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能股份 2021 年度供应商管理协同改善计划之 

职业经理人团队综合管理水平评价 

评价方法与结果应用方案 

【评价目的】 

为提高采购与供应链的协同能力和合作效率，与供应商企业共同

提质、增效、促发展，瑞能股份将于 2021 年度启动供应商管理协同

改善计划之职业经理人综合管理能力水平评价。  

【委托评价机构】 

一、 委托评价机构 1：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国际职业经理人服

务中心 

    由哈工大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共建，以全日制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

为主、非全日制教育为辅，是首所进驻深圳招收本科生的中国九校联

盟（C9）成员、国家“985 工程”建设高校和“双一流”建设 A 类高

校。继续教育工作一直以来是哈工大（深圳）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途径。目前结合企业的人才培养和发展需求，哈工大继续教

育学院已经开发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前沿性的教育和培训

项目。 

二、 委托评价机构 2：深圳市职业经理人发展研究会 

2014 年成立，成立后致力于搭建职业经理人服务平台，推进职

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民办非营利组织。研究会充分整合职业经理人、

研究专家、企业家三方力量，致力于开发职业经理人胜任力模型，推



动职业经理人能力建设，开展职业经理人能力评价、能力培训、能力

盘点等服务。促进深圳职业经理人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标准化、

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 

【评价安排】 

1、  强制参加评价企业： 

 与瑞能已开展合作 2 年及以上的供应商企业必须组织企业的职业

经理人团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评价，本评价结果将作为供应商年

度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 

2、  自主选择参加评价企业： 

 未与瑞能开展合作或者合作周期在 2 年以内的，可以自主选择是否

参加评价，完成评价后瑞能将优先开展采购相关合作； 

【评价对象】企业职业经理人团队，其中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

总监、经理和主管，均需参加评价； 

【评价时间】 

1. 企业预约评价时间：3 月 15 日-3 月 31 日，致电委托评价机构，

机构将根据企业的预约时间进行专家团队的评价行程和评价模式

安排； 

2. 专家团队评价执行时间： 4 月 1 日-5 月 20 日，专家团队根据预

约时间，安排企业评价的时间； 

3. 机构撰写和反馈评价报告时间：5 月 20 日-6 月 1 日，根据评价

过程和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提交综合评价报告至瑞能的时间。 

【评价内容与模式】 



一、 评价模块： 

评价采用“知识+能力+宜居力”三维一体的评价模式，知识是指

职业经理人具备的工商管理知识水平评价，管理分别是指综合管理能

力评价和企业运营能力评价，宜居力是指职业经理人企业宜居力评

价。 

 

二、 评价内容与模式说明 

（一）工商管理知识水平评价 

1、 内容说明：依据管理学科工商管理知识规划，结合职业经理人

应具备的管理知识、管理工具、管理问题解决理论依据，设计

管理知识水平测试题，开展评价； 

2、 评价模式：在线考试 

3、 题型和题量：30~50 题； 

4、 答题时间：20 分钟~30 分钟 

5、 其他说明：本工商管理知识水平考试，开展 3 次线上考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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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分； 

（二）团队管理能力评价 

1、内容说明：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能力评价一般从四个维度，八个

胜任力素质项开展评价，四个维度和八个胜任力素质项说明如下： 

维度 胜任力素质项 描述与说明 

维度 1 

管理自我 

成就导向 

自己及所管理的组织设立目标、提高工作效率和绩效的动机

与愿望 

学习创新 学习意愿、学习能力、学以致用和创新意识 

维度 2 

管理他人 

部属培育 

给下属提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当下属遇到困难时给予安慰

和鼓励，通过各种指示、建议或其他指导方式培养下属 

沟通反馈 有效表达、用心倾听、积极反馈、冲突解决 

维度 3 

管理任务 

部门协调 

具备内部客户服务意识、对部门之间的协作有效响应、持续

共赢 

计划执行 计划制定、时间管理、执行能力、结果导向 

维度 4 

管理团队 

团队管理 团队合作、团队文化、有效激励和下属满意度 

非职务影响力 

非权力性影响力，由管理干部品德修养、知识水平、生活态

度、情感魅力以及自己的工作实绩和表率作用等素质和行为

所形成 

2、 评价模式：在线评价 

3、 题型和题量： 90 题以内 

4、 答题时间：30 分钟~40 分钟 



5、 其他说明：开展 1 次线上测评，进行评价数据综合分析。 

（三）企业运营能力评价 

1、 内容说明：通过运用现代管理沙盘教学方法，了解管理者的战略

管理思想和理性决策意识，评价管理者分析环境、洞察市场、把握机

会、制定战略、确立优势、改进绩效、提高效率、正确决策的能力。 

2、 评价模式：线下模拟经营评价 

沙盘专家模拟和设置企业经营虚拟场景，企业参加评价的职业经

理人分成若干团队，每个团队都要面对激烈动荡的市场环境，制定适

应性发展战略，做出一系列的经营管理决策。同时在高强度的市场竞

争中，模拟公司将遭遇各种各样的危机、约束、压力和挑战。职业经

理人在经历模拟企业 4-5 年市场竞争的成功与失败过程中，同时会培

养战略管理视角，领会经营决策的复杂性，深刻理解企业经营之艰难

与不易。 

3、 题型和题量：4-5 年的企业模拟运营和竞争 

4、 评价时间：9 小时 

5、 其他说明： 根据企业模拟运营的财务结果（收入、成本和利润指

标），进行职业经理人企业运营能力的综合分析。 

（四）职业经理人企业宜居力评价 

1、 内容说明：企业所有的管理活动和管理制度都是服务于企业的利

润和绩效，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人，组织的活性和组织活力强弱

由企业全体员工，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决定。本评价旨在了解职业经理

人对企业管理的文化、战略、制度、流程和福利的综合水平评价，然



后通过专业、科学的数据统计和分析，真实的了解职业经理人在企业

生存的平台基础和职业发展空间。 

2、 调研模式：在线调研 

3、 题型和题量： 30 题以内 

4、 答题时间：20 分钟~30 分钟 

5、 其他说明：开展 1 次线上测评，进行评价数据综合分析。 

【评价流程说明】 

一、 联系委托评价机构预约评价时间：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联系人：辛宗应老师 

联系电话：0755-83167360   13823391594    

2、 深圳市职业经理人发展研究会 

联系人：韦峰老师 

联系电话：0755-83074682   13352989655   

二、 填写评价相关企业资料，提交至委托评价机构； 

三、 委托评价机构确认评价时间安排并回复企业； 

四、 签署评价服务合同，支付评价相关费用； 

五、 企业根据委托评价机构流程指引，开展评价； 

六、 委托评价机构根据评价结果开展综合分析，提交综合分析报告至

瑞能采购部； 

七、 瑞能公示 2021 年度供应商职业经理人团队综合管理水平评价结

果； 



八、 瑞能采购部引用职业经理人团队综合管理水平评价结果，计入供

应商综合评价。 

【服务费用】 

一、 企业独立专班开展评价 

 职业经理人团队在 25 人以上，45 人以下的企业，需要独立开展

评价，线上评价及报告分析费用：1.5 万元/企业，线下企业运营

能力评价及报告分析费用 3 万元/企业，共计 4.5 万元/企业。其

中特别说明职业经理人团队超过 45 人的企业需要分批开展评价。 

二、 机构安排集中评价 

  职业经理人团队在 25 人以下，将安排多家企业合并集中开展评价

（每次 2 家~3 家企业合并集中评价，评价地点统一安排在哈工大

校区），线上评价及报告分析费用：1.5 万元/企业，线下企业运

营能力评价及报告分析费用 1.5 万元/企业，共计 3 万元/企业。 

【评价结果与应用】 

一、 评价结果计算方法 

评价模块 权重占比 

工商管理知识水平评价 20% 

综合管理能力评价 20% 

企业运营能力评价 50% 

企业宜居力评价 10% 

二、 评价适用范围 

供应商类型 评价应用 指标权重占比 



新供应商评价 

“职业经理人团队综合管理水平评价”

为年度评价的其中一个评价指标 

15%-20% 

合格供应商评价 

“职业经理人团队综合管理水平评价” 

为年度评价的其中一个评价指标 

10%-15% 

供应商管理级别晋级 

“职业经理人团队综合管理水平评价” 

为年度评价的其中一个评价指标 

20%-30% 

供应商管理改善 

“职业经理人团队综合管理水平评价” 

作为合格供方质素提升的单个培育项 

100% 

 供应商管理改善说明：合格供应商合作绩效（质量、交期、周期、

价格稳定性、服务等）连续下降，或出现重大合作事故或隐患，

需警示、整改、提升； 

三、 评价结果等级分布（试行方案） 

评价结果等级 等级分布 

A+ 10% 

A 20% 

B 30% 

C  30% 

D 10% 

四、 评价结果应用（试行方案） 

供应商评价等级 供应商权益 

A+ 

1) 付款周期：缩短 1 个月（比原付款周期缩短 15%-20%） 

2) 采购量：提升 10%-20% 



3) 付款形式：优先采用非承兑汇报付款模式 

4) 首选权：同品类多个供应商时首选 

5) 战略伙伴：共同制定品类及合作额度 

6) 活动参与权：供应商交流活动首先参与 

A 

1) 付款周期：缩短 15 天（比原付款周期缩短 10-15%） 

2) 采购量：提升 5%-10% 

3) 优选权：同品类多个供应商时优选 

4) 活动参与权：供应商交流活动优先参与 

B 不变 

C 

1) 付款周期：延长 1 个月 

2) 采购量：降低 30% 

D 考察期 6 个月，进行管理辅导和改善后，重新评价 

五、 评价结果有效期（试行方案） 

1、 A+和 A 等级评价结果 2 年内有效，第三方评价机构根据企业要求

安排年度抽查型复核； 

2、 B 和 C 等级评价结果 1 年内有效，可根据管理辅导和改善情况，

进行复评； 

3、 D 等级评价结果的供应商，提供 6 个月的考察期，进行管理辅导

和改善后，重新评价； 

【咨询与服务】 

1、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联系人：辛宗应老师 



 联系电话：0755-83167360   13823391594    

2、 深圳市职业经理人发展研究会 

 联系人：韦峰老师 

 联系电话：0755-83074682   13352989655   

3、 瑞能股份 

 联系人：孔明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