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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未经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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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服务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

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服务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
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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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258－2012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21861－2008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GB/T 51313－2018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GB/T 29911-2013 汽车租赁服务规范
JJG 1148－2018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
JT/T 794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1068－2016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JT/T 1069－2016 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NB/T 33001－2018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
NB/T 33002－2018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条件
NB/T 33008.1－2018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 1 部分:非车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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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
NB/T 33008.2－2018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 2 部分:交流充电
桩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智能网联汽车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
术，实现车与 X（人、车、路、云端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环境智
能感知、决策、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节能”智能行驶，由智
能网联汽车智能驾驶系统协助或替代人类驾驶员的新一代汽车。
3.2
汽车共享出行服务 car-sharing service
是指人们在不拥有汽车所有权前提条件下，利用城市公共交通平台、出行服
务平台等提供的不同出行服务去满足自身出行需求的交通出行方式。
现阶段，汽车共享出行服务主要包括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分时租赁汽车、顺
风车、汽车租赁、汽车融资租赁等。未来，随着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技术的
发展，以智能网联共享汽车为载体，通过与智能化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信息与通
信基础设施进行高效协同，实现高等级智能化载运工具的出行供给与交通出行需
求的高效连接、实时匹配的一种出行即服务的出行社会生态系统。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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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简称网约车） online taxi booking (e-hailing)
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
驾驶员，提供的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
3.4
分时租赁出行服务 time-sharing rental travel service
一种以分钟或小时等为计价单位，利用移动互联网、全球定位等信息技术构
建网络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小微型客车自助式车辆预定、车辆取还、费用结算
为主要方式的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俗称共享汽车。
3.5
汽车租赁服务 car rental service
汽车租赁经营者按照合同约定将租赁汽车交给承租人使用和保管，并收取相
应费用的经营活动。汽车租赁服务包括短期汽车租赁服务和长期汽车租赁服务。
其中短期租赁服务多通过智能网联系统预订车辆、支付费用。
3.6
业务操作系统 business operating system
共享出行企业经营活动中，从业人员用于处理各项工作任务和进行业务操作
的数据管理、信息通讯系统。
4
4.1

适用院校专业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检修、新能源汽车

维修、汽车电子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修复、客户信息服务、汽

4

车美容与装潢、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公路运输管理、市场营销、商务助
理、金融事务。
高等职业学校：汽车营销与服务、汽车智能技术、汽车运用安全管理、汽车
电子技术、汽车试验技术、汽车改装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车身维修技术、网络营
销、智能交通技术运用、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安全与管理、信托与租赁、保险、
市场营销。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市场营销、汽车服务工程、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
工程、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信息安全与管理。
应用型本科学校：汽车服务工程、车辆工程、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
程、汽车维修工程教育、交通工程、交通运输、交通管理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市场营销、保险学。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汽车服务与营销、汽车电子技术应用、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

测、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修复、汽车美容与装潢、
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交通运营服务、客户信息服务、商务助理、市场营
销、金融事务。
高等职业学校：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汽车智能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技术、智能交通技术、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安全技术应用、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保险实务、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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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汽车服务工程技术、汽车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
程技术、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智慧交通管理、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
程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市场营销、保险。
应用型本科学校：汽车服务工程、车辆工程、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
程、汽车维修工程教育、交通工程、交通运输、交通管理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市场营销、保险学。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服务】（初级）：主要面向业务员、客服、车务员、

外勤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产品介绍、签订合同、车辆交接、费用收取、租后服
务、车辆维护、车辆牌照证件管理等工作，从事网约车、汽车租赁的营销、资产
管理等日常业务工作。
【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服务】
（中级）：主要面向营销主管、运营主管、资
产主管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服务产品设计、营销策划、运营成本核算、服务质
量管理、风险控制、数据管理、业务流程维护等工作，从事主要的业务操作、日
常业务管理等工作。
【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服务】
（高级）：主要面向营销总监、运营总监、资
产管理总监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市场需求分析和营销方案策划、重要服务产品
设计、主要经营指标分析等工作，从事数据分析、经营状况评估、业务流程调整
等工作。
6
6.1

职业技能要求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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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服务职业技能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
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服务】（初级）：主要面向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
平台企业、线下服务企业、整车企业的共享出行部门等单位，按照业务流程与规
范从事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营销管理、资产管理、运营管理三大工作领域的网
约车司机拉新、汽车租赁市场推广、客户关系管理；网约车出入库管理、车辆日
常维护、车辆维修管理、车辆保险管理、车辆风险管理；网约车司机管理、网约
车合同及租金管理、汽车租赁租车服务、汽车租赁租后服务等业务工作。
【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服务】（中级）：主要面向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
平台企业、线下服务企业、整车企业的共享出行部门等单位，按照业务流程与规
范从事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营销管理、资产管理、运营管理三大工作领域的网
约车司机拉新、汽车租赁市场推广、客户关系管理、汽车租赁价格调控及招投标、
市场需求分析与营销方案策划、营销活动实施与效果评估改进；车辆评估、车辆
维修与事故救援管理、车辆证照数据管理、智能网联设备管理；网约车运营管理、
网约车司机管理、汽车租赁运营管理、租售一体业务运营管理、供应商管理等业
务工作，并能基于大数据分析对各项业务流程与规范及相关业务操作系统提出完
善与改进建议。
【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服务】（高级）：主要面向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
平台企业、线下服务企业、整车企业的共享出行部门等单位，从事智能网联汽车
共享出行营销管理、资产管理、运营管理三大工作领域的客户管理、市场需求分
析与营销方案策划、营销活动实施与效果评估改进；车辆资产处理、资产风险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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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共享出行运营管理、共享出行业务升级拓展、租售一体业务运营管理、供应
商管理等业务工作，并能基于大数据分析设计新的业务流程与规范和新的服务产
品。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1

工作领域

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具备从事共享出行服务工作所必需的职业道德、职
业规范和职业形象；具备与共享出行服务工作相适应的
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及人际交往和危机公关能力。
1.1.2 能准确表述共享出行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应
用范围，并能在实践中应用。
1.1 网约车司机
1.1.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查询
拉新
和发布网约车司机招募信息。
1.1.4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实施网约车司机招募线
下营销方案。
1.1.5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完成
与网约车司机的合同签署。
1.2.1 具备从事共享出行服务工作所必需的职业道德、职
业规范和职业形象；具备与共享出行服务工作相适应的
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及人际交往和危机公关能力。
1.智能网联汽
1.2.2 能准确表述共享出行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应
车共享出行营 1.2 汽车租赁市
用范围，并能在实践中应用。
销管理
场推广
1.2.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新媒体向客户介绍
和推荐汽车租赁服务产品。
1.2.4 能运用共享出行服务的基本方法和技巧正确接待客
户和办理相关手续。
1.3.1 具备从事共享出行服务工作所必需的职业道德、职
业规范和职业形象；具备与共享出行服务工作相适应的
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及人际交往和危机公关能力。
1.3.2 能准确表述共享出行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应
1.3 客户关系管 用范围，并能在实践中应用。
理
1.3.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完成
客户激活和日常咨询，处理常规客户诉求。
1.3.4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对客
户进行安全合规知识宣贯。
1.3.5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完成
8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会员管理。

2.1.1 熟知国内外主要汽车品牌及其发展历史，能准确区
分不同等级智能网联汽车的主要技术和功能特征。
2.1.2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完成
运营车辆出入库线上操作。
2.1 网约车出入 2.1.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运营车辆检查、交
库管理
接、登记等各项出入库线下操作。
2.1.4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相关司机各类费用
的清查与结算。
2.1.5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衡量司机、车辆状况等
因素，合理安排车辆与司机匹配、车辆出库顺序等。
2.2.1 熟知国内外主要汽车品牌及其发展历史，能准确区
分不同等级智能网联汽车的主要技术和功能特征。
2.2.2 具备汽车和充电桩维修保养基本能力。
2.2.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运营车辆日常检查
与保洁（包含运营车辆智能传感器、计算平台、底盘线
控系统、智能座舱系统、车联网系统等智能化、网联化
2.智能网联汽 2.2 车辆日常维
装置的日常检查与保洁）。
车共享出行资 护
2.2.4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运营车辆日常整备
产管理
与调试（包含运营车辆智能传感器、计算平台、底盘线
控系统、智能座舱系统、车联网系统等智能化、网联化
装置的日常整备与调试）。
2.2.5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线下网点充电桩及
相关设施的日常维护。
2.3.1 熟知国内外主要汽车品牌及其发展历史，能准确区
分不同等级智能网联汽车的主要技术和功能特征。
2.3.2 具备汽车和充电桩维修保养基本能力。
2.3.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初步判断运营车辆故障、事
2.3 车辆维修管
故原因，确定责任划分。
理
2.3.4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监控运营车辆维修进度、质
量和成本，并将修复后车辆交付司机或入库。
2.3.5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记录
维修成本并协助财务完成费用结算。
2.4.1 熟知国内外主要汽车品牌及其发展历史，能准确区
2.4 车辆保险管
分不同等级智能网联汽车的主要技术和功能特征。
理
2.4.2 具备汽车和充电桩维修保养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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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5 车辆风险管
理

3.1 网约车司机
管理

3.智能网联汽
车共享出行运
营管理
3.2 网约车合同
及租金管理

3.3 汽车租赁租
车服务

职业技能要求
2.4.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配合保险公司正确办理车辆
的承保与理赔。
2.5.1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对潜在风险客户发出催交欠
款、归还车辆通知。
2.5.2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车载定位系统、防
盗装置等寻找车辆位置，并遥控车辆。
2.5.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在车辆失控后办理报案手
续。
3.1.1 具备从事共享出行服务工作所必需的职业道德、职
业规范和职业形象；具备与共享出行服务工作相适应的
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及人际交往和危机公关能力。
3.1.2 能准确表述共享出行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应
用范围，并能在实践中应用。
3.1.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对每
日发生的司机提车、退车、换车、维修、保养、停运、
扣车、事故等运营状况进行跟踪登记。
3.1.4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使用不同查询条件查询车辆
违章记录，跟踪司机违章处理进度并协调财务进行相关
处理。
3.1.5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对司
机业务绩效进行统计。
3.1.6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安排
司机培训计划，并进行培训管理。
3.2.1 能准确表述共享出行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应
用范围，并能在实践中应用。
3.2.2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对网
约车合同进行续约、变更、解约等操作。
3.2.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监控
司机缴纳租金情况，并及时催收。
3.3.1 具备从事共享出行服务工作所必需的职业道德、职
业规范和职业形象；具备与共享出行服务工作相适应的
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及人际交往和危机公关能力。
3.3.2 能准确表述共享出行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应
用范围，并能在实践中应用。
3.3.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承租人信用审核。
3.3.4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客户洽谈、合同签
订、费用收取、发票开具、车辆交接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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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4.1 能准确表述共享出行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应
用范围，并能在实践中应用。
3.4.2 能及时为客户提供问题解决方案、救援、车辆替换
3.4 汽车租赁租 等租后服务。
后服务
3.4.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合同信息登录、统
计、查询等。
3.4.4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客户信息登录、统
计、查询等。

表2
工作领域

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任务

1.1 网约车司机
拉新

1.2 汽车租赁市
场推广
1.智 能网 联 汽
车共享出行营
销管理

1.3 客户关系管
理

1.4 汽车租赁价
格调控及招投
标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业务发展需求策划网约车司机线上和线下招
募方案，并制定年度销售计划。
1.1.2 能组织实施销售方案，并评估实施效果，提出改进建
议。
1.1.3 能基于大数据分析，提出相关业务流程与规范及业务
操作系统的完善与改进建议。
1.2.1 能与汽车租赁平台建立订单渠道。
1.2.2 能通过汽车租赁平台及其它媒体平台投放汽车租赁
营销信息，并基于大数据分析，及时调整相关信息。
1.2.3 能基于大数据分析，提出相关业务流程与规范及业务
操作系统的完善与改进建议。
1.3.1 能处理非常规客户诉求。
1.3.2 能基于大数据分析，对客户进行分类管理。
1.3.3 能基于大数据分析，提出相关业务流程与规范及业务
操作系统的完善与改进建议。
1.4.1 能根据出租率、租金标准等营业参数，正确运用收益
管理原理适时调整租金标准和租赁方案。
1.4.2 具备成本核算能力，能根据客户情况设计服务产品并
调整合同条款。
1.4.3 能正确运用汽车租赁招投标的一般规则制作投标文
件，并参加招标。
1.4.4 能根据中标通知编制汽车租赁业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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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5.1 具备共享出行服务市场调研分析和营销策划的基本
能力。
1.5 市场需求分
1.5.2 能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完成相关大数据的采集、整
析与营销方案
理、统计、分析。
策划
1.5.3 能根据市场调研分析结果，策划线上线下营销活动方
案。

1.6 营销活动实
施与效果评估
改进

2.1 车辆评估

2.智 能网 联 汽
2.2 车辆维修与
车共享出行资
事故救援管理
产管理

2.3 车辆证照与
数据管理

1.6.1 具备共享出行服务市场调研分析和营销策划的基本
能力。
1.6.2 能正确执行营销活动方案，按照分工完成指定任务。
1.6.3 能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生成、发布、管理营销活动
方案。
1.6.4 能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完成营销活动效果评估所
需大数据的采集、整理、统计、分析，并基于大数据分析
对营销活动效果进行评估。
1.6.5 能根据评估结果对营销方案提出改进建议。
2.1.1 具备对典型汽车产品及服务相关技术参数（包含典型
智能化、网联化系统及共享化服务技术参数）进行比较、
鉴别和分析的能力，能对汽车产品和服务进行商务评价。
2.1.2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入网二手车资质评
估与认定（包含入网二手车智能化、网联化技术和功能特
征评估与认定）。
2.2.1 能对车价、折扣、折旧、税费、保险、工时、零件等
各类相关费用进行熟练报价与结算。
2.2.2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协调线下服务供应商正确完
成故障、事故车辆的维修保养（包含运营车辆智能传感器、
计算平台、底盘线控系统、智能座舱系统、车联网系统等
智能化、网联化装置的维修保养）。
2.2.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协调线下服务供应商正确完
成线下网点充电桩及相关设施的维修保养。
2.2.4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及时响应客户救援请求，并在
规定期限内恢复车辆功能或提供替换用车。
2.2.5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完成
车辆事故的处理（包括对受害人的救治、费用结算等）。
2.3.1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登记、
统计、查询车辆证照信息。
2.3.2 能准确描述车辆资产数据的类别、作用、统计规则和
数据出处，并根据资产处理需要向业务人员提出准确数据
要求。
2.3.3 能对车辆资产数据进行分析，为资产处理提供准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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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4 智能网联设
备管理

3.1 网约车运营
管理

3.2 网约车司机
3.智 能网 联 汽 管理
车共享出行运
营管理

3.3 汽车租赁运
营管理

3.4 租售一体业
务运营管理

职业技能要求
策依据。
2.4.1 具备运营车辆车载智能网联设备管理能力，能根据运
营管理需要，向设备供应方提出系统更新、功能升级等需
求。
2.4.2 具备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知识，能够通过车载信息系统
进行业务管理和资产保全。
2.4.3 能对分时租赁自助租还车收费系统进行维护，并协调
系统供应商处理故障。
3.1.1 熟知典型共享出行企业的组织架构、工作内容和职
责，能准确表述典型业务流程及相关知识，并能在实践中
应用。
3.1.2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完成
运营车辆的线路优化、智能充电（包含通过智能网联汽车
云控平台实施车辆调度）等。
3.1.3 能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提升运营车辆在线率的目标，对
运营业务流程与规范提出完善与改进建议。
3.2.1 能通过统计分析网约车订单平台提供的包括每日司
机流水、计费时长、服务评分的运营数据，对司机进行绩
效考核并评定司机级别。
3.2.2 能通过统计分析运营数据，总结司机运营中存在的问
题，向司机提出提高收益的整改方案。
3.2.3 能根据司机绩效和企业相关政策，制定对司机的优惠
和租金减免方案，并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完成对司机的
优惠及租金减免。
3.2.4 能根据培训目标设计不同内容、形式的司机培训方
案。
3.2.5 能组织实施培训活动，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提出
改进建议。
3.3.1 熟知典型共享出行企业的组织架构、工作内容和职
责，能准确表述典型业务流程及相关知识，并能在实践中
应用。
3.3.2 能根据业务运营情况及时调整汽车租赁业务方案。
3.3.3 能对汽车租赁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并基于大数据分析
提出优化服务质量的措施建议。
3.4.1 具备融资租赁基本业务能力。
3.4.2 能运用顾客需求分析方法准确把握客户需求，并根据
客户需求适时调整租售方案。
3.4.3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办理
租售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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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3.5 供应商管理

表3
工作领域

职业技能要求
3.5.1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运用业务操作系统对供
应商进行信息管理。
3.5.2 能对供应商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并基于大数据分析提
出促进供应商优化服务质量的措施建议。

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任务

1.1 客户管理

1.2 市场需求分
1. 智 能 网 联 汽
析与营销方案
车共享出行营
策划
销管理

1.3 营销活动实
施与效果评估
改进

2. 智 能 网 联 汽
2.1 车辆资产处
车共享出行资
理
产管理

职业技能要求
1.1.1 具备跟踪汽车技术与共享出行业务模式发展趋势的
能力，能根据职业需求主动学习，不断更新自身专业知识
和技能。
1.1.2 具备共享出行领域分析研究和策划设计能力。
1.1.3 能基于大数据分析，设计新的共享出行客户管理业务
流程与规范。
1.2.1 具备跟踪汽车技术与共享出行业务模式发展趋势的
能力，能根据职业需求主动学习，不断更新自身专业知识
和技能。
1.2.2 具备共享出行领域分析研究和策划设计能力。
1.2.3 能基于大数据分析，对辖区市场进行预测，制定辖区
市场推广目标、营销规划和营销策略。
1.3.1 具备跟踪汽车技术与共享出行业务模式发展趋势的
能力，能根据职业需求主动学习，不断更新自身专业知识
和技能。
1.3.2 具备共享出行领域分析研究和策划设计能力。
1.3.3 能基于大数据分析，进行营销活动的督导。
1.3.4 能应用大数据技术整理分析营销案例，并组织团队复
盘。
2.1.1 具备汽车金融及相关法律知识和业务办理的基本能
力。
2.1.2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运营车辆残值管理
和盘点（包含运营车辆智能传感器、计算平台、底盘线控
系统、智能座舱系统、车联网系统等智能化、网联化装置
的残值管理和盘点）。
2.1.3 能够根据业务需要提出资产处理方案。
2.1.4 能够执行资产处理方案并办理车辆抵押、解除抵押、
登记变更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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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2 资产风险控
制

3.1 共享出行运
营管理

3. 智 能 网 联 汽
车共享出行运
营管理

3．2 共享出行业
务升级拓展

3.3 租售一体业
务运营管理

3.4 供应商管理

职业技能要求
2.2.1 具备汽车金融及相关法律知识和业务办理的基本能
力。
2.2.2 能通过审核合同履行及承租方情况，对各类风险信息
及时做出判断，果断做出处置决定。
2.2.3 能提出并组织实施风险控制措施。
2.2.4 能通过法律渠道解决拖欠租金、车辆失控等问题，并
组织协调扣车、收车等资产保全活动。
3.1.1 具备跟踪汽车技术与共享出行服务模式发展趋势的
能力，能根据职业需求主动学习，不断更新自身专业知识
和技能。
3.1.2 具备共享出行领域分析研究和策划设计能力。
3.1.3 能基于大数据分析，设计新的共享出行运营业务流程
与规范。
3.1.4 能根据运营情况及时调整产品方案，并相应调整租金
计算模式、合同模板、审批流程等业务方案。
3.1.5 能根据业务需要设计新的数据统计系统。
3.2.1 具备跟踪汽车技术及服务模式发展趋势的能力，能根
据职业需求主动学习，不断更新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
3.2.2 具备共享出行领域分析研究和策划设计能力。
3.2.3 能基于大数据分析，设计新的共享出行服务产品。
3.3.1 具备跟踪汽车技术与共享出行服务模式发展趋势的
能力，能根据职业需求主动学习，不断更新自身专业知识
和技能。
3.3.2 具备共享出行领域分析研究和策划设计能力。
3.3.3 能基于大数据分析，设计新的租售一体业务流程与规
范。
3.3.4 能使用租金计算公式根据合同条款编制租售业务租
金支付表。
3.4.1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车辆供应伙伴的审
查和后期管理。
3.4.2 能按照业务流程与规范正确完成运营车辆维修、保
险、道路救援、充电桩管理、车联网等方面线下服务供应
商的审查和后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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