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全国物业管理行业“物业管理员”职业技能竞赛

技术文件

第一部分 竞赛介绍

全国物业管理行业物业管理员职业技能竞赛由理论知识考

核和实际技能操作考核两个部分组成。

理论知识考核和实际技能操作考核两项成绩均按百分制，合

并计算总成绩，其中理论知识成绩占30%、实际技能操作成绩占

70%。

理论知识考核采取闭卷书面考试方式，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和

多项选择题，总题量 75 题。其中单项选择题 50 题，多项选择题

25 题。主要考核物业管理员对物业管理基础知识和相关法律法

规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实际技能操作考核采取闭卷书面考试和现场实地比赛相结

合的方式。其中物业管理典型案例分析（占 20%）、岗位实操技

能知识抢答（占 20%）、个人主题演讲（占 30%）。主要考核物

业管理员在物业管理日常经营管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分析、纠

纷调解、创新思考以及沟通演讲等实际操作技能。物业管理典型

案例采取闭卷书面考试方式，岗位实操技能知识抢答和个人主题

演讲均采取个人现场实地比赛方式。其中个人主题演讲由选手按



组委会统一确定的演讲主题做 5 分钟时间准备后,做 5分钟即时

演讲。

理论知识考核后淘汰不超过 80 名选手，进入实操考核的物

业管理典型案例分析考核；该轮成绩与理论知识考核成绩按权重

累计得分后淘汰不超过 40 名选手，进入实操考核的岗位操作技

能知识抢答竞赛，该轮成绩与理论知识考核、物业管理典型案例

分析成绩按权重累计得分后淘汰不超过 20 名选手，进入实操考

核的个人主题演讲竞赛；个人主题演讲竞赛成绩和理论知识考核、

物业管理典型案例分析、岗位操作技能知识抢答成绩按权重累计

得分后计算出选手最终决赛成绩与排名。该最终决赛成绩出现相

同分数的，以演讲成绩高低排名，演讲成绩相同的以抢答成绩高

低排名。

（一）理论知识、实操技能考核示例

1.理论知识考试

（1）单项选择题（每题 1分，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 1个最符

合题意）如：

物业装饰装修管理的流程包括：①申报登记；②备齐资料；③

办理开工手续；④签订管理服务协议；⑤施工；⑥验收。正确的

流程应是（ ）。

A、④→①→②→③→⑤→⑥

B、①→④→②→③→⑤→⑥

C、②→①→④→③→⑤→⑥



D、②→④→①→③→⑤→⑥

（2）多项选择题（每题 2分，每题的备选项中，有 2个或 2个

以上符合题意，至少有 1 个错项。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

选的每个选项得 0.5 分）。如：

物业服务企业公共秩序管理服务的内容包括（ ）。

A、出入管理

B、安防系统的维护和管理

C、施工现场管理

D、负责治安管理

E、 停车管理

2.物业管理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背景：

某住宅物业的部分业主，因外墙渗水、供暖不足，物业配套

等问题，多次和开发建设单位、物业管理公司交涉。未有结果后，

遂以串联协商、互选等方式自行组建了临时业主委员会，临时业

主委员会与建设单位，物业管理公司经几轮谈判，上述问题仍未

解决。临时业主委员会协商决定：业主集体拒缴物业服务费：“炒

掉”现物业管理公司，另聘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同时，邀请媒体

介入。决定公告后，广大业主积极响应，开始集体拒缴物业服务

费，新的物业管理公司也以协议方式选定。经媒报道后，社会、

业主反响强烈，部分业主开始围堵售楼处和物业管理处办公室。

问题 1：根据本案例提供的材料，依照现行法规和物业管理



服务操作要求，列举本案例中的违规之处，并作简要阐明。

问题 2：如果您是该项目物业管理处经理，您将如何应对化

解当前面临的问题。

3.岗位实操知识抢答。如：

下列消防管理措施中，不属于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的是（ ）。

A、配置消防中队车辆

B、建立义务消防队伍

C、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D、加强消防设备保养

4.个人主题演讲。例如：请选手围绕“您是如何发扬工匠精神，

做好物业基础服务”这一主题做 5 分钟即时演讲。

（二）项目基本情况

1.理论知识考试（第一天上午进行）

理论知识主要考核物业管理员对物业项目管理基础知识和相关

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掌握程度。理论知识考试的题型包括单项选择

题（50 题×1 分/题，计 50 分），多项选择题（25 题×2分/题，

计 50 分）两种题型考核难度均包括一般、较难、难三个层次。

采取闭卷书面考试方式，时间为 60 分钟，总分 100 分。选手理

论考试卷面成绩乘以权重 30%即为个人本轮实际得分。当天

13:30 点前公布本轮考试成绩和进入下一轮考试的不超过 80 名

选手名单。

2.物业管理典型案例分析考试（第一天下午进行）



案例分析主要考核物业管理员对物业项目前期管理、内部管

理、现场管理、客户服务、经营管理、风险管理以及与物业服务

典型案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采取闭卷书面考试方式，

时间为 60 分钟，总分 100 分。选手案例分析考试卷面成绩乘以

权重 20%即为个人本轮实际得分。当天晚上 20:00 点前公布本轮

考试成绩和进入下一轮考核的不超过 40 名选手名单。

3.岗位实操知识抢答竞赛（第二天上午进行）

知识抢答主要考核物业管理员对物业项目管理全生命周期

有关项目经营管理的实操技能水平及在抢答环节的响应速度与

质量。知识抢答包括必备抢答和风险题选答两个环节，两个环节

相加得分为该轮选手的最后得分。

知识抢答环节给予每个选手 100 分的基准分，选手本轮得分

包括基准分、必备抢答得分和风险题选答得分三项累加。以本轮

选手中得分最高者分数作为本轮权重满分（20%）的对应值，其

余选手三项累加得分乘以最高得分对应值即为个人在知识抢答

环节的最后得分值。【例：A 选手本轮三项累加得分 120 分，本

轮得分最高者 B 选手得分 180 分（按权重实际本轮得分为满分

20分），则 A选手在本轮的实际得分值为：（20÷180)×120=13.33

分】

必备抢答环节选手以抽签方式决定 5 人一轮共分 8 轮进行，

必备抢答题包括单项选择题（5 题×每题 10 分）和多项选择题

（5 题×每题 20 分）两种题型，每轮共有 10 道题，抢完即止（若



出现 4 人一轮的则是 4 道单选题+4 道多选题）。抢答环节时，主

持人先宣读题面，参赛选手自主决定是否抢答，答对得分，答错

倒扣相应分值。在主持人宣布“抢答开始”后方可按铃进行抢答，

主持人未说“抢答开始”即按铃者每次倒扣 10 分，本题重新抢

答。每道抢答题要求开始作答后 10 秒钟之内回答完毕。工作人

员现场统计并公布得分情况。

每轮抢答完成并公布分数后即进入风险题选答环节，风险题

每轮 5 题，包括 10 分、20 分、30 分、40 分、50 分各 1题。为

充分体现竞争性和公平性，5 名选手按本轮得分由低至高的顺序

选答（若出现 4 人一轮的则是 10-40 分各 1 题），选手可以选择

答题也可以选择放弃答题。风险题选答环节时，现场公布题号和

相应分值，但不公布题面内容，参赛选手自主决定是否选答以及

选择相应分值题目，答对得分，答错倒扣相应分值，选手选题后

主持人宣读题面，要求选手在主持人宣布开始作答后 20 秒钟之

内回答完毕。

当天下午 13:20 点前公布本轮考试成绩和进入下一轮考核

的不超过 20 名选手名单。

4.个人主题演讲竞赛（第二天下午进行）

为体现公平性和选手的真实能力，采用现场即时演讲的方式

进行。由命题组统一确定演讲主题和相关要求，每位选手自行拟

定演讲题目，演讲限时 5 分钟，总分 100 分。要求选手结合个人

工作实践和对演讲主题的理解，从行业发展和项目经营管理服务



的角度进行阐述和创新思考。个人演讲出场顺序以抽签方式决定，

每位选手均有 5 分钟时间准备，其余选手隔离封闭待命（不得携

带任何通讯工具），依次出场进入现场演讲（演讲完毕的选手可

留置在现场观摩）。所有选手演讲完毕，评委代表对参赛选手演

讲表现进行综合点评。9 位评委根据参赛选手演讲效果按百分制

依据评分标准独立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7 个评

委的平均分乘以权重 30%即为该选手在本轮的实际得分。

（三）考核范围

考核以物业管理员应知应会为基础，以优秀物业管理员所具

备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和全面能力为重点，以全国物业管理师

职业资格考试参考教材的相关内容为参考。

（四）注意事项

1.主办方提供理论知识考试和实操考核的场地和相关硬件设施

等。

2.要求选手着正装出席竞赛，整齐佩戴由组委会统一制作的标志。

3.选手在竞赛考核期间不可以相互提示或交换意见，答题或演讲

表述清晰、简短有力、切勿超时。

4.请自觉维护现场秩序，配合主持人工作、尊重评委的评判结果。

答题和演讲环节，现场请保持安静。



第二部分 个人主题演讲考核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规则 得分

1 演讲题目 10

是否准确理解演讲主题和考核要求，

是否与演讲内容相匹配并且有较强

的吸引力等

2 从业感悟 15
选手职业生源中在个人学习、从业经

历以及职业成长中的感悟和思考

3 演讲技巧 15

选手着装、形象、礼仪、声音、眼神、

语言表达、时间控制与观众评委互动

情况等

4 演讲内容 40

整体结构设计、逻辑性、层次感，对

演讲主题理解精准程度和演讲内容

解读的流畅性，思考问题的广度与深

度，提出观点和对策的真实性与可行

性，现场演讲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5 创新思考 20

对演讲题目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观点

和见解，是否能站在行业高度，结合

新时期行业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

对问题有更多的扩展性阐述和创新

思考，并提出解决对策。

合计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