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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M 考试内容  
全球工作 

 
以下是 CSM 考试主要内容的详细提纲。该内容提纲来源于一项广泛的研究，该研究界定了合格候选

人要获得 CSM 称号所需的知识和经验，其中涵盖零售地产管理的各个学科的广泛知识。本文提供了

每项内容的权重，也就是每项内容在考试中占多大份额，供您参考。有关 CSM 考试的试题反映了这

些内容的整合。本说明由普尔文 (Prometric) 和 CSM 招生和管理委员会合作界定。普尔文是公认的技

术辅助测试和评估服务的全球领导者。 
 

说明提纲 
 
权重 考试内容 说明  

62% 1. 资产管理、 

物业管理、 

开发、 

租赁和零售 
 

1.1  租赁／零售和开发   (20%)   

1.1.1    租赁和经营许可类型（例如，净租赁、毛租赁、土地租

赁、临时／ 

特色租赁） 

1.1.2    协议解释和含义（例如，互惠通行权协议） 

1.1.3    市场租金  

1.1.4    租赁条款解释和制定（例如，租金减免、终止、解除、独

家经营权、租户补贴） 

1.1.5     零售店分类（例如，服装、珠宝、礼品）和零售概念 

1.1.6    阅读并解释零售商的财务报表（例如，资本性资产、资产

负债表、损益表、毛利率） 

1.1.7    零售业术语（例如，存货损耗、销售加价、销售减价、库

存周转率、销售培训） 

1.1.8    租赁成本分析 

1.1.9    零售用途和销售潜力与租金结构和租赁可靠性的关系 

1.1.10  销售额报告和分析（例如，每平方米销售额） 

1.1.11  翻新、扩建、分析其方案 

1.1.12  地块规划、土地收购、行政机构（市政）批准 

1.1.13  购物中心布局和租户组合（例如，基本需求、独特市场、 

机遇） 

1.1.14   寻找潜在客户（例如，比较分析、现场考察） 

1.1.15   其它租赁/商品化（例如，特色租赁、自动售货机） 

1.1.16   租赁人员（例如，内部、外包） 

1.2  物业管理   (15%) 

1.2.1    建筑规程／残疾人专用设施 

1.2.2    租户标准手册／租户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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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阅读并了解蓝图（例如，建筑合规蓝图、改造蓝图） 

1.2.4    一般和预防性维保、以及其日程安排和部署 

1.2.5    库存控制（例如，开支控制、现场供应、设备） 

1.2.6    合同规格和工作范围 

1.2.7    竞争投标程序（例如，征求计划书、投标、截止日期、

频率） 

1.2.8    以下各项的术语和应用知识（包括成本）： 

a. 采暖、通风和空调设备 (HVAC)、集中供热供冷设备、

屋顶冷暖气机 

b. 结构／建筑系统／天窗 

c. 屋顶／天窗系统 

d. 防火系统 

e. 电气系统 

f. 管道系统 

g. 照明系统 

h. 铺地材料 

i. 紧急回复系统 

j. 能源管理系统 

k. 垂直运输系统／其它机械系统 

l. 停车场 

m. 停车库／停车场／多层停车建筑 

n. 人行道 

o. 室内装饰 

p. 外部景观 

q. 设备（例如，车辆、压土机、电梯、办公设备） 

r. 保洁服务／清洁 

s. 信息技术（例如，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t. 除雪 

u. 公用事业服务 

v. 垃圾管理（例如，回收利用、垃圾填埋、焚化） 

w. 环境保护服务（例如，石棉、污染治理、油脂回收） 

1.3 市场、促销、社区和公共关系   (17%) 

1.3.1   市场计划中的五个步骤（例如，现状分析、问题和机遇、

目标和目的、战略和战术） 

1.3.2   预算指导（例如，按类型分配、按月份分配） 

1.3.3   研究术语（例如，销售贡献、相对吸引指数 (RDI)、车辆和

客流量统计、邮编渗透、商圈市场占有、捕获率、人口统

计资料、消费心理） 

1.3.4   租户关系和沟通／客户服务 

1.3.5   竞争对手知识 

1.3.6   市场工作的结果衡量 

1.3.7   营销资金结构 



 

 

3 |   CSM Examination Content 
 

1.3.8   媒体与根据租约所需投放的广告 

1.3.9   市场定位（例如，品牌形象规划、品牌推广） 

1.3.10 战略合作／赞助机会和替代性收入  

1.3.11 社区领导者和组织 

1.3.12 公共关系（例如，新闻发布、媒体培训） 

1.3.13 以下各项的术语和应用知识（包括成本）： 

a. 广告媒体（例如，印刷广告、户外广告、电子广告） 

b. 电子商务（例如，网页、奖励计划、网上购物） 

1.4  管理资产   (10%) 

1.4.1   业主的管理目标和商业计划书 

1.4.2   标杆设定 

1.4.3   物业增值 

1.4.4   管理协议 

权重 考试内容 说明  

8% 2. 风险管理／安保／保险

和法律事项 
 

2.1  风险管理     (5%) 

2.1.1    地下储罐  

2.1.2    健康与安全合规 

2.1.3    保险的证明（例如，保险凭单、附加被保险人） 

2.1.4    防损调查 

2.1.5    责任索赔缩减计划（例如，政策、程序、安全委员会） 

2.1.6    留置权 

2.1.7    公共进入的政策和执行 

2.1.8    安保审计（例如，身体检查、犯罪分析、部署分析） 

2.1.9    安保资源（例如，人力、设备、可见度、部署、政策和程

序、统计报告） 

2.1.10  危机管理和计划 

2.2 保险条款和概念   (3%) 

2.2.1  代位索偿 

2.2.2  替代和实际现金价值 

2.2.3  免受损害／赔偿 

2.2.4  保险险种（例如，责任险；忠实保险、错误和遗漏险、伞

式保险、财产险、锅炉保险、火险、工伤赔偿险） 

 

权重 考试内容 说明  

10% 3. 人员和服务 3.1 人力资源   (5%) 

3.1.1 劳工实践 

3.1.2 领导力，团队合作 

3.1.3 组织技能 

3.2 以下各项的实践：(5%) 

3.2.1 招聘、聘用、报酬、离职 

3.2.2 培训与发展 

3.2.3 员工业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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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考试内容 说明  

20% 4. 租约管理、会计、财务

和财务报告 
 

4.1     会计、财务报告和估值   (10%) 

4.1.1  融资（例如，开发前和开发后）、收购和出售份的方法 

4.1.2  购物中心估值（例如，资本化率[使用收入法的资本化 

率]、成本法、可比交易、其它形式） 

4.1.3  投资回报分析（例如，投资回报率[ROI]、内部回报 

率[IRR]、现金流投资回报率[CFROI]、股本回报率[ROE]） 

4.1.4  物业收入（例如，净营业收入[NOI]、经营性收入[FFO]） 

4.1.5  年度抵押付款、抵押贷款常数、债务还本付息 

4.1.6  货币现值 

4.1.7  资产负债表（例如，资产、负债、股东权益） 

4.1.8 损益表（例如，当期收入和开支） 

4.1.9 收款（例如，外部公司、租约审计、滞纳金的计算） 

4.1.10 现金管理（例如，支票处理、电子转账、备用金、对账、

存款、礼品卡） 

4.1.11 房产税评估（例如，税率、估价方法） 

4.2  租约管理   (10%) 

4.2.1  租约执行程序和租赁条款（例如，租户通知、违约、补救

期、公共区域使用） 

4.2.2  租户的租金和分摊费用的计算方法（例如，可出租总面积

与已出租总面积、业主的成本分担） 

4.2.3  对账方法（例如，CAM 结算、上限、抵销、年末调整） 

4.2.4  租金调整（例如，递增租金、超额提成租金、 消费者物价

指数(CPI)） 

4.2.5  基本租金与超额提成租金 

4.2.6  销售额的自然与非自然临界点 

4.2.7  百分比租金与超额提成租金 

4.2.8  毛租赁与净租赁 

4.2.9  公共区域管理(维护和服务)费 (CAM) 

4.2.10 地产税 (R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