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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信 用 管 理 师 人 员 能 力 验 证 (Credit Manager Personal

Proficiency Testing)是指运用现代信用经济、信用管理及其相关学

科的专业知识，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使用信用管理技术与方法，

从事企业和消费者信用风险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也是在企业中从事

信用风险管理和征信技术工作的专业人员进行能力验证。

为提高信用管理领域从业人员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水平，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认研中心”、

英文简称“CCAI”)决定开展信用管理师人员能力验证工作。为规范

认研中心人员能力验证工作，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

技术研究中心合格评定技术体系文件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人员能力验证管理办法（试行）》

等文件，组织制定《信用管理师 人员能力验证规则》。

1.本规则是认研中心开展信用管理师人员能力验证的基本依据，

内容包括概况、基本要求、验证要求、验证规则、考评内容比重。

2.本规则以现阶段信用管理领域、规范企业行为和提高企业竞争

力的基础上，对信用管理领域从业人员的工作范围、岗位职责和知识

水平做了明确规定。

3.本规则参考了《合格评定 能力验证的通用要求》(ISO/IEC

17043)、《利用实验室间比对进行能力验证的统计方法》（ISO 13528）

中的全部或部分条款，既保证了规则体系的规范化，又对行业从业人

员的水平及行业从业人员现状进行动态分析，促进行业良性发展，同

时也使其具有根据行业发展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符合人员培

养培训和验证的需求。

4.信用管理师人员能力验证考核不属于职业资格类考试，通过考

试仅表明学员掌握了一定的信用管理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水平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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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管理师 人员能力验证规则

1 范围

本规则是认研中心信用管理师培养培训及人员能力验

证组织者和参加者双方都应当遵循的程序规则。

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相关

人员；从事信用风险管理和征信技术工作等的高端专业人员；

各类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服务等机构的专业人员；企业中从

事经营、销售、财务、信用管理的相关人员；信用管理、担

保、评级、商账追收等信用服务机构人员；政府经济管理部

门、行业社团中从事信用管理工作的人员；有志于从事信用

管理领域工作的人员，均可申请参加认研中心信用管理师人

员能力验证。

2 引用文件

本规则参考并修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全部或部分条

款。所引用的文件不注明其发布日期，请各相关方注意使用

这些文件的有效版本（包括其修订案）。

2.1 《合格评定能力验证的通用要求》(ISO/IEC 17043)

2.2 《利用实验室间比对进行能力验证的统计方法》

（ISO 13528）

3 术语和定义

人员能力验证：是指按照相关规定或标准，根据培养培

训及考核验证规则，采取专业知识学习、能力素质考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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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析比对及验证等方式，对人员的专业能力进行培养培训

及验证的合格评定过程。

原始分：参加培训考核人员答题得到的分数，最高为 100

分。

平均分：所有培训考核人员原始分的算术平均值，最高

分为 100 分。

中等分：反映考核项目中等水平的分数，最高为 100 分。

标准差：反映原始分的分散性。

标准分：利用稳健统计方法，转化得到每位参加考核人

员的分数，分值在-100 至 100 之间。

百分比排名：比此原始分小的数据个数除以与此原始分

进行比较的数据个数总数。

4 人员能力验证组织要求

4.1 培训时长

参加培养培训的时长不得少于 40 学时。

4.2 培训教师

信用管理师的授课老师应具备高级职称或 5年以上从业

经验或具有丰富的国内外信用管理领域的实践和理论知识。

4.3 培训方式

培训可采取线下或网络课程的方式进行。采用线上或线

下培训时应具有和培训规模相适应的培训场地。网络课程培

训应具有专业的录播设备，确保录制课程的质量。

4.4 考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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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管理师人员能力验证测验实行统一大纲、统一命题、

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原则上每年举行 4 次考试，分别安排

在 3 月份、6 月份、9 月份、12 月份的第四周周六，考试时

间为 120 分钟。

4.5 考核方式

信用管理师人员能力验证采取线上考试，考生信息采用

计算机考试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在线完成学员信息填报、考

试、电子试卷管理等工作。

考试系统应具有人脸识别等防作弊功能。

采取线上考试的形式，考生需在拥有摄像头的电脑前参

加考试，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500，考场至少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

4.6 考核结果

信用管理师人员能力验证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

不合格。(注：人员能力验证结果详见第 6 部分人员能力验

证结果评价规则)。

对于考生来说，纸质证书中赋予的原始分、标准分 Z 和

百分比排名 PR 为当期(或者某一时间段)培训考核结果。同

时要提醒考生，标准分 Z 和百分比排名 PR 会根据该项目全

部参加考试人员的成绩“排大队”，考生可以随时登录账号

线上关注自己的标准分 Z 和百分比排名 PR 的变化。

4.7 培训及能力考核内容

信用管理师培养培训及能力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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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技术等三部分，内容清单见附件 1。考核验证时，理

论、实务、技术的占比分别为 30%、40%、30%。

5 考核申请条件

凡遵纪守法、参加培养培训学时满足要求，并符合下列

条件中之一，可申请参加信用管理师能力考核：

1.取得信用管理类等大学专科学历，并从事相关专业工

作满 2 年；

2.取得信用管理类等大学本科学历，并从事相关专业工

作满 1 年；

3.具备其他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从事安全领域相关

工作满 3 年；

4.有志于从事信用管理行业的人员。

6 验证结果评价

6.1 统计量计算

6.1.1 平均分 A

所有培训考核人员原始分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公式如下：

pxA
p

i
i /

1






xi为第 i 名人员的原始分，p 为参加考试人员总数。

6.1.2 中等分 M

所有参加考核人员原始分的中位值。假设 p 名参加考核

人员原始分按递增顺序表示为：x1，x2，…，xp。当 p 为奇数

时，中位值为第(p+1) /2 位的原始分值；当 p 为偶数时，中

位值为第 p/2 位和第（1+p/2）位原始分值的平均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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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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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差值 D

参加考核人员原始分与中等分的差值。计算公式如下：

MxD ii 

6.1.4 标准差 S

按照稳健统计方法，以标准化四分位距作为标准差。将

参加考核人员的原始分按递增顺序排列，计算高四分位和低

四分位原始分的差值，然后乘以系数 0.7413（因子 0.7413

是从“标准”正态分布中导出）即可得到标准化四分位距。

计算公式如下：

S=0.7413×（Q3-Q1）

式中，Q1为低四分位数，该组原始分的四分之一低于 Q1，

四分之三高于 Q1；Q3为高四分位数，该组原始分的四分之一

高于 Q3。

6.1.5 标准分 Z

每位参加考核人员差值 D与标准差之比。计算公式如下：

Z=D/S×50

标准分 Z 反映参加考核人员与中等水平间的差距。Z＞0

时，反映人员能力高于中等水平；Z＜0 时，反映人员能力低

于中等水平。根据统计学原理，基于正态分布假设，D/S 在[-2，

+2]的概率约为 95%。为了更加通俗易懂和直观显示，乘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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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50 得到标准分 Z，而且，当计算 Z 值小于-100 或者大于

100 时，直接分别赋值为 Z=-100、Z=100。因此，标准分 Z

在-100 至 100 之间，Z 值越接近 100，说明参加考核人员的

水平越高。

6.1.6 百分比排名 PR

某参加考核人员百分比排名为 90%，表明该人员成绩比

90%的人成绩高。

6.1.7 合格率

考核等级为合格以上的人数占参加考核总人数的比例。

6.2 人员能力评价

6.2.1 反馈给参加考核人员的指标

参加考核人员成绩单列出原始分、标准分 Z 和百分比排

名 PR 三个指标值，并注明含义。其中，成绩是否合格以参

加考核人员的原始分为评价基准。对于成绩合格的人员，再

按标准分 Z 的大小，分级列出成绩。Z 值越接近 100，说明

水平越高。具体如下：

当原始分＜60 时，表明考生参加本次考核等级为“不合

格”，建议考生进一步学习后，再次报名参加考核。

当 60≤原始分＜100，且标准分满足-100≤Z＜50 时，

表明考生参加本次考核等级为“合格”。

当 60≤原始分＜100，且标准分满足 50≤Z＜100 时，表

明考生参加本次考核等级为“良好”。

当原始分≥60，且标准分 Z=100 时，或当原始分=10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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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考生参加本次考核等级为“优秀”。

对于考生来说，纸质证书中赋予的原始分、标准分 Z 和

百分比排名 PR 为当期（或者某一时间段）培训考核结果。

标准分 Z 和百分比排名 PR 会根据该项目全部参加考试人员

的成绩“排大队”，考生可以随时登录账号线上关注自己的

标准分 Z 和百分比排名 PR 的变化。

对每一名考核“不合格”的考生，在发送成绩单的同时，

应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和再次参加考核的方法。

6.2.2 认研中心监测指标

及时发布并动态更新每个培训项目参加考核的总人数、

平均分、中等分、标准差、合格率、最低分、最高分等指标。

此外，可以使用顺序标准分 Z 直方图直观显示参加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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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资料性附录）

信用管理师培训及考核资料清单
分类 培训及考核清单

一、理论篇

第一章 信

用的本质

第一节 中西

主要信用观点

述评

1.西方古今主要信用思想及其内核

2.中国古今主要信用思想及其内核

3.中西信用思想异同比较

4.中西信用思想的逻辑性和解释力缺

陷

第二节 信用

现象的社会考

察

1.经济生活中的信用现象及特征解析

2.社交生活中的信用现象及特征解析

3.学术生活中的信用现象及特征解析

第三节 信用

的本质

1.规则的微观功能——行为引导

2.规则的宏观功能——社会建构

3.规则与契约的关系——正当性

4.契约与社会秩序的勾画——社会秩

序建构的必要条件

5.守约与社会秩序的实现——秩序建

构的充分条件

6.信用的本质——秩序的底层逻辑和

社会的元规则

第四节 信用

的内涵

1.信用作为元规则的内涵

2.信用相关概念的辨析

信用与诚信

信用与信誉

信用与信任

3.信用与诚信之争的成因与实质

第二章 信

用的形态

第一节 社会

契约的分类

1.基于契约主体差异的视角

公约：伦理、道德、法律

私约：合同、协议、承诺

2.基于契约内容差异的视角

政治、经济、社交、学术契约

3.基于契约形式差异的视角

书面、口头、默认、俗成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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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用

行为的表现形

态

1.公约与私约信用行为的界定与表现

形态

2.政治、经济、社交、学术等信用行

为的界定与表现形态

第三节 社会

信用的表现形

态

1.政治信用的定义和表现形态

2.经济信用的定义和表现形态

3.社交信用的定义和表现形态

4.学术信用的定义和表现形态

第三章 信

用的机制

第一节 信用

的风险

1.个体信用风险的定义与表现

2.社会信用风险的定义与表现

3.信用风险的个体损失

4.信用风险的社会后果

第二节 信用

风险的发生机

制

1.失信的发生机制

2.违信的发生机制

第三节 信用

行为的奖惩机

制

1.守信行为正向奖励的马太效应

2.无信行为反向惩戒的驱出效应

第四节 信用

风险的控制机

制

1.个体信用风险的控制机制

事前防范机制

事中规避机制

事后减损机制

2.社会信用风险的治理机制

第五节 信用

机制正常运行

的条件

1.必要条件：社会价值导向性

2.充分条件：信用信息对称性

第四章 信

用的影响

第一节 信用

风险的判断标

准

1.价值判断标准

2.事实判断标准

第二节 信用

行为的影响因

素

1.主观因素及解析——信用意识

2.心理因素及解析——信用心理

3.客观因素及解析——信用能力

4.信用影响因素的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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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信用

评价的基本原

理

1.传统信用评价的理论依据

2.现代信用评价的理论扩展

3.全息信用评价的基本原理

第四节 信用

风险识别的基

本原则

1.全面性原则

2.客观性原则

3.定价性原则

二、技术篇

第一章 信

用管理概述

第一节 信用

管理的定义

1.广义的信用管理定义

2.狭义的信用管理定义

第二节 信用

管理的目标

1.自身利益目标

2.社会责任目标

3.环境责任目标

第三节 信用

管理的规程

1.信用调查与征信的基本要义

2.信用分析与评价的基本要义

3.信用政策与授信的基本要义

4.信用跟踪与预警的基本要义

5.风险控制与处理的基本要义

第二章 信

用管理技术

第一节 信用

调查与征信技

术

1.传统信用调查技术概述

2.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信用调查技

术创新

3.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现代征信技术创

新

第二节 信用

分析与评价技

术

1.传统信用分析与评价技术概述

2.基于大数据的信用分析与评价

技术创新：全息信用评价及其模型

建构

第三节 用政

策与授信技术

1.影响组织和个人信用政策的主要因

素分析及其信用政策选择原则

2.基于信用评价和信用政策的客户分

类管理

3.基于客户分类的授信准则和框架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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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信用

跟踪与预警技

术

1.传统信用跟踪与预警技术概述

2.基于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的信用跟

踪与预警技术创新

第五节 风险

控制与处理技

术

1.基于信用跟踪和预警信息调整客户

信用等级、客户分类、风险定价和排

序的技术要点

2.基于大数据对风险客户信用资源调

查并制定风险控制方案的技术要点

3.风险冗余的法律和财务处理的技术

要点

第三章 评

价模型建构

第一节 信用

影响因素的解

析

1.信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可评价指标解

析

2.评价指标的相关性理论筛选

3.评价指标的相关性实证筛选

第二节 信用

评价基准模型

建构

1.评价指标独立性之偏相关分析

2.评价指标的归一化权重确定

3.评价指标标准值和刻度测定

4.评价模型阈值条件确定

第三节 信用

评价模型的机

器建 构

1.大数据处理平台通过学习筛选信用

评价指标、确定指标权重、标准值、

刻度和模型阈值

2.对模型进行重复训练和修正

第四节 信用

评价实用模型

的建构

1.评价对象类别确定：组织或个体

2.评价对象信用特征确定：信用行为

的决策和实施特征

3.评价对象行业或群类特征确定

4.评价主体信用管理政策和成本选择

5.基准模型的实用化完善

第四章 信

用管理规范

第一节 信用

管理内部制度

建设

1.信用管理的实体规范框架

2.信用管理的程序规范主线

3.信用管理的操守规范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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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用

管理技术规范

建设

1.信用调查的技术规范

2.信用评价的技术规范

3.信用政策的技术规范

4.信用跟踪的技术规范

5.风险控制的技术规范

第三节 信用

管理的外部合

规性

1.伦理合规性：商业秘密和个体隐私

保护

2.法律合规性：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同业规范及其解读

三、实务篇

第一章 国

际知名信用

管理机构业

务

第一节 国际

知名信用评价

机构 业务

1.穆迪公司及其评价业务介绍

2.标普公司及其评价业务介绍

3.惠誉公司及其评价业务介绍

第二节 国际

知名征信机构

业务

1.邓白氏公司及其征信业务介绍

2.全联公司及其征信业务介绍

第二章 国

内主要征信

机构及信用

数据库

第一节 全国

统一征信数据

库

央行征信数据库介绍

第二节 地方

企业信用数据

库

1.浙江省企业信用数据库介绍

2.江苏省企业信用数据库介绍

3.上海市企业信用数据库介绍

4.深圳市企业信用数据库介绍

第三节 国内

主要征信机构

1.百联征信

2.芝麻征信

第三章 企

业信用管理

实务案例分

析

第一节 实体

企业信用管理

案例分析

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浦江凯

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第二节 网络

企业信用管理

案例分析

天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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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网络

社交平台信用

管理案例分析

微信

第四节 信用

服务公司信用

管理案例分析

大公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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