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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SHL 销售人员报告有助于您了解 CandidateSample 先生 是否具备胜任销售角色的潜质。本报告以职业性格问卷 

(Occupat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OPQ32) 及动机问卷（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MQ)) 

的结果为基础。该信息还可帮助发现 CandidateSample 先生 先生 在销售效率方面的实力及发展空间。 

SHL 

对各种行业的数千名销售人员进行了研究，分析出对销售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各因素均会影响销售成效，但您需

确定在具体情况下哪些因素最为重要。使用本报告中的信息无需特定培训或知识。 

当使用此报告去筛选人员时，您需适当了解有效的筛选技巧及工作的详情。此报告假定用户对工作及工作要求有充

分的了解，可通过本报告中的信息作出适当决定。在筛选过程中应从面试及其他相关评估中寻求进一步的证据，以

确定求职者的适合程度。 

若此报告用于发展目的，您需熟悉发展技巧及干预方法。 

使用此报告 

此报告包括三个主要部分：“销售基础”、“动机”及“销售周期”。报告结尾处的“销售人员概况”将提供一份

全面的总结。 

“销售基础”部分专门阐述在多数销售情况下对销售效率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的关联性可能因不同工作

而有所不同，但这些因素都是适用于多数销售角色的关键。 

“动机”部分专门阐述可能影响销售成效的激励因素。动机是驱动个人完成任务的力量。动机可决定一个人将投入

工作的精力及何种因素可帮助其保持此精力。动机可能对结果及成功有重大影响。 

“销售周期”部分专门阐述在典型销售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这部分将说明个人在销售过程的八大主要类别中可能有

的效率。了解个人在销售周期中的天赋可有助于确定其最能发挥效力的销售环境情况。另外，还可确定在哪些领域

进行培训和发展可提高整体效率。 

本报告的最后部分以一页内容呈列所有数据：“销售基础”、“动机”及“销售周期”。此“销售人员概况”部分

便于将个人概况与特定销售情况或角色所需的因素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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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基础 

“销售基础”指在多数销售情况下对销售效率至关重要的因素。下面条形图显示 CandidateSample 先生 

先生在各方面的水平。条形图下方是各因素的定义以及高低分数的说明。 

在不同的销售情景下，各因素均被证明可以影响销售成功。一般来说，对于大多数销售角色，每个因素上分数越高

越好。但是，在不同的销售情况下，各个因素的重要性不同。您应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确定哪些因素更为重要。 

下列评分还可帮助发现并集中力量于优势领域以提高销售效率，或探索哪些领域还需进行特定的培训和发展以改善

销售业绩。 

销售信心 
低    高 

     
定义：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得信心十足且展示出突出的个人能力与才干。 

● 得高分者即使在极具挑战及压力的情况下仍倾向于充满自信。 

● 得低分者可能较腼腆或缄默。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表现得受胁迫或不肯定。 

销售动力 
低    高 

     
定义：充满动力及热情， 渴望成功并自我鼓励以达到困难的目标。 

● 得高分者充满热情，有决心达到任何目标及与任何对手竞争。 

● 得低分者表现出较低精力和决心。 

销售抗压性 
低    高 

     
定义：在困境中乐观、抗压强且持之以恒，持续寻找新机遇。 

● 得高分者即使在工作情况不顺时仍保持乐观及轻松。 

● 得低分者在事情进展不顺时可能灰心丧气。 

适应性 
低    高 

     
定义：确定并采纳最适当的方式，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销售成功。能与客户或 别人建立联系。 

● 得高分者对人际关系较敏感，在客户面前的行为风格非常灵活且从容行事。 

● 得低分者不易根据具体场合或客户调整行为风格或方法。 

倾听 
低    高 

     
定义：用心聆听，细心观察并阐释他人的行为。 

● 得高分者用心聆听并与他人关系良好。 

● 得低分者给人印象是不善于聆听。 

应对变化 
低    高 

     
定义：能够迅速适应工作场所、环境或做事方式的重大且持续的变化。 

● 得高分者能轻易处理政策及工作流程的变化，表现出可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的能力。 

● 得低分者不能有效或积极地应对公司情况或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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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工作中存在的可驱动个人动机的条件称为激发因素。激发因素说明哪些因素可影响个人成功的动力及决心。以下条

形图说明各激发因素驱动 CandidateSample 先生 先生 行为的有效程度。另外，各激发因素下方为其定义。 

此报告可发现哪些激发因素可驱动 CandidateSample 先生 先生 以及驱动的程度。这些激发因素并不完整代表 

CandidateSample 先生 先生 

的整体动机。（“销售基础”部分中的“销售动力”水平是整体销售动机的较好指标）。 

发现对个人有效的激发因素后，就能了解哪些因素可以最大可能地推动销售业绩。例如，如果某人注重“金钱”激

励，可鼓励其专注于较高收入的工作和销售情况。注重“成长”的人员则非常适合能提供持续发展及培训机会的职

位。 

金钱 
金钱及物质奖励 

激励性弱    激励性强 

     

竞争 
超越同事及竞争对手的机会 

激励性弱    激励性强 

     

成就 
拥有明确的目标及重视个人表现的工作环境 

激励性弱    激励性强 

     

节奏 
业务繁多且忙碌的环境 

激励性弱    激励性强 

     

社交联系 
整天必须与他人打交道 

激励性弱    激励性强 

     

认可 
因工作表现良好可获得大量称赞及认可的环境 

激励性弱    激励性强 

     

成长 
拥有发展及学习新技能的机会 

激励性弱    激励性强 

     

自主 
无严格监管、可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 

激励性弱    激励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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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周期 

“销售周期”介绍的是个人在典型销售周期中各个重要因素上的作风和偏好。它可说明该人在销售周期中的八个关

键阶段上可能产生的效率，并帮助确定他（她）在哪个销售环节中应该最具效率。销售周期图内的粗线为个人“销

售周期概况”，越靠近圆圈外围分数越高，越靠近圆心分数越低。一般来说，在对于某特定销售职位最关键的周期

阶段上，分数越高越好。分数更接近圆心的阶段则为有待发展或培训的领域。 

“销售周期”图下面为“销售周期”中各阶段的定义及评分的条形图。 

 
制定销售计划 低    高 

      
深层分析市场、努力进行产品定位及有效的销售活动。 

建立联系 低    高 

      
联系潜在客户、打破冷场局面、让人感觉舒适、采取主动措施建立新的关系。 

建立购买愿望 低    高 

      
从情感上维系客户、创造客户的购买倾向及对产品或服务的喜爱感。 

创造解决方案 低    高 

      
了解客户的需求并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展示 低    高 

      
在轻松无忧的状态下生动，自信的向个人及客户群体展示产品及/或解决方案。 

成交 低    高 

      
完成交易、及时管理客户的决定、处理异议、协商最终价格及成交条件。 

满足客户 低    高 

      
持续提供售后服务、联系客户及采取所需的任何措施以满足客户。 

管理及增长 低    高 

      
成交后仍保持客户关系，继续注意发现新的需求及生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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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人员概况 

这部分将提供 CandidateSample 先生 的销售人员报告结果概要。 

如果此信息用于比较特定的销售工作或环境的理想概况，那么必须确定哪些因素是该特定角色成功的关键因素。通

常，比较个人概况与理想的销售工作概况前，应使用工作分析信息来区分基本因素、重要因素及可有可无因素。（

下图中“成功的重要因素”栏可用于记录这些结果）。 

由于“激励因素”有助于推动个人成功，因此不应与特定的工作或环境的理想概况相比较。它们应该与可能适用及

不适用于个人的激励因素相协调。 

尽管此报告中的信息可准确评估个人的销售因素及工作动力，重要的是，本文记录的所有信息都是以自陈报告问卷

为基础础。而且，许多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销售成效。因此，如果此报告用于将个人与理想工作概况相比较，那么

在评估人员与工作的匹配程度时,应考虑经验、知识及能力等额外信息，这点非常重要。 

  成功的重要因素？* 

 （评级或检查） 1 2 3 4 5 

  

销售基础 

       销售信心       
              销售动力       
              销售抗压性       
              适应性       
              倾听       
              应对变化       
       动机 

       金钱      不适用 

              竞争      不适用 

              成就      不适用 

              节奏      不适用 

              社交联系      不适用 

              认可      不适用 

              成长      不适用 

              自主      不适用 

       销售周期 

       制定销售计划       
              建立联系       
              建立购买愿望       
              创造解决方案       
              展示       
              成交       
              满足客户       
              管理及增长       
       * 由该报告的用户负责确定上述维度与目标工作的关联性。 



  
2018年10月1日 销售人员报告  CandidateSample 7 / 7 

© 2018 SHL 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评估方法 

本档案中关于CandidateSample先生的数据基于以下来源： 

调查问卷/能力测试 对照组 

OPQ32r Russian v1 (Std Inst) OPQ32r RUSSIAN 普通人员 2012 (INT) 

MQ UK English v1 (Std Inst) MQM5 UKE UK General Population 2000 

应试者详细得分数据 

姓名 CandidateSample先生 

应试者数据 

RP1=5, RP2=4, RP3=4, RP4=8, RP5=5, RP6=5, RP7=5, RP8=4, RP9=4, RP10=3, TS1=5, 

TS2=3, TS3=5, TS4=3, TS5=5, TS6=5, TS7=6, TS8=8, TS9=4, TS10=4, TS11=2, TS12=4, 

FE1=7, FE2=7, FE3=7, FE4=3, FE5=4, FE6=4, FE7=5, FE8=6, FE9=3, FE10=4, CNS=1 

X1=1, E3=6, E2=2, E1=6, S1=4, S2=3, S5=1, I3=3 

报告 销售人员报告 v2.0 RE 

 

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使用 SHL 

在线测评系统生成，包含来自职业性格问卷
TM
（OPQ32）的信息。相关问卷和测试的使用仅供接受过问卷使用和解读方面专门培训的人

员使用。 

本报告基于调查对象对相关问卷的回答，体现了调查对象的实际想法。在解读本报告数据的过程中必须适当考虑问卷评分的主观性。 

本报告为电子版，软件用户可修改或增加报告内容。 

SHL Global Management Limited 

及其联营公司不能保证本报告内容未经电脑电脑系统改变。我们对使用本报告的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由报告内容导致的任何类

型的责任（包括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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