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报名方式

（一）个人报名：微信公众号报名：关注公众号“CICE 考

试报名中心”点击右下角【我要报考】＋【个人报考】即可进

入报名通道。扫描二维码可直接关注进行自助报考。

（二）团体报名：单位组织团体报名的，由各公司安排相

关负责人统一收集报名信息，按要求填写团体报名表后，发送

至省保险行业协会考培中心，邮箱：674172380@qq.com。

三、报名及考试时间安排

（一）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3 月 31 日；

（二）正式考试时间：2020 年 5 月 16 日起连续两周末。

四、考试形式

2020年度考试继续采用纸笔化考试方式，每门课程设置100

道标准化单项选择题，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CICE 考试自 2005 年运行以来，全国累计参考人数巳逾 58

万人次，超过 8.6 万人获得相关资格证书，对于推动人身保险

业务系统化、标准化和现代化，提升从业人员素质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各公司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及从业人员需求情况，

组织所属从业人员报名参加该项考试。

五、报名咨询





附件 1：

CICE考试课程设置

一、中国寿险管理师

中国寿险管理师主要针对保险公司各职能岗位内勤人员及管理

人员。中级资格必考课程帮助考生掌握人身风险管理与保险的重要基

础知识、了解寿险公司的基本运营架构和主要业务流程、岗位职能要

求等，加深对各岗位工作环节相互配合协作的理解。选考课程帮助考

生有针对性地根据其岗位能力需要学习相关知识。高级资格帮助考生

在已拥有一定的寿险管理专业知识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深造，确保考生

对寿险公司各个内勤管理岗位均获得专业认知。本资格也帮助银行邮

政相关从业人员更好理解寿险行业的关键业务及基础知识，促进银行

保险业务高效、规范开展。

中国寿险管理师高级资格设置 11门必考课程；中级资格采用

“3+2”方式，设置 3门必考及 2 门选考共 5 门课程。具体如表一所

示。

表一：中国寿险管理师资格课程体系

中国寿险管理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高级资格 中级资格

A1 《风险管理与人身保险》 必考 必考

A2 《保险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必考 必考



A5 《寿险公司经营与管理》 必考 必考

A3 《人身保险产品》 必考 选考

A4 《人身保险合同》 必考 选考

A6 《人身保险市场与营销》 必考 选考

A7a 《人身保险会计与财务·上（会计版）》 必考 选考

A7b 《人身保险会计与财务·下（财务版）》 必考 选考

A8 《寿险公司资产管理》 必考 选考

A9 《寿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 必考 选考

A10 《人身保险监管》 必考 选考

二、中国个人保险规划师初级资格

中国个人保险规划师初级资格主要针对新进的保险从业人员，包

括保险公司内外勤从业人员，保险经纪、代理等中介从业人员，与保

险业务相关的科技公司、创新公司与平台从业人员，院校学生及消费

者等。该资格帮助新进保险业务领域的从业人员对保险行业及保险专

业基础知识有全面系统的地图式了解，用专业知识促进销售技能的提

升，帮助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的保险相关人员快速融合、高效专业沟

通，实现个人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及行业创新发展。通过系统学习将对

保险行业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保险的本质和意义；各类保险产品的

特点；与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息息相关的保险合同；

保险公司主要运营环节；保险基础销售流程与技能；不同产品、不同

人生阶段、不同人群的个人保险规划实务；贯穿保单整个生命周期和

销售流程各环节的销售行为规范以及与保险销售相关的最新政策法

规等有基础了解和初步掌握。

中国个人保险规划师初级资格设置 1 门必考课程。具体如表二所



示：

表二：中国个人保险规划师初级资格课程体系

中国个人保险规划师初级资格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S1 《保险基础知识-保险销售人员必读》

三、中国个人寿险规划师中、高级资格

中国个人寿险规划师中、高级资格主要针对个险渠道保险销售人

员及销售管理人员。中级资格主要帮助考生掌握个险营销、组织发展、

保险产品与合同等关键的专业知识。高级资格设置经营管理、资金运

用等保险公司运营架构内容以及健康、养老等专业保险产品知识，加

强考生的综合理财规划能力，更好地服务客户的健康与养老保障需求，

同时提升个人的营销管理能力，实现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个人寿险规划师高级资格采用“4+5”方式，设置 4 门必考

及 5门选考共 9 门课程；中级资格设置 4门必考课程。具体如表三所

示。

表三：中国个人寿险规划师中、高级资格课程体系

中国个人寿险规划师中、高级资格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高级资格 中级资格

A2 《保险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必考 必考

A3 《人身保险产品》 必考 必考

A4 《人身保险合同》 必考 必考

I1 《个险营销与组织发展》 必考 必考

A5 《寿险公司经营与管理》 选考



A8 《寿险公司资产管理》 选考

H1 《健康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 选考

H2 《健康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 选考

P1 《养老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 选考

P2 《养老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 选考

G 《团体保险》 选考

四、中国银行寿险规划师

中国银行寿险规划师主要针对保险公司银保渠道从业人员、银行

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财服务人员。中级资格由职业道德、渠道专业和

保险产品、合同专业课程组成。高级资格设置经营管理、资金运用等

保险公司运营架构内容以及健康、养老等专业保险产品知识，加强考

生的综合理财规划能力，更好地服务客户的健康与养老保障需求，同

时提升个人的经营管理能力，实现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银行寿险规划师高级资格采用“4+5”方式，设置 4 门必考

及 5门选考共 9 门课程；中级资格设置 4门必考课程。具体如表四所

示：

表四：中国银行寿险规划师资格课程体系

中国银行寿险规划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高级资格 中级资格

A2 《保险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必考 必考

A3 《人身保险产品》 必考 必考

A4 《人身保险合同》 必考 必考

A11 《银行保险》 必考 必考

H1 《健康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 选考

H2 《健康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 选考

P1 《养老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 选考



P2 《养老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 选考

G 《团体保险》 选考

A5 《寿险公司经营与管理》 选考

A8 《寿险公司资产管理》 选考

五、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

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主要针对保险公司团险渠道、养老险公司、

企业年金管理机构、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管理咨询机构相关人员、有

企业主客户的个险销售精英等。中级资格由职业道德及员工福利专业

课程组成。高级资格设置健康、养老等专业保险产品、保险合同知识，

加强考生对保险产品和员工福利方面的综合规划能力，更好地服务客

户的健康与养老保障需求。

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高级资格采用“4+5”方式，设置 4 门必考

及 5门选考共 9 门课程；中级资格设置 4门必考课程。具体如表五所

示：

表五：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资格课程体系

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高级资格 中级资格

A2 《保险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必考 必考

EB1 《员工福利计划:原理、设计与管理》 必考 必考

EB2 《员工福利计划:政策与外部环境》 必考 必考

G 《团体保险》 必考 必考

H1 《健康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 选考

H2 《健康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 选考

P1 《养老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 选考

P2 《养老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 选考

P3 《企业年金理论与实务》 选考



A3 《人身保险产品》 选考

A4 《人身保险合同》 选考

六、其他事项

（一）CICE 项目中级资格考试课程成绩有效期为三年，高级资

格考试课程成绩有效期为五年。

（二）报名后两个工作日内，考生可登录项目网站查询订单状态，

确认报名是否成功。

（三）考试开始前一个月，考生应登录项目网站查询考试报名相

关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准考证号以及考试课程等），如发现错

误，请及时联系项目执行单位进行资料更改。

（四）考生报名时应使用第一次报名注册的用户名或身份证号码，

如有更正，应及时与项目执行单位联系更新，以免影响正常参加考试

和证书领取。

（五）CICE 项目原则上不接受退考，如果考生因特殊情况无法

参考，可以通过延考或变更考试城市等方式解决遇到的问题。考试报

名截止日前免费接受延考或变更考试城市的申请。考试报名截止后申

请延考的，每门课程将收取 60元的相关费用。考试报名截止三周后

不再受理任何课程延考申请。考试报名截止后不接受变更考试城市的

申请。

（六）考生应携带准考证、身份证、2B铅笔、签字笔和橡皮擦，

于考试开始前 30分钟进入考场。

（七）考生应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体现保险从业人员诚信的道德



品质。

（八）有关资格考试的其他注意事项，请通过考试公告常见咨询

问答、项目网站、官方微信进行了解。



附件 2：

2020 年春季CICE项目资格课程考试时间

安排表（统考）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春季 秋季

A2 《保险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5月 16 日上午 10 月 17 日上午 09：30—11：00

A3 《人身保险产品》 5月 16 日下午 10 月 17 日下午 13：30—15：00

EB1 《员工福利计划:原理、设计与管理》 5月 16 日下午 10 月 17 日下午 13：30—15：00

A4 《人身保险合同》 5月 16 日下午 10 月 17 日下午 16：00—17：30

EB2 《员工福利计划:政策与外部环境》 5月 16 日下午 10 月 17 日下午 16：00—17：30

A5 《寿险公司经营与管理》 5月 17 日上午 10 月 18 日上午 09：30—11：00

S1 《保险基础知识-保险销售人员必读》 5月 17 日上午 10 月 18 日上午 09：30—11：00

A1 《风险管理与人身保险》 5月 17 日下午 10 月 18 日下午 13：30—15：00

I1 《个险营销与组织发展》 5月 17 日下午 10 月 18 日下午 13：30—15：00

G 《团体保险》 5月 17 日下午 10 月 18 日下午 16：00—17：30

A11 《银行保险》 5月 17 日下午 10 月 18 日下午 16：00—17：30

A6 《人身保险市场与营销》 5月 23 日上午 10 月 24 日上午 09：30—11：00

P1 《养老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 5月 23 日上午 10 月 24 日上午 09：30—11：00

A7a 《人身保险会计与财务（上）·会计版》 5月 23 日下午 10 月 24 日下午 13：30—15：00

P2 《养老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 5月 23 日下午 10 月 24 日下午 13：30—15：00

A7b 《人身保险会计与财务（下）·财务版》 5月 23 日下午 10 月 24 日下午 16：00—17：30

P3 《企业年金理论与实务》 5月 23 日下午 10 月 24 日下午 16：00—17：30

A8 《寿险公司资产管理》 5月 24 日上午 10 月 25 日上午 09：30—11：00

A9 《寿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 5月 24 日下午 10 月 25 日下午 13：30—15：00

H1 《健康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 5月 24 日下午 10 月 25 日下午 13：30—15：00

H2 《健康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 5月 24 日下午 10 月 25 日下午 16：00—17：30

A10 《人身保险监管》 5月 24 日下午 10 月 25 日下午 16：00—17：30



附件 3：

2020 年春季CICE项目资格考试考试课程

报名费用表（统考）

2020 年，CICE 项目为全部考试课程提供在线学习，每门课程报

考费用为 350 元；资格课程补考的，每门课程减免 20元。 报名费包

含报名费、考试资料费、考试费、证书费及普通邮寄费。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报名费用（元）

A2 《保险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350

A3 《人身保险产品》 350

EB1 《员工福利计划:原理、设计与管理》 350

A4 《人身保险合同》 350

EB2 《员工福利计划:政策与外部环境》 350

A5 《寿险公司经营与管理》 350

S1 《保险基础知识-保险销售人员必读》 350

A1 《风险管理与人身保险》 350

I1 《个险营销与组织发展》 350

G 《团体保险》 350

A11 《银行保险》 350

A6 《人身保险市场与营销》 350

P1 《养老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 350

A7a 《人身保险会计与财务（上）·会计版》 350

P2 《养老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 350

A7b 《人身保险会计与财务（下）·财务版》 350

P3 《企业年金理论与实务》 350

A8 《寿险公司资产管理》 350

A9 《寿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 350

H1 《健康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 350

H2 《健康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 350

A10 《人身保险监管》 350




	四、考试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