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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中心经理资格认证 (CSM) 

考试说明大纲 
 

CSM 招生和管理委员会 (CSM Admissions & Governing Committee) 是由行业专家组成的代表小组，拥有全球实践经

验，负责按照行业标准的心理测量学实践，以及由美国心理学协会 (APA)、美国教育学研究学会 (AERA) 和美国国家

教育测量学会 (NCME) 共同出版的《教育与心理测试标准》为依照，监督 CSM 内容规范和 CSM 考试的定期更新情

况。由于 CSM 考试试题是在广延针对合资格 CSM 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广延行业研究指导下编写而

成。而且，CSM 招生和管理委员会 (CSM Admissions & Governing Committee) 已针对需要考核评估的相

关内容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监督调查。因此它可以为资格证书考试及相关的教育计划，提供有效和可靠的基础

（如适用，也包括相关知识子领域的基础）。对应评估内容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调查后，确定了 141 种必备技能

类别。这些技能分为 11个知识领域，各占一定比例（权重），以此确保 CSM 考试可以合理地选录对零售房地产行

业从事购物中心管理专业人员需具备的知识与技能的考核。 

 

CSM 知识领域  

领域 1. 所有权、资产管理和类型 (6%) 

领域 2. 会计、财务和财务报告 (10%) 

领域 3. 法务与租约管理 (12%) 

领域 4. 开发与再开发 (6%) 

领域 5. 零售 (6%) 

领域 6. 长期租赁 (10%) 

领域 7. 短期租赁和其他收入 (10%) 

领域 8. 运营、设备管理和可持续性 (22%) 

领域 9. 市场营销与调研 (8%) 

领域 10. 风险管理与保险 (5%) 

领域 11. 人力资源管理 (5%) 

 

CSM 考试内容大纲 

领域 1. 所有权、资产管理

和类型 (6%) 

1.1 所有权结构（例如：公有和私有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s)、机构、合资、合伙

制、有限责任公司 (LLC)）   

1.2 所有权目的（例如：长期或短期持有和再开发）  

1.3 资产管理（例如:功能、责任、商业计划、资本规划和预算） 

1.4 业绩指标和市场评估    

1.5 估值、收购与处置（例如:成本法、市场比较法、收益法、尽职调查和物业管理

交接）  

1.6 零售房地产资产分类（例如：综合体、品牌折扣店“奥莱”、区域型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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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型购物中心、邻里中心、能量中心、生活休闲中心和单租户物业） 

 

领域 2. 会计、金融和财务

报告 (10%) 

2.1 投资回报率 (ROI) 和内部收益率 (IRR) 

2.2 净现值 (NPV) （例如：概念和应用） 

2.3 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例如：发行、建设项目和再融资） 

2.4 资产负债表（例如：资产、负债、股东权益） 

2.5 损益表（例如：收入与支出、净营运收入 (NOI)、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营运现金流 (FFO) 和净现金流） 

 2.5.1 债务清偿（例如：按揭摊销、本金与利息和抵押） 

2.6 回收程序、资产追回（例如：坏账准备金、销账、托收服务、租赁和租户营业额

审计） 

2.7 现金管理（例如：零用现金、支票处理、有形存款、电子处理应付账款和应收

账款、账目调节和礼券） 

2.8 房地产征税估值（例如：厘计税率（税率）、估价和竞争策略） 

2.9 模拟测算（例如：目的、准备、比较） 

2.10 预算、预测和差异报告 

2.11 内部控制、实施和内部审计 

2.12 权责发生制会计与现金流动制会计   

 

领域 3. 法务和租约管理 

(12%) 

3.1 租约 

3.1.1 租约归属和分租 

3.1.2 法律实体（例如：企业、合伙制和私人担保人） 

3.1.3 其他标准规定与附件（例如：不可抗力、许可使用和工程证据） 

3.2 租赁管理 

3.2.1 解释租赁条款（例如：租赁终止、限制条件、提前终止权、共同租赁、总

收入、排他权、保密权、行使权、延期和租赁开始日） 

3.2.2 执行流程与租赁条款（例如：对通知的要求、补救期、公共区的使用、违

约和收回程序）  

3.2.3 固定与按比例分摊费用（例如：能耗、暖气设备、暖通空調 (HVAC)、垃圾

清理、公共区域维护 (CAM)、房产税 (RET) 退税与付款通知）  

3.2.3.1 按比例计算租户分担额（例如：可出租总面积 (GLA)、已租赁和占

用总面积 (GLOA)、已租赁面积、排除和公共区域维护 (CAM) 费用分摊）  

3.2.3.2 毛租赁与净租约 

3.2.3.3 调节方法（例如：CAM 或房产税清算、上限、冲销和年终调整）  

3.2.4 租金调整（例如：租金重组、递增租金、提成租金、指数调整法/消费者物

价指数 (CPI)） 

3.2.5 基本租金与提成租金（例如：用提成租金代替基本租金、自然临界点与人

为临界点） 

3.3 法律 

3.3.1 破产法与补救措施 

3.3.2 公众进出与工会进出 

3.3.3 留置权和留置权豁免 

3.3.4 协议解释与后果（例如：互惠地役权协议 (REA)；建设、营运和互惠地役

权协议 (COREA)；条件、契约和限制 (CCR)；营运契约、禁止翻供、从属

地位、非干扰和转让 (SNDA)） 

3.3.5 注册代理人和法律告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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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4. 开发与再开发 

(6%) 

4.1 公有-私有开发援助（例如：税收增额融资 (TIF)、行政区、城市如何利用它

们、公共改良和退税等其他公共经济激励措施） 

4.2 分区与地方政府的要求（例如：停车空间比例、噪声污染和光污染） 

4.3 可持续性设计、建筑与运营（例如：绿色建筑、节能节水、资源与材料、室内环

境质量、可持续性场地、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 (LEED) 和建筑研究规定的环境

评估方法 (BREEAM) 

4.4 再开发机会（例如：整修与扩展、对运营和收入的影响、商品组合） 

4.5 周边物业与土地租赁 

 

领域 5. 零售 (6%) 5.1 零售商财务报表和指标（例如：资金资产、商业计划、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

润率、毛利润、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债务对自有资本比率） 

5.2 零售概念和术语（例如：防损、损耗、账面盘存、库存周转、库存单位、客户关

系管理 (CRM)、加价、减价、补货计划、视觉营销和买家转化率） 

5.3 商品分类（例如：服装、饰品、鞋包、珠宝、礼品、家居用品、电子产品、包装

食品和餐饮服务） 

5.4 零售店类型（例如：百货商店、大规模零售、专业零售） 

5.5 零售商所有权结构（例如：个体户、特许经营、授权经营、上市、私营、地区连

锁、全国连锁和全球连锁） 

5.6 全渠道零售（例如：电子商务、互联网、导购手册、智能手机和电视直销） 

5.7 业绩优化与评估（例如：分类、商店设计、库存水平、服务水平、价格水平和定

位） 

 

领域 6. 长期租赁 (10%) 6.1 市场租金发展（例如：规模、空间、位置和市场压力） 

6.2 租金构成  

6.2.1 分析租售比（租赁房屋占用成本占营业额的百分比） 

6.2.2 构成（例如：有效租金、基本租金、公共区域管理 (CAM)、房产税、保

险、营销费用和公共费用导致的额外租金） 

6.3 销售报告和分析（例如：每平方英尺销售额、可比类别范围的同店销售额） 

6.4 租户组合（例如：需求、市场缺口、机遇） 

6.5 挖掘长期租户（例如：竞争分析、文献研究、实地视察、电话拜访和可交易的活

动） 

6.6 租户激励措施（例如：租户补贴/业主负责工程） 

6.7 租赁成本（例如：法律文件、经纪人/租户代表） 

 

领域 7. 短期租赁和其他收

入 (10%) 

7.1.  短期租赁协议  

7.2. 收入来源  

7.2.1. 零售（例如：零售促销展台 (RMU)、“岛柜”、临时铺面、贩卖机） 

7.2.2. 非零售（例如：广告、赞助、屋顶标牌和活动） 

7.3. 制定收费（短期的“租金”）  

7.4. 挖掘短期租户  

7.4.1. 审核零售商的经营资格 

7.4.2. 商务谈判 

7.4.3. 对长期租户零售销售额的影响 

7.5. 短期租赁转化为长期租赁（例如：培育） 

7.6. 公共区域的限制与约束  

7.7. 视觉呈现 

7.8. 获得赞助、广告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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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8. 运营、设施管理和

可持续性 (22%) 

8.1 租户协调/施工 

8.1.1 租户协调过程（例如：目标、设计标准手册、租户设计评审、进度管理、

业主负责事宜通知书和对租赁店铺的移交） 

8.1.2 建筑法规和地方政府合规性 

8.2 日常维护与预防性维护（例如：物资库存控制、成本控制和设备维护）  

8.3 合同管理    

8.3.1 合同说明、工作范畴和规定 

8.3.2 竞争性招标程序（例如：征求建议书、投标要求、截止日期、次数和最终

审核） 

8.4 审核技术图纸（例如：建筑合同图纸、施工图、竣工图）  

8.4.1 针对残疾人需求的建筑规程与标准    

8.4.2 结构性建筑系统 

8.5 实体设备作业  

8.5.1 暖通空調 (HVAC)（例如：屋顶装置、中央装置、冷却器、冷却塔和锅炉/

熔炉） 

8.5.2 屋顶/天窗  

8.5.3 火灾与生命安全系统  

8.5.4 电气  

8.5.5 水管工程  

8.5.6 室内与室外照明  

8.5.7 能源管理系统 

8.5.8 垂直运输  

8.5.9 停车场与停车结构  

8.5.10 人行道、走道与入口 

8.5.11 内部与外部景观 

8.5.12 设备（例如：车辆、通讯和办公设备） 

8.5.13 保洁 

8.5.14 信息技术（例如，计算机硬件与软件） 

8.5.15 除雪 

8.5.16 公用设备与能源效率  

8.5.17 垃圾管理（例如：回收、压缩、拖运、埋填和焚烧） 

8.6 安全/公共安全    

8.6.1 安全规划（例如：安全专员部署、出入控制、车辆巡逻、政策与程序、趋

势、专员设备与物资、公共与私人、内部员工或合同工和监控设备） 

8.6.2 统计分析与报告（例如：在购物中心内和周边范围） 

8.7 危机管理与继续运营计划（例如：与当地应急服务单位协作、启动、沟通计划）    

 

领域 9. 市场营销与调究

  (8%) 

9.1 调研（例如：交通/人流量模式、销售分析、相对吸引指数 (RDI)、邮政编码渗

透率、市场占有率、人口统计、心理学统计、拦截访问购物者、电话调查、小组

访谈、互联网、次级调研模式） 

9.2 市场营销计划为商业计划的一部分（例如：情况分析、问题与机遇、目标与目

的、策略与战略、基金筹集与预算、结果评估） 

9.3 品牌、广告和媒体  

9.3.1 数字化与社交媒体（例如：手机、短信、脸书（Facebook）、推特

（Twitter）、e-blasts和网站） 

9.3.2 关键字（例如：地域性屏障、搜索引擎优化 (SEO)、数字钱包、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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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图和点进率） 

9.3.3 品牌策略（例如：品牌故事、承诺/主张、精髓、定位） 

9.4 传统媒体 

9.4.1 实体媒体（例如：建筑标牌、宣传点 POP和宣传材料） 

9.4.2 媒体（例如：印刷物、广播、室外和直邮） 

9.5 租赁/开发的市场营销策略（例如：宣传册、广告、公共宣传、盛大开业、盛大

重新开业和其他租赁辅助方法）    

9.6 宣传与沟通（例如：社区关系、公共关系、商户关系、零售商活动、带动客流

量，社区慈善活动） 

9.7 客户服务与客户忠诚计划（例如：礼品卡、手机应用程序、数据库管理、网络展

示、激励措施） 

 

领域 10. 风险管理与保险 

(5%) 

10.1 保险覆盖范围的种类 

10.1.1 财产保险覆盖范围（例如：建筑、租赁收入/营运中断、个人财产和租户

装修） 

10.1.2 责任保险覆盖范围（例如：身体伤害、个人伤害、财产损失、商业综合

责任保险和超额责任保险）  

10.1.3 其他覆盖范围（例如：汽车、锅炉和机械、劳工赔偿、董事责任保险 

(D&O) 以及错误与遗漏保险 (E&O)） 

10.2 条款与概念（例如：代位求偿权、重置成本与实际现金价值、免受损害协定赔

偿、扩展保险条款、自愿重大医疗 (VMM) 保险、规定的数额/共同保险、建筑

法规附加险、补足 (DIC) 保险、污染危害、员工尽责与犯罪、担保和工作场所

安全） 

10.3 承保范围说明书（例如：临时保险单、保单和附加被保险人） 

10.4 保险公司审查 

10.4.1 为减少责任保险索赔制定的计划（例如：程序、安全委员会/会议和政策

合规性） 

10.5 环境问题与风险（例如：有害废物管理、清除石棉、多氯联苯 (PCBS)、氯氟化

碳 (CFC)、清除油脂、地下储罐 (UST)、霉菌、地下水污染、空气传播污染和

挥发性有机物 (VOC)） 

 

领域 11. 人事管理 (5%) 11.1 组织管理（例如：职工人数标准、职位描述和继任人计划） 

11.2 招聘、雇用、绩效管理和解雇 

11.3 报酬（例如：基本工资、奖励金、红利、薪水和福利） 

11.4 培训与发展（例如：入职培训、持续培训、特殊培训、晋升、应对骚扰的

培训） 

11.5 劳工法（例如，平等就业机会条例、工作场所中的歧视、多样性计划和吸

纳残疾人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