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会员服务体系
一、 会员服务体系架构
一） 以会员服务中心（圈子）为会员服务的基本社区
以一个个的“圈子”也就是社区为基本单元。基础圈子（社区）为 10 个专业社区（专
业委员会）和不同的行业、区域社区，专业社区专注于在某一业务领域给会员提供专业的服
务和技术支持，行业、区域社区专注于对本行业、本区域的企业和人力资源从业者提供交流
平台。任何一个符合条件的人还可以发起成立自己的圈子。
专业社区（专业委员会）：初步计划成立咨询、培训、招聘、猎头、HR 外包、E—HR、
测评、学习型组织建设、HR 技术等 9 个专业社区和 HRD 高端社区。
行业社区（行业会员中心）：金融（银行）业、通信业、林业、交通业、卫生业、制造
业等等
地方社区（地方会员中心）： 区域以地市为单元。
每个圈子都有一个的运营团队负责运营。
二）以高端引领作为会员服务的导向标
通过对行业发展的调查和研究分析，推出杂志、白皮书、调查报告、HR 指数，提出人
力资源开发奖项的评比，通过对前沿理论和最佳实践的研究、推广和表彰，以及对各种服务
标准的建立和颁布、推广，引领中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发展，为会员提供方向，引
导会员有效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能。
三）以能力提升作为会员服务的重要内容
建立成长和学习社区，通过各种学习课堂和知识管理系统有效提高学习者的个人能力和
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能力。
四）以业务帮助作为会员服务的主要功能
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通过专业性、实用性有有效性的社区服务和社区活动，有效帮助
会员解决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建立人力资源服务和产品评价体系，搭建人力资源服务和产品交易平台，
有效帮助会员
使用性价比最好的服务和产品。
五）协会及下属各服务中心分别提供不同的服务，形成有效服务网
1.总会提供的服务
各种授权、宣传；开展评选；召开年会；开展注册人力资源管理师等认证培训；提供《中国
人力资源开发》杂志、《中国人力资源白皮书》、发布人力资源指数；网站的建设、平台的
建设
2.专业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
专业性期刊、报告；专业性产品；专业性培训、论坛等活动
3.行业和地方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
行业和区域性期刊、报告；行业、区域性的培训、论坛等活动

二、会员服务内容
一）积极参与研究会企业分会各种活动的组织、发起、运营，共同建设推动社会进步和企业

发展的公益性 HR 服务平台
1.优先成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大奖评审委员会、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白皮书编委会、中国
人力资本指数编制委员会、各种人力资源标准专家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
共
同促进各种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技术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建立，
共同实现企业分会对中国人力资
源开发与管理事业的高端引领。
2.优先获得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和企业分会主办的各种活动的共同主办和承办权。
3.优先开展各种 HR 领域的专业项目合作，成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前沿实践基地。
4.优先发起和参与，共同引导专业、行业和区域、企业 HR 研究活动的开展。定期将成果报
送相关政府部门，并且为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提供建议和决策依据。
5.优先发起成立不同专业、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服务中心和俱乐部、社区，开
展各种论坛、峰会等活动。
二）获得研究会推出的荣誉和奖励
1.优先申报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等相关机构颁发的“人本中国奖”等各种荣誉、奖项、
认证。
2.优先获得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推出的为企业内部员工、研究会会员、
社会人才设立的
奖励和奖学金系统支持。
三）优先宣传和推广
1.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举办的杂志、白皮书、网站等媒体有优先发稿权和优先宣传报
道权。
2.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举办的活动、论坛等阵地有优先宣传权。
四）资源共享权
1.共同整合 HR 领域研究、师资、产品、服务资源，帮助企业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
2.优先获得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及企业分会的各种教学资源、服务资源，为企业 HR 管
理打开方便之门。
五）获得研究会提供的学术成果和信息服务
1．《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白皮书》
、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案例蓝皮书》
2．《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
3．《人力资源调查分析报告》
4.定期发布招聘指数、中国人力资本指数、高管薪酬指数等标杆数据
5.《HR 咨讯》电子刊物
六）优先、优惠参加研究会提供的 HR 培训、专业人才培养项目，提供以提升能力为主的教
学资源平台
1．优惠参加首席人才官等培训项目
2．免费参加 HR 共享讲堂
3．其他研究会推出的专业培训项目
七）优先参加研究会及分会、服务中心举办的系列活动：
1.优先参加各种专业的俱乐部、社区，并参加相关社区活动；
2.优惠参加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年会等各种大型论坛及活动；
3.优先参加研究会组织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三、会员类别及享受的服务权限
一） 个人会员
1. 免费或优惠参加研究会及各会员服务中心组织的培训及其他活动

2. 优惠获得各专业服务中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3. 参评个人相关奖项的资格
4. 获得相关奖励支持的资格
二）团体会员
1. 获得研究会推出的荣誉和奖励
2.优先获得各种资源
3. 获得研究会提供的学术成果和信息服务
4. 优先、优惠参加研究会提供的 HR 培训、专业人才培养项目
5. 优先参加研究会及分会、服务中心举办的系列活动
三）理事会成员单位会员
1. 积极参与研究会企业分会各种活动的组织、发起、运营
2. 在研究会的媒体、活动中有优先宣传和推广权
3.享受团队会员享受的各种服务
四）会费
个人会员基本会费：500 元年
企业会员：5000 元年
理事单位：20000 元年
常务理事单位：50000 元年
副会长单位：80000 元年
五）企业会员会费包含的产品和服务
1.信息咨询服务：
a.《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白皮书》或其他专业服务中心的白皮书，仅限一种；
b.《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或其他专业服务中心的杂志，仅限一种；
c.《人力资源调查分析报告》或其他专业报告，每季度一次；
d.《HR 咨讯》电子刊物或其他专业服务中心的资讯类刊物， 每月一期；
2.培训咨询服务：
a.企业 HR 案例大讲堂（光碟） 每月一期；
b.免费培训一次；
c.人才在线网上学习系统；
d.优惠参加各种认证；
e.享受联盟成员的优惠培训价格；
3.工具运用服务：
a.HR 最新工具（光盘）
b.测评软件
4.系列活动：
a.免费参加各种公益论坛及活动；
b.优惠参加各种收费论坛及活动；
c.优惠参加每年一次人力资源峰会；
5.年度评比：
a.优先参加人力资源各类评比；
b.优先获得奖励系统支持；
5.商业联盟：
享受商业联盟优惠

四、服务服务的开展

会员交纳会费，成为正式会员，享受总会提供的免费产品和免费服务及其他总会提供的服务，
同时按服务中心的规则优惠享受各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员常规性服务

第一章

个人会员服务

由研究会颁发《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员证书及会员徽章；拥有选择权、被
授予荣誉
选举权，监督权和表决权；
1.个人会员可免费获赠会员电子月刊；
2.免费赠送《会员通讯》
，每月更新；

信息服务

4.免费优先加入“HR 精英人才库”,优先选入中国 HR 优秀人才档案；

普
通
个
人
1.优先参加研究会的各种活动和项目，并可得到部分减免费用的优惠；

会
员

管理培训
3.8 折优惠参加由本中心与其它机构联合举办的公开课；

1.以会员价格参加本中心举办的各种人力资源专题研讨会、论坛、
沙龙及观摩等活
动；
交流合作
2.邀请参加研究会定期举办的会员代表大会；
3.邀请参加研究会每年在京举办的年会
除了可 以
理

享受“ 普

事

通会员 服
务”所 有

1.免费参加本中心举办的主题论坛和研讨会活动；
2.免费获得一年的人力资源管理权威杂志《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一套；

4.8 折优惠参加由本中心与其它机构联合举办的公开课；

服务内 容

5.免费参加评选“人力资源开发优秀成果奖”；

外，还 可

6.有资格被选为活动（沙龙、论坛、研讨会、培训课）嘉宾或主持；

以享受 以

7.经审核后可被聘为本会特约咨询顾问或讲师。

右服务：
除了可 以

1.免费参加本中心举办的主题论坛和研讨会活动；

享受“ 理
常

事服务 ”

务

所有服 务

理

内容外 ，

事

还可以 享

3.7 折优惠参加由本中心与其它机构联合举办的公开课；

5.参加认证培训享受 7 折优惠；

受以右 服
务：
除了可以

1.免费参加本中心举办的主题论坛和研讨会活动；

享受“常

2.经理事会投票表决可被聘为本会高级咨询顾问或讲师并下聘书；

副

务理事服

3.在会员单位有内训或咨询需求时，优先推荐；

会

务”所有

4.作为特邀嘉宾出席研究会年会及各种专题研讨会；

长

服务内容
外，还可
以享受：

第二章

单位会员服务

1.授予入会单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员单位”铜牌一面及相关证书；
授予荣誉
会

2.第一负责人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和表决权；

员

1.向会员单位免费赠阅一套由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印刷出版的《中国人力资

单

源开发》杂志；
信息服务

位

2.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及研究会网站上向国内外介绍会员单位；
3.在研究会网站、各项目网站、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上为会员单位设立宣传

窗口，刊登企业简介、项目合作信息，并做链接；

1.赠送 1 个 VIP 会员服务（免费参加研究会的主题论坛和研讨会的人次改为 20 人
次，其它参照 VIP 会员服务优惠执行）；
2.赠送 5 名个人会员注册资格，并免交服务费用；

5.免费获得一人次的 CHRD 的中国注册人力资源管理师认证培训或三人次CHRD 的
管理培训

培训师的认证培训（两者选择其中一种）
；

8.可优先进行人力资源职业资格认证和企业内培训工作；
9.可向企业推荐和联系内训老师；
10.优惠获得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才测评、员工诚信调查、企业文化、企业战略、
流程管理、企业内训等咨询服务项目

2.1 人次免费参加人力资源高峰论坛；
交流合作
3.以会员价格参加由本研究会组织的参观知名企业的活动；
4.以优惠价格参加本研究会组织的境内外游学活动；
1.授予入会单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理事单位”牌匾及证书；
授予荣誉

2.单位第一负责人获得研究会理事的荣誉和社会交往的身份；
3.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和表决权；

理
1.向理事单位会员免费赠阅两套由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印刷出版的《中国人
事
力资源开发》杂志
单
2.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及研究会网站上向国内外展示理事会员单位形象，
免费
位

信息服务
帮助企业寻访中高级管理人才；
3.在研究会网站、下属各项目网站、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上为会员单位设立
宣传窗口，刊登企业简介、项目合作信息，并做链接；

1.积极组织调研，并开展人力资源科研活动，积极为政府制定人力资源政策献言献
政府、企
业公关

策；
2.符合条件的理事可申请理事会高级别职务，有权参与组织研究会、政府、企业联
合发起的区域性或全国性项目的建设；
1.赠送 1 个 VIP 会员服务（免费参加研究会的主题论坛和研讨会的人次改为 40 人
次，其它参照 VIP 会员服务优惠执行）；
2.赠送 10 名个人会员注册资格，并免交服务费用；

5.理事会员单位员工参加由本中心独家主办的公开培训课程可享受 5 折优惠；
6.理事会员单位员工参加由本中心与其它机构联合举办的公开课可享受6 折优惠；
管理培训

10.可优先进行人力资源职业资格认证和企业内培训工作；
11.可向企业推荐或联系内训老师；
12.优惠获得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才测评、员工诚信调查、企业文化、企业战略、
流程管理、企业内训等咨询服务项目；

2.免费参加人力资源高峰论坛；
3.以会员价格参加由本研究会组织的参观知名企业的活动；
交流合作

4.以优惠价格参加本研究会组织的境内外游学活动；
5.组织研究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以研究会领导身份代表中国人力资源界率企业
代表团随国家级代表团出国进行商务考察及访问活动；
6.协调办理理事会成员企业领导的出国手续。

常

除了可 以

务

享受“ 理

理

事单位 ”

1.免费获得由本会颁发的“常务理事会员”精制牌匾及证书，单位第一负责人获
得研究会常务理事的荣誉和社会交往的身份；
2．赠送 1 个 VIP 会员服务（参加主题论坛和研讨会的免费人次增至 100 人次；其

事

所有服 务 它参照 VIP 会员服务优惠执行）
；

单

内容外 ，

位

还可以 享

4.免费参加人力资源高峰论坛；

受如右 服

5.积极组织地区性、行业性的研究、活动；

务

6.领导所在行业的人力资源工作的发展；
7.参与组织全国性大型活动；
8.参与研究会重大课题研究；
9.推动所在地区、所在行业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事业的发展。

除了可以
享受“常
务理事单
位”所有
副

服务内容

会

外，还可

长

以享受：

1.免费获得由本会颁发的“副会长单位”精制牌匾及证书，单位第一负责人获得
研究会副会长的荣誉和社会交往的身份
2.利用研究会的资源从事相关活动。副会长单位可以代表研究会，
代表研究会做活
动组织者。
3.副会长单位可以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封面封底上做形象宣传；可以在研
究会网站及项目网站上免费展示一个月；

单
位

6、学习达标后，授予“中国（全球）学习型实验室基地”、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服
务、开发示范单位、
“中国优秀企业大学”等荣誉称号；
7.组织、指导、监督管理并代表研究会出席国际国内大型学术、管理交流活动；
8.组织所在行业，所在地域的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组织评议、表彰和推广工作；
9.组织引导全国性人力资源开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