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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 

技能抽查考核标准 

 

一、 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汽车营销与服务        专业代码：630702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本标准针对全省范围的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明确职业技能培养

目标，搭建职业基本技能测试平台，构建职业基本技能评价指标体系，

展示并检验职业基本技能培养效果，促进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

新，实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和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标准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按照企业的操作规范独立完成，主

要考核学生在项目完成过程中的表现、操作规范、服务效果及职业素

养，全面考核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学生的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

能和跨岗位发展技能，共五个模块。 

三、考核内容 

（一）专业基本技能 

模块一 服务信息与车辆操作 

1.发动机舱目视检查 

基本要求：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①利用基本工具与方法，识别车辆的基本信息与读取发动机故障

代码； 

②利用车辆使用与维修手册查询车辆使用与维护的要求与参数； 

③向客户解说发动机舱内核心部件的名称及功能，并能进行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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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④目视检查发动机舱的技术状况（发动机的运行状况、主要油液

检查与补充、蓄电池的电量状况等）并记录。 

（2）职业素养要求 

①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管理要求。按要求做好车辆防护，启动与关闭发动机时无不当操作；

操作完毕后，做好相关用品的整理、工作场所保持清洁、及时清扫。 

②操作过程中遵守企业规范，在进行发动机运行检查时，应先确

认能安全启动；进行油、液、气等目视检查时，应先关闭发动机。 

③具有较好的礼仪、沟通与表达能力，能热情、周到地接待客户，

具有一定的创新与临场应变能力。 

2.汽车底盘目视检查 

基本要求：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①利用基本工具与方法，识别车辆的基本信息与读取底盘电控系

统的故障代码； 

②利用车辆使用与维修手册查询车辆使用与维护的要求与参数； 

③向客户解说汽车底盘核心部件的名称及功能，并能进行商务评

价； 

④按企业规范，完成汽车底盘目视检查作业项目； 

⑤熟练运用维护保养工具检查轮胎和自动变速器油液的检查。 

（2）职业素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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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管理要求。按要求做好车辆防护，无不当操作；操作完毕后，做好相

关用品的整理、工作场所保持清洁、及时清扫。 

②操作过程中遵守企业规范，在进行车辆举升与下降操作时，应

先确认车辆顶起支点可靠与周边安全；进行轮胎气压检查时，应确认

设备连接正常，以免造成安全事故。 

③具有较好的礼仪及较强的沟通与表达能力，能热情、周到地接

待客户，具有一定的创新与临场应变能力。 

3.驾乘舱设备操作与调整 

基本要求：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①利用基本工具与方法，识别车辆的基本信息与读取车身电气系

统的故障代码； 

②利用车辆使用与维修手册查询车辆使用与维护的要求与参数； 

③向客户介绍仪表板上各指示灯、仪表的功能与使用注意事项； 

④向客户解说车辆驾乘舱核心零部件（含按键）的名称及功能，

并能进行商务评价； 

⑤按规范完成驾乘舱主要设备操作与调整。 

（2）职业素养要求 

①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管理要求。按要求做好车辆防护，无不当操作；操作完毕后，做好相

关用品的整理、工作场所保持清洁、及时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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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操作过程中遵守企业规范，在启动发动机时，应先确认变速器

处于空档或停车档，并拉紧驻车制动；进行油、液、气等目视检查时，

应先关闭发动机。 

③具有较好的礼仪及较强的沟通与表达能力，能热情、周到地接

待客户，具有一定的创新与临场应变能力。 

模块二  DMS 系统操作 

1.车辆承保系统操作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在电脑上熟练使用 DMS 系统，完成对客户车辆投保单、核保单、

验车单、核保综合单等信息登记与录入。 

（2）职业素养要求 

要求考生衣着得体，品行端正，能又快又好的使用指定计算机软

件，适应临场变化，积极应对可能存在的困难。要有积极主动的工作

态度和诚信自律的职业道德。 

爱护考试场所的电脑等设备或仪器，不得用电脑做和考试无关的

事情，不得人为损坏电脑。考试完毕后， 机房凳子归位，鼠标、键

盘摆放到位，电脑显示操作系统桌面，桌上私人物品自己带走，相关

考试用品归位、工作场所保持清洁并及时清扫，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管理要求。 

2.电子商务系统操作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在电脑上熟练使用 DMS 系统，根据给定客户信息推荐客户所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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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能在 DMS 系统模拟软件上完成产品基本信息登记、需求分析、车

型对比、制订购车方案、采购订单、入库单、预约提车、出库单、交

车确认、售后回访等环节的考核。 

（2）职业素养要求 

要求考生衣着得体，品行端正，能又快又好的使用指定计算机软

件，适应临场变化，积极应对可能存在的困难。要有积极主动的工作

态度和诚信自律的职业道德。 

爱护考试场所的电脑等设备或仪器，不得用电脑做和考试无关的

事情，不得人为损坏电脑。考试完毕后， 机房凳子归位，鼠标、键

盘摆放到位，电脑显示操作系统桌面，桌上私人物品自己带走，相关

考试用品归位、工作场所保持清洁并及时清扫，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管理要求。 

3.二手车业务系统操作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在电脑上熟练使用 DMS 系统，根据给定的车辆图片信息与情境，

对车辆基本状况进行检查并记录其技术状况，并在系统上对车辆进行

综合评价，且进行估算以及完成车辆鉴定评估报告，最后在系统上，

完成二手车评估鉴定工作相关文件的归档。 

（2）职业素养要求 

要求考生衣着得体，品行端正，能又快又好的使用指定计算机软

件，适应临场变化，积极应对可能存在的困难。要有积极主动的工作

态度和诚信自律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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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考试场所的电脑等设备或仪器，不得用电脑做和考试无关的

事情，不得人为损坏电脑。考试完毕后， 机房凳子归位，鼠标、键

盘摆放到位，电脑显示操作系统桌面，桌上私人物品自己带走，相关

考试用品归位、工作场所保持清洁并及时清扫，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管理要求。 

（二）岗位核心技能 

模块三  整车销售 

1.电话与展厅接待 

基本要求：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①熟悉电话接待流程，能运用商务礼仪与服务技巧完成来电接待； 

②熟悉展厅接待流程，能运用商务礼仪与服务技巧完成展厅接待； 

③运用沟通技巧，完成客户基本信息与来访意向收集，并记录； 

④具有良好的客户关注能力与仪表规范。 

（2）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汽车销售顾问岗位基本的电话与展厅接待流程要求。电话预

约与展厅接待完毕后，相关用品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场所保持清洁并

及时清扫。 

电话预约与展厅接待过程中遵守企业规范与制度；具有较好的礼

仪及较强的沟通与表达能力；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能热情、周到地

接待客户；对客户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创新与临场应变能力。 

2.需求分析与洽谈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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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①具有较强的消费需求心理分析能力，快速分析出来访客户购买

心理与需求； 

②具备顾问式服务能力，根据不同客户需求制订相应选车方案； 

③熟悉门店内所有车型结构与性能等信息，能通过与客户交谈，

推荐满足其需求的车型； 

④具有较好的公关能力及沟通能力，能进行相同品牌车型比对分

析，快速完成谈判及处理客户异议。 

（2）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汽车销售顾问岗位基本的需求分析流程要求。需求分析与洽

谈完毕后，相关用品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场所保持清洁并及时清扫。 

需求分析与洽谈过程中遵守企业规范与制度；具有较好礼仪与形

象；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能热情、周到接待客户；具有分析客户类

型及客户心理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沟通与表达能力，快速完成商务谈

判及处理客户异议；对于一些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能从客户满意度出发，并向客户说明有关事项。 

3.车辆展示与介绍 

基本要求：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①根据需求分析中得出的客户需求与与关注点，运用六方位介绍

法和 FAB介绍法为客户展示和介绍车辆； 

②熟悉产品性能与特点，具有较强地语言表达能力，能对客户做

通俗易懂的产品说明与商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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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熟悉竞品性能与特点，能通过竞品分析后消除客户疑虑，坚定

客户购买产品的信心。 

（2）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汽车销售顾问岗位基本的车辆展示与介绍流程要求。为客户

介绍产品前应做好车辆防护，介绍完毕后，相关用品的定置和归位、

工作场所保持清洁并及时清扫。 

产品介绍过程中遵守企业规范与制度；具有较好的礼仪及较强的

沟通与表达能力；能从客户满意度出发，并向客户说明有关事项；具

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能热情、周到地接待客户；对客户突发事件，具

有一定的创新与临场应变能力。 

4.签约与新车交付 

基本要求：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①独立完成销售商谈中的条件洽谈与合同签订；  

②按程序完成交车准备与资料清点； 

③有效掌握签约成交的方法与技巧，规避成交过程的潜在风险，

制定各种协议单据； 

④引领客户做好 PDI 交车检查，完成相关文件的准备、交接和

交车确认。 

（2）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汽车销售顾问岗位的流程要求。新车交付过程中，资料的整

理与新车准备应整洁，任务完成后，相关用品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场

所保持清洁，并及时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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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与交车过程中遵守汽车销售顾问岗位的规范与制度；具有较

好的礼仪及较强的沟通与表达能力；能从客户满意度出发，并向客户

说明有关事项；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能热情、周到地接待客户；对

客户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创新与临场应变能力。 

（三）跨岗位综合技能 

模块四 汽车营销策划 

1.品牌推广策划 

基本要求：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考生利用所学的知识、技能和可能积累的经验，从品牌分析、环

境分析、消费者分析、确定推广策划方案、可行性分析 5 个方面进行

策划，并将策划思路以海报或流程图或思维导图等方式绘制在展板上； 

考生结合自己绘制的展板进行策划思路的汇报，并能正面回答评

委提问。 

（2）职业素养要求 

要求考生衣着得体，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善于

学习，适应变化，敢于突破职业思维，具备创新精神，积极应对可能

存在的困难。要有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和诚信自律的职业道德。 

现场汇报中口齿清晰、流畅，内容有条理、富逻辑性；用词准确、

恰当、有分寸；语音语调语气得当。有压力状况下思维反应敏捷；情

绪稳定，考虑问题周到。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策划方案富有时代感。 

爱护考试场所的设备、仪器等，不得人为损坏仪器设备。考试完

毕后，将展板、白板纸、POP水性笔等相关用品从新定置和归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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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场所保持清洁并及时清扫，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

扫、清洁、素养、安全) 管理要求。 

2.产品促销策划 

基本要求：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熟悉 4S 店汽车产品知识，考生利用所学的知识、技能和可能积

累的经验，进行产品促销策划；考生从活动背景分析、活动策划目的、

活动对象及主题、活动流程及组织、预算及效果评估 5个方面进行策

划，并将策划思路以海报或流程图或思维导图等方式绘制在展板上； 

考生结合自己绘制的展板进行策划思路的汇报，并能正面回答评

委提问。 

（2）职业素养要求 

要求考生衣着得体，品行端正，遵纪守则，尊重评委，自尊、自

爱、自重。 

考生需与时俱进，业务熟练，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具备创新精

神，积极应对可能存在的困难。并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维护自

身及企业品牌形象。 

现场汇报口齿清晰、流畅，内容有条理、富逻辑性；用词准确、

恰当、有分寸；语音语调语气得当。有压力状况下思维反应敏捷；情

绪稳定，考虑问题周到。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策划方案富有时代感。 

考试完毕后，能将展板、白板纸、POP水性笔等相关用品从新定

置和归位、工作场所保持清洁并及时清扫，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

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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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汽车配件管理 

1.汽车配件仓储管理 

基本要求：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①熟悉汽车系统基本配件、汽车常规保养常用件及油辅料的外观

特点； 

②熟悉汽车配件仓储原则，能根据不同配件存储要求合理的摆放

配件。 

（2）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汽车配件从业人员岗位素质要求，具有丰富的汽车基本知识。 

操作过程中遵守汽车配件从业人员工作规范与制度；配件摆放位

置合理、美观，轻拿轻放；合理安排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2.汽车配件认知 

基本要求： 

（1）技能操作与规范要求 

①熟悉汽车系统基本配件、汽车常规保养常用件及油辅料的名称

叫法； 

②熟悉汽车配件的功能，能对仓库中指定的两种配件的功能进行

描述。 

（2）职业素养要求 

遵守汽车配件从业人员工作规范与制度；具有较强的配件识别能

力及丰富的汽车结构知识；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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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标准 

 各抽查项目（不包括模块二 DMS 系统操作）的评价标准包括职

业素养与操作规范（含服务效果）两个方面，总分为 100 分。其中，

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20%，操作规范（含服务效果）占该项目总

分的 80%，成绩 60分以上评定为合格。 

五、抽考方式 

根据专业技能基本要求，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技能抽查设计了专

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和跨岗位发展技能 3 个部分共五个模块，

每个模块下设若干操作试题。抽查时，要求学生能按照相关操作规范

独立完成给定任务，并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 

1.学生抽选 

原则上由省教育厅指定各院校参与抽考的专业。如被指定的专业

与本标准界定的专业在培养定位有较大差别，可向省教育厅申请选择

其他标准参与抽考。 

参与考核学生的抽选工作由教育厅进行，名单由教育厅确定。抽

选学生的比例按抽考专业注册学生的 10%抽选，最少不低于 10 人，

最大不多于 30 人。 

2.试题抽选 

考核 

类别 
考核模块 考核项目 项目抽选 参考学生比例 模块抽选 

专业基

本技能 

模块 1：服务

信息与车辆

操作 

项目 1：发动机舱目视检查 

检录时现场

抽签 

本专业接受抽

考学生人数的

20% 

（必考模块） 
必考 

项目 2：汽车底盘目视检查 

项目 3：驾乘舱设备操作与调

整 

模块 2：DMS

系统操作 

项目 1：车险承保系统操作 

检录时现场

抽签 

本专业接受抽

考学生人数的

20%（必考模

块） 

项目 2：电子商务系统操作 

项目 3：二手车业务系统操作 

岗位核

心技能 

模块 3：整车

销售 

项目 1：电话与展厅接待 

检录时现场

抽签 

本专业接受抽

考学生人数的

60% 

 

必考 
项目 2：需求分析与洽谈 

项目 3：车辆展示与介绍 

项目 4：签约与新车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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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5：试乘试驾 

跨岗位

发展技

能 

模块 4：汽车

营销策划 

项目 1：品牌推广策划 检录时现场

抽签 本专业接收抽

考全体学生。 

抽查前由学

生自主选择

抽考模块 

项目 2：产品促销策划 

模块 5：汽车

配件管理 

项目 1：汽车配件仓储管理 检录时现场

抽签 项目 2：汽车配件识别 

 

六、附 录 

1、《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2、《全国汽车维修行业行为规范公约》； 

3、GB/T 16739.2-2004《汽车维修企业业开业条件》； 

4、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GB-T18344－2001）； 

5、JT/T 511-2004《汽车维护、检测技术规范》； 

6、JY/T 0458-2014《职业院校汽车类相关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

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