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P M A
国际⼈⼒资源管理师认证项⺫!

!!!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国际⼈⼒资源管理师认证项⺫办公室
!

• 美国国际公共管理与⼈⼒资源管
理协会IPMA-HR!

• 中国国家外专局培训中⼼
TCSAFEA!

• 教育部考试中⼼NEEA!

•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EAIE!

联合推出



IPMA项⺫ 
国际⼈⼒资源管理师认

证项⺫（IPMA）让参
与者在⼈⼒资源领域更

加专业化、现代化、国

际化。

IPMA项⺫办公室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

会成⽴IPMA项⺫办公
室，全⾯负责中国“国
际⼈⼒资源管理师”及
培训讲师认证的组织
与管理⼯作

参与IPMA项⺫!!
在授权管理的基础上，

IPMA办公室将为所有
会员提供专业、系统、

增值的服务，致⼒于打

造国际性品牌。

IPMA课程体系!
I P M A课程体系包括

CE-CP-CL三个模块。
严格按照版权课程授课

及使⽤版权教材要求，

以此保证课程的国际性、

IPMA项⺫
国际⼈⼒资源管理师（IPMA）是由美国国际公共管理与⼈⼒资源管理协会（IPMA-HR）根据国际
⼈⼒资源管理发展的最新理念和最新研究成果，于2000年开发出来的基于初级⼈⼒资源⼯作⼈
员、⼈⼒资源经理及⾼层管理者三个层次的⼈⼒资源管理知识体系，并每年进⾏持续的知识转化
及更新。该系列证书的获得标志着每⼀位受训的领导⼈、管理者和⼈⼒资源专业⼈员更加优秀，
更加专业化、现代化、国际化。

IPMA-HR于2004年开始在中国推动IPMA体系认证项⺫，2015年4⽉由美国国际公共管理与⼈⼒
资源管理协会、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教育部考试中⼼、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共同签
订《在中国境内推⼲国际⼈⼒资源管理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合作协议书》，为进⼀步推进IPMA体系
项⺫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明确了各⽅的主要职能：

美国国际公共管理与⼈⼒资源管理协会（IPMA-HR）：负责IPMA项⺫知识体系管理、更新、培训
讲师认证、学员及讲师再认证、考试试题的命题，考试试卷的提供，英⽂证书的印制。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TCSAFEA）：负责指导和协助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推⼲IPMA项
⺫及考试组织管理，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合发放该项⺫的中⽂版证书。

教育部考试中⼼（NEEA）：负责IMPA体系认证考试的实施与管理，包括设置考点、安排考场、实
施考试、评卷、成绩汇总及下发。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EAIE)：负责IPMA体系认证项⺫的项⺫运营、管理和服务⼯作。项⺫在中
国⼤陆范围内的宣传推⼲，招⽣和培训的指导，报名、报考活动的组织，培训机构及助学机构的认
定、管理和发展，中⽂版权教材的出版和发⾏、培训和考试证书发放。



• IPMA认证课程体系
IPMA 认证体系融合了国际上近⼗年关于⼈⼒资源的研究成果,并参考吸收了美国 AT&T 公司和 全
美公共管理协会的关于⼈⼒资源管理素质的模式,既能使⼈⼒资源初学者全⾯、系统的了解⼈⼒资
源的各类知识,⼜能让⼈⼒资源⾏业专家得到不断提升,其阶梯式的知识体系涵盖了从基础 知识到 

国际初级⼈⼒资源管理师认证(IPMA-CE)

帮助⼈⼒资源专业学⽣、专员级⼯作⼈员、以及意向通过学习了解和增⻓⼈⼒资源相关基础知识
的从业者,从招聘、选拔、岗位分析及能⼒对应、补偿及福利、绩效管理、劳资关系、员⼯及组织
发展七个主要模块全⽅位了解国际⼈⼒资源管理专业知识。

国际⾼级⼈⼒资源管理师认证(IPMA-CP)

帮助企业决策者、管理者以及⼈⼒资源经理、主管、各⾏业专业⼈⼠深⼊了解 IPMA-HR 胜任素 
质模型中20个胜任素质,并从业务伙伴、变⾰推动者、领导者、⼈⼒资源专家这四个⾓⾊的介绍中 
进⾏具体分析,从⽽把握⼈⼒资源的前瞻理念,提⾼核⼼竞争⼒。

国际领导⼒管理师认证(IPMA-CL)

帮助组织内的决策者、⾼层领导者或意向成为⾼级领导者的管理⼈⼠,提⾼⼈⼒资源管理能⼒,并从
以下领域和模块总结⼈⼒资源与个⼈、组织的密切关系,提升专业能⼒和综合管理⽔平:



近年来，已培
养万名⼈⼒资
源管理国际化
⼈才


•在中国
2009年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与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联合，举
办中央企业国际化⼈才培养项⺫，将IPMA体系课程作为央企⼈才培养的主要课程之⼀。

IPMA体系课程与北京市委组织部合作，已
经培养了近万名国家化⼈⼒资源管理⽔平的
干部。培训⼈员中，局级干部占总培训⼈数
的5.2%。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 



IPMA办公室将在尊重和保持IPMA版权课程创新特⾊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市场因素及需求，
通过与国际先进⼈⼒资源管理⽔平接轨，培育IPMA项⺫在国内的核⼼竞争⼒，将版权课程的优势
发挥到最⼤。办公室通过充分发挥⾃⾝优势，积极整合与开发资源，与多所院校、培训机构及社
会组织建⽴了⼲泛的战略合作关系，旨在通过授权及合作，推动该项⺫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系统性
管理及市场运营，从⽽提升中国⼈⼒资源管理⽔平，培养国际化的⼈⼒资源管理⼈才。!

IPMA办公室还将致⼒于促进我国⼈⼒资源国际交流、实战型⼈才培养、就业⽀持以及先进技术的
引进与创新，并在我国⼈⼒资源培训领域开创国际化、多元化的合作时代，为中国的⼈⼒资源专
业的发展贡献⼒量。 

IPMA项⺫办公室
为进⼀步推进IPMA的运营和发展，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成⽴IPMA项⺫办公室，全⾯负责中国境
内“国际⼈⼒资源管理师认证”（初级IPMA-CE、⾼级IPMA-CP）以及“国际领导⼒管理师认证”
（IPMA-CL）项⺫的管理⼯作，包括项⺫的技术引进与创新、市场开发与监管、学员及认证讲师的
培训、管理及服务⼯作。 



IPMA课程体系
版权课程
国际⼈⼒资源管理师（IPMA）近年来被引⼊中国后，授课过程
严格按照版权课程授课及使⽤版权教材要求，以此保证课程的
国际性、先进性和严谨性。IPMA-HR为保持其在⾏业中的领先
性和前瞻性，体系知识每年更新⼀次，在中国的授课内容及授
课教材与世界保持同步更新，确保IPMA中国课堂的质量和品
质。

实践精华
IPMA课程体系是从近百年⼈⼒资源管理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精华。课程中既有理论知识⼜有实⽤技
巧，通过情景案例以及课堂互动的形式，将实践精华充分直观的传授给学员。

IPMA课程体系所提倡的新型定位，是推动⼈⼒资源从业者的战略性⼈⼒资源管理，⼈⼒资源部⻔
要从战略规划出发为组织创造经济绩效。以适合HR专员的基础模块，到胜任HR⼯作者从⼈⼒资源
专家演变成同时担任组织的变⾰推动者、业务伙伴、领导者三个⾓⾊，并且具备从“了解所在组织
的使命和战略⺫标”到“具有达成共识和同盟的能⼒”的20种胜任素质。在此基础上，IPMA课程体系
专⻔为⾼级管理者、CEO设计了基于战略性⼈⼒资源管理的领导能⼒课程体系，使得三个阶段的课
程体系形成系统衔接。

培养对象

‣  CL-对企业发展有影响⼒的决策者，包括⼈⼒资源领导者及管理
者在内的⾼管⼈⼠


‣  CP-中⾼层管理干部、⼈⼒资源管理⼈员

‣  CE-⼈⼒资源专员、⼈⼒资源及相关专业学⽣

⾓⾊转换

‣ ⼒资源专家：招聘、选拔、岗位分析及能⼒对应、补偿及福利、
绩效管理、劳资关系、员⼯及组织发展


‣  ⾼级⼈⼒资源经理的四种⾓⾊：⼈⼒资源专家、变⾰推动者、
业务合作伙伴、领导者


‣  ⾼层领导者：个⼈-组织-⼈⼒资源

突出的重点

‣ 重点培养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思维；

‣ 提升⼈⼒资源管理者的核⼼竞争⼒，转变单⼀⾓⾊，适应现代中
国的快速变⾰与发展，帮助管理者从企业战略发展的⾓度重新认
识⼈⼒资源管理的各项职能，学习如何有效地运⽤⼈⼒资源管理
的⽅法和⼯具促进组织的发展。

能⼒现状评估
‣ 进⾏⾃我胜任素质现况评估，了解⾃我能⼒现况，找到能⼒发展
的缺⼝，为持续能⼒培养提供科学的依据。

学习⽅法

‣ 专家讲解、案例讨论、互动分享、⼈际⾏为⻛格测试、模拟练
习、现场咨询等


‣ 分享前沿理念：国际前沿的理念，不断发展

‣ 改变思维范式：⽤新思维、从新⾓度思考、⾏动

‣ 达到全新境界：更新知识、提升能⼒、⽣涯发展突破 



课程安排（CP）
培训课程 课程提纲

第⼀天 课程介绍+⼈
⼒资源专家

1.课程概述!
2.乌尔⾥奇新旧学说的对⽐!
3.胜任素质的概念与定义!
4.⼈⼒资源中的四个新⾓⾊!
5.可共享胜任素质!
6.策略规划模型!
7.劳动⼒发展与规划

第⼆天 ⼈⼒资源专
家+领导者

1.概述!
2.领导者⾓⾊的核⼼胜任素质!
3.领导者⾓⾊的可共享胜任素质!
4.关于领导者⾓⾊与管理层的分析!
5.领导者⾓⾊的权⼒分析!
6.团队意识和决策⽅式!
7.企业多元化模型!
8.情商技巧的应⽤

第三天 领导者+商业
伙伴

1.概述!
2.商业伙伴⾓⾊的核⼼胜任素质!
3.商业伙伴⾓⾊的可共享胜任素质!
4.商业伙伴⾓⾊在⼈才管理中的应
⽤!
5.商业伙伴⾓⾊的顾问职能分析!
6.对于聆听⾏为的研究分析!
7.商业伙伴⾓⾊在绩效管理中的应
⽤!
8.关于绩效观点的讨论!
9.劳动⼒分析

第四天 商业伙伴+变
⾰推动者

1.概述!
2.变⾰推动者的核⼼胜任素质!
3.变⾰推动者的可共享胜任素质!
4.了解公司环境的意义!
5.不断演化的劳动⼒和领导⼒!
6.⼈⼒资源与新变化环境的关系!
7.客户关系的建⽴与维护!
8.对变⾰中所遇到的问题的管理!
9.关于员⼯敬业度的讨论!
10.关于变⾰的⽅法论

第五天
（0.5天）

变⾰推动者
+回顾、总
结、研讨

1.变⾰推动者
2.课程回顾，知识点总结
3.结合实践研讨



费⽤明细

IPMA办公室将充
分发挥⾃⾝职能，
更好地为学员、
讲师、授权机构
提供全⾯、系统、
专业的服务和管
理，助⼒您在此
平台上得到更好
的发展。!

项⺫ 费⽤ 明细

IPMA-CP 指导价格:9900元/
⼈

考试费：2900元/⼈
凡经授权培训机构报名缴费的学员，
可通过www.ipmachina.com进⾏会
员登录获得课程相关信息以及后期相

关增值服务

IPMA-CP讲师认证

!
认证及会员服务费!

37000元/⼈!

美国IPMA-HR来华授课、资质评价
及讲师认证；!

阶段性课程体系更新再教育；!
认证讲师沙⻰及研讨、国际交流；!
安排认证讲师在本项⺫体系内授课。

参与IPMA课程

学员培训与考试 讲师认证与授课

机构授权与服务 增值服务与平台共享

机构授权与服务
IPMA办公室根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际⼈⼒资源管理师认证项⺫管理办法》要求，对满⾜
要求的培训机构进⾏本项⺫的授权和管理，凡被授权机构，需按《管理办法》及相关管理制度要
求开展招⽣培训⼯作，并接受IPMA办公室管理和检查。IPMA办公室将严格执⾏授权协议进⾏市场
管理，统⼀产品⼿册及外发资料，统⼀认证讲师管理，以维护所有授权机构的利益，确保项⺫的
品牌持续健康发展。

http://www.ipmachina.com


同时，IPMA办公室为授权机构提供专业、便捷的学员管理系统。所有授权机构经正式授权

后，可通过IPMA官⽅⺴站www.ipmachina.com，获得⾃⼰的管理权限，对本机构学员进
⾏管理和数据统计；

IPMA办公室将配合授权机构，为会员学员提供定向、专业的服务，并通过会员系统维护每
⼀个授权机构的利益。定期组织授权机构参加研讨、国际交流等活动，开展授权机构对认
证讲师的评价和选择。

!
增值服务与平台共享

IPMA办公室将为学员、认证讲师及授权机构提供开放、便捷的基于⼤数据的资源整合平

台，除在www.ipmachina.com享受不同层级的会员服务外，还可直接加⼊“HR@中国”资
源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交流互动。

!
!
!
!
!

!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IPMA项⺫办公室 

!
⺴址：www.ipmachina.com!

电话：（010）53505208!

邮箱：ipma@ipmachina.com!

联系⼈：⺩珣!

!
!

http://www.ipmachina.com
mailto:ipma@ipmachina.com
http://www.ipmachina.com
mailto:ipma@ipma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