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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部分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响应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4项“优质教育”和第8项“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T/CCPITCSC XXX—XXXX 

1 

管理咨询师职业能力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管理咨询师的等级划分与判定依据、能力模型和要素，以及能力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内部及第三方管理咨询机构（不包含体育、文化艺术和语言类咨询）从事管理咨

询活动的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含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B/T 11222-2018  管理咨询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管理咨询师 management consultant  

掌握并运用现代管理咨询理念和方法，承接管理咨询项目，设计、制定、实施管理咨询方案，并从

事辅导、培训和服务活动的人员。 
注：由于管理咨询项目需求与目标的差异化与定制化特性，在管理咨询项目实施过程中也会以顾问（consultant）、

教练（coach）、辅导师/导师（mentor）、托管师（Trusteeship Division）等身份带领团队完成管理咨询项

目。 

4 等级划分与判定依据 

管理咨询师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初级管理咨询师、中级管理咨询师、高级管理咨询师三个等级，各

等级管理咨询师要求见表1，其中高级别包含低级别要求。 

表 1  管理咨询师等级要求 

等  级 要  求 

初级管理咨询师 

能够独立且高质量完成管理咨询项目的部分工作以及与此项工作相关的访谈沟通、调

研分析、文件撰写、课件制作以及落地实施等工作，具备与之相适应的逻辑分析、语

言表达、文案撰写、辅导培训、课堂展示能力，掌握一定的管理咨询方法论和实施技

巧。 

中级管理咨询师 

能够独立且高质量带领管理咨询团队完成管理咨询项目的整体设计、计划制定、方案

撰写以及落地辅导等系统化管理咨询工作，具备与之相适应的逻辑分析、语言表达、

文案撰写、辅导培训、课堂展示、课堂掌控、项目管理及评估能力。 

高级管理咨询师 

能够完成从管理咨询项目到管理咨询方法论的升级迭代，从实践经验到理论模型的萃

取与开发，掌握相关理论、技巧、方法，具备一定的行业影响力以及托管能力，成为

企业以及企业领导的专业导师。 

 

 

http://www.baidu.com/link?url=58FXnHMO_FDlTX_edLpLbxjED5u5CnIzqeBGYOqqkwWjr_Bv3olXsCyOuobti9orJjJgWeS0FkQL3ACSVCvEoTvh9G0elFj7W-T8hw53r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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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力模型和要素 

5.1 能力模型 

能力模型涵盖知识、经验、技能和技巧四个维度，管理咨询师能力模型见图 1。 

图 1  管理咨询师能力模型 

5.2 能力要素 

管理咨询师能力要素见表 2。 

表 2  管理咨询师能力要素 

 

6 能力要求 

6.1 知识要求 

知识要求涵盖合规知识、通用知识和行业知识三部分，具体内容见表 3。 

表 3  知识要求 

合规知识 职业道德 
合法开展管理咨询服务与研发等工作，对管理咨询工作有正确的理解与认知，

关注职业形象，维护职业信誉。 

要  素 说  明 

知识 

合规知识 指管理咨询师应当具备或掌握的职业道德常识、政策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 

通用知识 
指管理咨询师应当具备或掌握的通用知识，主要包括贯穿整体管理咨询项目的基本理

论与知识。 

行业知识 
指管理咨询师为完成管理咨询项目所必备的知识，主要包括与相应管理咨询领域、需求

或目标要求相适应的理论知识与方法。 

经验 
工作资质 指管理咨询师所取得的相关管理咨询执业资质。 

工作年限 指管理咨询师从事管理咨询工作所积累的工作时长或年限。 

技能 指管理咨询师为完成管理咨询项目并达到相应效果，所应当具备或掌握的技术和方法。 

技巧 
指管理咨询师为完成管理咨询项目并达到相应效果，所应当具备或掌握的操作方式和

能力。 

知识 经验

技能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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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了解行业相关政策要求，主要包括管理咨询行

业发展趋势、政策导向以及行业标准与服务规范等内容。 

通用知识 

从事管理咨询工作所应当掌握的基础知识，根据具体咨询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企

业运营原理、战略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经济学、心理学、商务

管理、信息技术、礼仪、萃取技术以及最新/前沿的管理理论研究成果等内容。 

行业知识 从事管理咨询工作所应当掌握或了解的具有行业特征或特性的相关知识。 

 

6.2 经验要求 

6.2.1 初级管理咨询师 

初级管理咨询师的学历、资质与工作经验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相关专业管理咨询工作经验 5年及以上； 

——参加管理咨询师相关职业技能培训、认证课程与实践工作，并取得相关证书。 

6.2.2 中级管理咨询师 

中级管理咨询师的学历、资质与工作经验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相关专业管理咨询工作经验 8年及以上； 

——取得初级管理咨询师资质后，连续从事管理咨询工作 3年（含）以上。 

6.2.3 高级管理咨询师 

高级管理咨询师的学历、资质与工作经验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相关专业管理咨询工作经验 10年及以上； 

——取得中级管理咨询师资质后，连续从事管理咨询工作 5年（含）以上。 

6.3 技能要求 

6.3.1 总体原则 

本文件对初级管理咨询师、中级管理咨询师、高级管理咨询师的技能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包含低

级别的要求。 

6.3.2 初级管理咨询师 

初级管理咨询师应掌握表 4所列技能。 

表 4  初级管理咨询师职业技能要求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1.业务洽谈 

1.1 能够基本了解客户的相关咨询需求与对项目目标的要求； 

1.2 能够基本理解客户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并整理成文； 

1.3 对客户所提出的部分问题，能够正面且简要进行回答。 

2.现状诊断 

2.1 能够编制《访谈计划表》，并与客户共同确认，且完成邀约与其他筹备工作； 

2.2 能够编制《访谈提纲》，并按照提纲所列顺序开展访谈工作； 

2.3 能够理解受邀对象所阐述的相关内容，并整理《访谈记录单》； 

2.4 能够编制并使用《企业观察单》，并做基本整理与分析； 

2.5 掌握“企业运营原理”的相关知识，能够承担《诊断报告》的部分编制与分

析工作。 

3.方案设计 

3.1 能使用逻辑分析方法与管理咨询模型，并能够对相关内容做准确展示； 

3.2 掌握方案框架的搭建方法，并能够对方案框架的搭建逻辑做准确阐述； 

3.3 具备运营思路与角度，能够站在企业的运营层面来审视项目内容以及方案可

行性； 

3.4 掌握报告、方案等文体的撰写方法，能够承担总体方案以及相关成果文件的

部分编制与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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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指导 

4.1 能够编制《实施计划》/《辅导计划》，并与客户确认，且完成实施推进的相

关筹备工作； 

4.2 能够理解客户在实施指导过程中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并整理成文，做基本分

析； 

4.3 能够编制在实施指导过程中所需要的培训课件； 

4.4 解读与现场展示后，及时收集客户反馈，整理成文，做基本分析。 

5.项目评估 

5.1 掌握项目满意度调研方法，编制相应表单，准确收集客户对于项目的最终评

价或意见； 

5.2 掌握项目评估方法，能够运用有效维度或模型对项目结果、质量、满意度等

层面进行优劣分析。 

6.项目总结 

6.1 掌握项目总结方法，对所负责的部分成果内容做总结提炼，说明经验与启示

等内容； 

6.2 对所总结的内容做二次深化，能够提炼具备一定通用性或普适性的管理咨询

模板等内容。 

 

6.3.3 中级管理咨询师 

中级管理咨询师应掌握表 5所列技能。 

表 5  中级管理咨询师职业技能要求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1.业务洽谈 

1.1 能够有效倾听客户所述内容，与客户同频对接，并把握沟通的节奏与尺度； 

1.2 对于客户企业现场提出的相关问题，能够做出有效解答，并对关键逻辑与疑

难点进行解读； 

1.3 对于远程沟通的客户，能够对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解答与重点解读。 

2.现状诊断 

2.1 能够通过语言与问题，适当引导客户，把握访谈节奏； 

2.2 掌握一定的产业/行业通用性知识，能够在访谈过程中，对相关问题做出有效

回答： 

2.3 能够结合《企业观察单》进行深度分析，对于显性与隐性问题做好有效结合； 

2.4 能够搭建《诊断报告》的整体结构，并结合客户实际情况，填充相关内容； 

2.5 掌握一定的课堂掌控与展示方法，能够对《诊断报告》做全面展示与解读。 

3.方案设计 

3.1 掌握大部分管理咨询模型与相关模型的变型应用方式，能够对客户所存的某

一具体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并对方案框架做有效填充； 

3.2 能够全面负责方案设计工作，并就方案设计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管

控与调整，避免出现重大错误或失误； 

3.3 能够对方案进行现场的全面展示，并就客户对方案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有效

回答。 

4.实施指导 

4.1 能够结合辅导或者培训课件，对客户开展现场讲授或者主持研讨工作； 

4.2 能够就客户在实施指导过程中所提出的重点问题，进行方案的定向调整或润

色； 

4.3 能够对客户在实施指导过程中所提出的周边或者延伸问题，进行有效解答； 

4.4 对于客户在实施指导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错误或失误，能够及时纠正并帮助

客户止损，提出解决或者缓解建议。 

5.项目评估 

5.1 掌握项目复盘方法，能够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点成果、流程等内容进行整

理，并做优劣分析； 

5.2 能够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调整评估模型，对评估结果进行有效验证； 

5.3 能够编制《项目评估报告》，重点说明项目的质量、效果与后续维护工作的

重点内容。 

6.项目总结 

6.1 能够利用项目萃取技术，对所总结内容进行深度提炼，得出有效经验或操作

方法； 

6.2 能够编制《项目总结报告》，对其中重点问题进行描述，并提炼案例集，为

后续同类项目的操作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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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高级管理咨询师 

高级管理咨询师应掌握表 6所列技能。 

表 6  高级管理咨询师职业技能要求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1 业务洽谈 

1.1 掌握一定的业务洽谈方法，能够把握客户情绪，并保持一定的沟通节奏或跟

进频率，有效提高项目合作成功率； 

1.2 掌握一定的临场反应或应急方法，能够对客户所提出的疑难问题做灵活转化

与应答； 

1.3 对客户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在全面解答的基础上，能够作出一定程度的延伸

与辐射，揭示风险性与连带性； 

1.4 掌握一定的商务谈判方法，熟悉通用性商务条款等内容，能够现场作出有效

判断。 

2 现状诊断 

2.1 能够对诊断模型作出有效创新或定制化设计，赋能客户企业中高管团队，提

高其自我诊断能力； 

2.2 能够结合客户企业的性质、所属行业、习惯等因素的变化，有效调整《诊断

报告》的相关结构或内容，做到“一例一法”。 

3.方案设计 

3.1 能够创新模型使用方法或者提炼/调整模型维度，并给出定制化调整依据； 

3.2 掌握一定的项目质量管理方法，能够借用过程管理工具进行方案设计过程中

的质量管控； 

3.3 具备一定的资源管控与对接能力，能够在方案设计过程中，有效引入适当资

源，帮助客户解决相关问题。 

4.实施指导 

4.1 对于实施指导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能够提供解决方案，并主持方案实施或对

接适当资源完成工作； 

4.2 能够提炼/萃取实施指导过程中的有效方法或工具，为后续同类项目提供参

考。 

5.项目评估 

5.1 能够结合客户实际情况，提炼/设计评估模型或调整原有模型，对项目质量进

行全面评估； 

5.2 根据评估结果以及优劣等内容，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工具、方法、流程

作出有效调整与优化。 

6.项目总结 

6.1 能够总结/提炼管理咨询模型，并对模型的使用方式进行全面说明； 

6.2 根据《项目总结报告》以及其他成果内容，总结/提炼出同类案例的解决方案

文件搭配方式，为后续同类项目提供参考。 

 

6.4 技巧要求 

6.4.1 总体原则 

本文件对初级管理咨询师、中级管理咨询师、高级管理咨询师的技巧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包含低

级别的要求。 

6.4.2 初级管理咨询师 

初级管理咨询师应掌握表 7所列技巧。 

表 7  初级管理咨询师职业技巧要求 

职业技巧 技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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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中级管理咨询师 

中级管理咨询师应掌握表 8所列技巧。 

表 8  中级管理咨询师职业技巧要求 

职业技巧 技巧要求 

1.研发构建 

1.1 掌握一定的模型设计技巧，并结合企业、行业情况进行灵活完善； 

1.2 掌握一定的模型调整技巧，就某一维度或要素进行定制调整，完善或满足特

定功能与要求。 

2.逻辑分析 

2.1 掌握一定的逻辑解读技巧，能够对他人或者其他逻辑内容进行理解，并有效

转化； 

2.2 掌握一定的逻辑展示技巧，能够熟练运用、操作各类软件等可视化工具，使

逻辑清晰呈现。 

3.学习阅读 

3.1 掌握一定的提炼萃取技巧，能够在阅读过程中对关键内容进行及时总结与复

习； 

3.2掌握一定的总结评价技巧，适时对自身学习情况或阅读状态进行总结或评价，

适当调整相关方法。 

4.文案编辑 

4.1 掌握一定的文案润色技巧，在适当体例、文字以及结构的情况下，有效在意

思表达以及文字水平方面，进行调整； 

4.2 掌握一定的内容提炼技巧，对已编辑完成的内容进行提炼，精简容量，高效

对接。 

5.语言表达 
5.1 掌握一定的语言总结技巧，在有限时间内能够快速总结出一定容量的内容，

并通过语言的方式进行表述。 

 

6.4.4 高级管理咨询师 

高级管理咨询师应掌握表 9所列技巧。 

表 9  高级管理咨询师职业技巧要求 

职业技巧 技巧要求 

1.研发构建 

1.1 掌握一定的模型识别技巧，并结合客户实际情况甄选有效内容； 

1.2 掌握一定的模型搭配技巧，将甄选后的有效内容进行灵活搭配，并能应用于

实际场景。 

2.逻辑分析 

2.1 能够对相对较为复杂的事务进行分析，并能准确识别分析对象之间的逻辑关

联； 

2.2 掌握一定的逻辑分析技巧，并能够将分析内容通过书面进行描述。 

3.学习阅读 
3.1 掌握一定的快速阅读技巧，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获取信息与知识； 

3.2 掌握一定的快速检索技巧，能够有效搜索并获取关键信息，进行学习与熟悉。 

4.文案编辑 

4.1 掌握一定的文案撰写技巧，对体例、结构、语言等内容，能够合理编制； 

4.2 掌握一定的内容编辑技巧，能够对所需内容进行有效整理、摘取以及重新组

合。 

5.语言表达 

5.1 掌握一定的语言表达技巧，能够通过语言、声音以及逻辑结构等方式，合理

表达自身想法与情绪； 

5.2 掌握一定的语言展示技巧，能够将相关内容、成果等，用合适的口语方式呈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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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发构建 
1.1 掌握一定的模型萃取技巧，并结合产业、行业、企业进行通用性转化； 

1.2 掌握一定的模型创新技巧，并做到内部、外部、广义等层面的自洽与衔接。 

2.逻辑分析 

2.1 掌握一定的逻辑反驳技巧，能够把握逻辑断点以及缺陷进行合理辩论； 

2.2 掌握一定的逻辑提炼技巧，能够在逻辑链闭环后，对已形成的逻辑进行体系

化、系统化的提炼，形成相对固定的沟通、展示、呈现模式。 

3.学习阅读 
3.1 掌握一定的模式转化/嫁接技巧，能够将已掌握的学习技巧快速移植到新学

习内容当中，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达到“举一反三”的学习效果。 

4.文案编辑 
4.1 掌握一定的文案组合技巧，对于一些相对较为复杂的体例，能够有效将已掌

握的文案内容进行有效组合，形成具备综合特性或作用的内容。 

5.语言表达 
5.1 掌握一定的内容分类技巧，能够在有限时间内快速区分一定容量的语言内容

差别，划分层级、类别或者顺序，并通过语言的方式进行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