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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开发背景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HRSSC）源于人力资源三支柱理论，是通过对人员、技术和流程的有效整合，实现组

织内公共流程标准化、精简化的一种创新管控手段。它能够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合规风控、提升体

验、辅助决策。

HRSSC 1.0 HRSSC 2.0

• 清晰组织分工，将简单重复的

基础人事工作集中处理，产生

规模效应，实现高效运营

• 被动响应需求

• 流程化、信息化

• 扩展服务范畴，关注用户体验，

从职能端的流程升级为用户需求

的流程设计

• 主动关注需求

• 自动化、数字化

• 打通数据系统，通过数据挖掘与

建模预警、诊断组织问题，走向

智慧HR中心

• 同时满足多端需求

• 大数据平台/AI 

HRSSC 3.0

随着共享中心建设发展，共享中心人员能力的需求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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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开发背景

中国区第二次“人力共享潮”悄然来袭

信息来源《德勤2020中国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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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开发背景

国有企业成为生力军

信息来源《德勤2020中国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调研报告》



6

“人力共享潮“悄
然来袭，人才需求

缺口巨大

HRSSC人才培养
缺乏统一标准，结
构性就业矛盾突出

1+X证书制
度推行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开发背景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简称《证书》）是以企业人力资

源转型深化为背景，以HR三支柱理论

为基础，以企业HRSSC和HRM业务实

践为指引，专门开发的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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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开发流程

邀请来自高校相关研究领

域的专家、企业人力资源

共享服务领域专家共同组

成证书标准核心开发团队

组建开发团队

仔细研读教育部下发的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开

发指南（试行）》，明

确标准开发路径

学习标准开发指南

通过桌面研究收集大

量相关领域资料，初

步拟定证书名称及范

围

前期调研与资料收集

实地走访企业调研，

确定证书名及初步框

架

确定证书名称及范围
深度访谈来自不同行业、规模、

地域、性质的企业共享服务领

域专家22名，整理20多万字

的访谈记录，分析提炼工作领

域、工作任务及技能要求

细化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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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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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标准设 计定位

标准定位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目标，按照岗位用人需求解构了不同工作领域的工作任务及技能要求，

旨在培养人力资源服务型企业、一般企事业组织的HRSSC及人力资源部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专业服务岗位人员及运营管理岗位人员。

标准拓展

《证书》不局限于人力资源专业知识，随着证书级别递进，会逐步增加相关拓展领域的知识、技能，最终高级别学员将具备人力资源、数字化、

流程设计、运营管理等多方面综合知识与技能，符合新时代市场对人力资源从业人员的技能需求。

标准优势

任务更为典型 技能结构更为复合 技能点以职业发展为导向 技能点与行业前沿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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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面向学 校及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劳动关系、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统计学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公共事务管理、行政

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商务管理等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人力资源管理事务、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客户服务、办公室文员、文秘、社

会保障事务、社会福利事业管理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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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等级划 分

《证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开发上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应会到熟练；从执行到设计、管理的原则，三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

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初级 中级 高级

夯实基础，标准化交付

增强

强化技能，个性化服务 拓展领域，产品化设计

• 增加更复杂的业务模块及相

关技能

• 能够复核、指导初级专员的

工作

• 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以及发

现、解决问题的软技能

• 在人力资源专业业务模块的

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及流

程的设计、业务的数智化再

造、人力资源数据分析、运

营管理等拓展技能

• 具备优秀的沟通协调能力及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扩充

增强

扩充

• 掌握基本的政策法规，能

够理解业务流程SOP，按

照SOP执行日常工作，按

标准进行服务交付

• 具备人力资源工作所需的

基础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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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面向岗位

面向人力资源服务型企业或企业共享

服务中心一般服务岗位，及一般企事

业单位人力资源部，对应专员职级

能够开展入转调离办理、档案/合同

管理、人事证明开具、薪资发放、社

保/公积金办理、招聘支持等工作。

面向人力资源服务型企业或企业共

享服务中心高级服务岗位，及一般

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部，对应高级

专员职级

能够开展薪酬福利服务、员工关系

维护、招聘服务、人力资源数据分

析及报表管理等工作。

面向人力资源服务型企业或企业共

享服务中心运营管理岗位，及一般

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部，对应初级

经理职级

能够开展运营管理、供应商管理、

流程优化、服务标准制定、流程线

上化、数据分析与监控等工作。

初级 中级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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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概览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备注

1.人事服务

1.1 入转调离服务 5

4个工作领域

14个工作任务

45个技能点

1.2 假勤统计 4

1.3 档案管理 5

1.4 劳动合同管理 4

1.5 沟通支持服务 3

2. 薪税服务

2.1 薪资核算与发放 4

2.2 个税申报 3

2.3 社保/公积金服务 4

3. 招聘支持

3.1 职位发布 4

3.2 简历搜寻及筛选 4

3.3 测评与背调支持 3

4. 培训服务

4.1 培训实施支持 5

4.2 培训反馈调研 3

4.3 供应商日常沟通 4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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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概览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备注

1.人事服务

1.1 员工关系维护 4

4个工作领域

14个工作任务

53个技能点

1.2 人才安居服务 4

1.3 涉外服务 4

1.4 员工投诉处理 3

2. 薪酬福利服务

2.1 薪酬调研支持 4

2.2 薪资发放管理 4

2.3 薪酬常规报表支持 3

2.4 福利管理 4

3. 招聘服务

3.1 面试邀约 5

3.2 面试组织 4

3.3 面试后续跟进 4

4. 人力资源数字化应用

4.1 人力资源数据核查 3

4.2 人力资源数据分析 4

4.3 人力资源数据报表服务 3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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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概览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备注

1. HRSSC运营管理

1.1 下属业务审核与绩效管理 4

3个工作领域

10个工作任务

37个技能点

1.2 运营风险管理 4

1.3 客户满意度管理 3

1.4 HR供应商管理 4

2. HR产品设计与运营

2.1 HR服务产品设计与优化 4

2.2 HR业务流程设计与优化 4

2.3 HR服务产品运营 3

3. 人力资源数字化应用

3.1 人力资源数字化支持 4

3.2 数据分析与监控 4

3.3 数据报表体系规划 3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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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强化专业技能

了解企业实际工作流程，强化人力资

源专业知识体系及技能应用。

C 提升就业质量

通常名企进入门槛高，但人力资源共享

服务中心由于人数相对较多，且大量乙

方企业岗位需求多，从事人力资源共享

服务相关工作，是非名校学生进入名企

的机会，能够帮助提升就业质量。

B 推荐实习/就业

对于取得证书，表现优异的同学，可

获得推荐实习/就业的机会。

D 利于职业规划

证书为学生拓展了更多可能的职业发展

通道，有利于学生提前进行职业规划。

专业技能

对学生：助
力职业生涯

发展

实习/就业机会

就业质量 职业规划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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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大、中型企业人

力资源共享中心

第三方人力资源

服务公司

一般企业人力资

源部

公共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

人力资源IT 信息

化服务机构

招聘 培训 绩效 SSC COE 卓越运营 产品设计

拓 宽 就 业 领 域

提
高
就
业
竞
争
力

《证书》技能要求适用于大、中型企业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各类初级、中级岗位需求；适用于人力
资源服务性企业，一般企业、事业单位人力资源部多岗位业务需求。助力学校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
力资源管理人才，帮助学生能够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

人事行政 员工关系 薪酬福利 组织发展 HRBP HRIS 用户体验

就业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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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体系

A 完善教学体系

在强化人力资源专业基础技能的基础

上，补充了“人力资源三支柱”、

“人力资源数字化”等行业前沿内

容，拓展了运营管理、产品设计、数

据分析等相关领域知识技能。

C 打造实践教学基地

校企共建人力资源共享服务实践教学

基地，服务区域经济。

B 建设双师型教学团队

通过参与1+X培训讲师认证，可以培

养一批双师型教师，有利于建设双师

型教学团队。

D 促进学生就业

通过提升技能水平、拓展就业渠道、丰富

职业发展路径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对学校：助
力高水平专
业建设

教学团队

教学基地 学生就业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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