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

（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场数据）

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1 营销员 4-01-02-01
从事市场调查、商品与服务推销工作
的人员。

上海/广州/北京/成都/洛阳/盐城/天津/重庆/兰州/南京/
郑州/南宁/西安/佛山/沈阳/渭南/昆明/南通/常德/大连/
无锡/杭州/石家庄/贵阳/徐州/哈尔滨/铜川/湘潭/合肥/
青岛/乐山/咸阳/抚顺/汕头/福州/淄博/安庆/兴义/南昌/
泸州/长春/秦皇岛/宁波/襄阳/绵阳/佳木斯/宜宾/马鞍山
/许昌/荆州/西宁/烟台/济南/蚌埠/德阳/玉溪/威海/潍坊
/黄山/泉州/四平/呼和浩特/白山/桂林/鞍山/长沙/新余/
吉林/包头/三明/昭通/石嘴山/黄石/萍乡/大同/延边/哈
密/齐齐哈尔/乌鲁木齐/库尔勒/景德镇/潜江/株洲

1

2 保洁员 4-09-08-01
从事公共场所、公共区域、公共设施
、公共水域的水面以及建筑物内外清
洁、维护工作的人员。

北京/广州/上海/重庆/西安/青岛/昆明/杭州/济南/厦门/
成都/南通/哈尔滨/福州/鞍山/郑州/秦皇岛/大连/汕头/
南宁/咸阳/淄博/兰州/武汉/贵阳/长春/玉溪/呼和浩特/
三明/株洲/十堰/昭通/大同/马鞍山/威海/吉林/延边/萍
乡/兴义/白山

5

3 餐厅服务员 4-03-02-05
在餐饮场所中，安排顾客座位，点配
菜点，进行宴会设计、装饰、布置等
就餐服务的人员。

北京/广州/成都/昆明/杭州/咸阳/福州/铜川/郑州/渭南/
兰州/湘潭/襄阳/安庆/大连/淄博/西安/天津/南宁/济南/
泸州/合肥/十堰/贵阳/鞍山/洛阳/南京/南通/许昌/哈尔
滨/桂林/包头/青岛/黄山/佛山/宁波/西宁/沈阳/大同/吉
林/延边/昭通/新余/泉州/乐山/长春/呼和浩特/哈密/南
昌/长沙/武汉/秦皇岛/徐州/牡丹江/兴义/乌鲁木齐/石家
庄/辽源/白山/齐齐哈尔/景德镇/吐鲁番/株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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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4 保安员 4-07-05-01
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安全防
范服务的人员。

北京/广州/重庆/大连/成都/西安/杭州/青岛/南通/昆明/
咸阳/哈尔滨/汕头/淄博/苏州/郑州/长沙/贵阳/长春/乐
山/秦皇岛/四平/鞍山/常德/吉林/武汉/湘潭/泉州/三明/
呼和浩特/铜川/哈密/昭通/德阳/十堰/兴义/辽源/通化/
齐齐哈尔/白山

4

5 商品营业员 4-01-02-03
在零售实体店中，进行商品整理、销
售、管理，并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人员
。

上海/广州/大连/西安/哈尔滨/重庆/蚌埠/成都/合肥/铜
川/沈阳/常德/青岛/咸阳/十堰/郑州/安庆/贵阳/包头/昆
明/乐山/淄博/西宁/佛山/佳木斯/长春/四平/鞍山/南通/
杭州/洛阳/宁波/渭南/黄山/武汉/大同/萍乡/泸州/呼和
浩特/桂林/福州/株洲/德阳/吉林/绵阳/三明/昭通/齐齐
哈尔/白山

6

6 家政服务员 4-10-01-06
从事家务料理、家庭成员照护、家庭
事务管理等工作的人员。

北京/厦门/成都/昆明/广州/南宁/福州/无锡/兰州/蚌埠/
安庆/包头/徐州/沈阳/咸阳/铜川/青岛/许昌/长春/佛山/
马鞍山/郑州/南京/西宁/桂林/佳木斯/南昌/德阳/玉溪/
辽源/四平/乌鲁木齐/景德镇/牡丹江/大同/石家庄/齐齐
哈尔

11

7 客户服务管理员 4-07-02-03
在企业中，从事售前、售中、售后客
户服务活动管理工作的人员。

上海/盐城/北京/重庆/天津/郑州/南宁/大连/南通/成都/
常德/佛山/乐山/徐州/三明/鞍山/沈阳/南昌/石嘴山/兴
义/黄石/哈密

18

8 房地产经纪人 4-06-02-01

在房地产交易活动中，提供房源、客
源及房地产交易等信息，协助实地查
看房地产，代拟交易合同、代办贷款
和不动产登记手续等服务工作的人员
。

北京/盐城/天津/佛山/洛阳/常德/大连/南宁/南通/贵阳/
南京/合肥/成都/大同/湘潭/无锡/绵阳/泸州/包头/西宁/
徐州/郑州/乐山/青岛/沈阳/秦皇岛/兰州/长春/德阳/宜
宾/潍坊/渭南/武汉/鞍山/南昌/桂林/株洲/威海/宜昌/景
德镇/吐鲁番/石家庄/兴义

12

第 2 页，共 22 页



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9 快递员 4-02-07-08
从事快件揽收、派送和客户信息收集
、关系维护及业务推广工作的人员。

北京/西安/南通/福州/天津/包头/咸阳/哈尔滨/常德/郑
州/济南/绵阳/秦皇岛/昆明/湘潭/安庆/桂林/合肥/青岛/
佛山/兰州/沈阳/潍坊/吉林/武汉/黄山/南宁/新余/铜川/
石嘴山/昭通/玉溪/呼和浩特/牡丹江/泸州/西宁/四平/黄
石

2

10 车工 6-18-01-01
操作车床，进行工件旋转表面切削加
工的人员。

重庆/汕头/天津/十堰/杭州/沈阳/南通/许昌/合肥/西安/
潍坊/常德/福州/上海/淄博/苏州/厦门/黄山/洛阳/烟台/
郑州/绵阳/秦皇岛/武汉/株洲/德阳/马鞍山/荆州/石嘴山
/通化/宁波/长沙/三明/齐齐哈尔/石家庄/抚顺/铜川/泸
州/渭南/泉州/吉林/四平/潜江/辽源

7

11 焊工 6-18-02-04
使用焊机或焊接设备，焊接金属工件
的人员。

十堰/广州/徐州/无锡/青岛/上海/杭州/鞍山/常德/许昌/
烟台/天津/南通/抚顺/安庆/南宁/洛阳/长沙/芜湖/绵阳/
大连/蚌埠/马鞍山/贵阳/淄博/福州/秦皇岛/潍坊/乐山/
德阳/四平/宜昌/渭南/威海/石嘴山/吉林/牡丹江/泸州/
通化/泉州/辽源/齐齐哈尔

8

12
市场营销专业人
员

2-06-07-02
从事市场分析、产品宣传促销、生产
经营决策咨询服务的专业人员。

上海/北京/苏州/厦门/徐州/重庆/西安/常德/汕头/贵阳/
佛山/泸州/南通/济南/青岛/十堰/乐山/呼和浩特/渭南/
威海/大同/宜宾/萍乡/潍坊/玉溪/秦皇岛/吉林/福州/辽
源

9

13
道路客运汽车驾
驶员

4-02-02-01
驾驶客运机动车，运送乘客并提供服
务的人员。

上海/北京/广州/盐城/杭州/合肥/哈尔滨/大连/佳木斯/
武汉/铜川/昭通

17

14 包装工 6-31-05-00
使用包装设备或手工，使用包装材
料，将包装物品装入包装容器和封缄
、包扎包装物品的人员。

广州/汕头/杭州/西安/福州/哈尔滨/泸州/蚌埠/淄博/合
肥/湘潭/芜湖/四平/烟台/桂林/昆明/马鞍山/徐州/武汉/
铜川/长春/呼和浩特/牡丹江/延安/辽源/通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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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15 育婴员 4-10-01-02
在0～3岁婴幼儿家庭从事婴幼儿日常
生活照料、护理和辅助早期成长的人
员。

北京/厦门/成都/青岛/兰州/南通/湘潭/咸阳/蚌埠/包头/
乐山/佳木斯/沈阳/德阳/马鞍山/吉林/四平/景德镇/黄石
/齐齐哈尔

46

16
计算机软件工程
技术人员

2-02-10-03
从事计算机软件研究、需求分析、设
计、测试、维护和管理的工程技术人
员。

南京/天津/无锡/上海/绵阳/南宁/许昌/大连/合肥/南通/
潜江

24

17 电工 6-31-01-03
使用工具、量具和仪器、仪表，安装
、调试与维护、修理机械设备电气部
分和电气系统线路及器件的人员。

广州/厦门/芜湖/南通/蚌埠/许昌/绵阳/贵阳/佛山/抚顺/
马鞍山/宜昌/烟台/徐州/秦皇岛/南宁/鞍山/合肥/潍坊/
乐山/十堰/咸阳/德阳/石嘴山/通化/辽源/哈密/四平/白
山

23

18 装配钳工 6-20-01-01
使用机械或工装、工具，进行机械设
备产品部件、组件或成品组合装配与
调试的人员。

重庆/杭州/西安/湘潭/武汉/常德/汕头/厦门/芜湖/南通/
烟台/鞍山/宁波/宜宾/徐州/吉林/三明/株洲

42

19 机械设备安装工 6-29-03-01

使用工具、机具、检测器具等，安装
、调试机械设备、生产线和静置设
备，以及制作、安装非标准设备的人
员。

郑州/鞍山/无锡/苏州/盐城/芜湖/南宁/桂林/蚌埠/呼和
浩特/哈密/石家庄

16

20 仪器仪表制造工 6-26-01-01

使用工具、机械设备、检测装备和工
艺装备，进行仪器仪表产品及零部件
或自动化控制系统加工生产、组合装
配、调试检测的人员。

苏州/咸阳/烟台/黄山/桂林/吐鲁番/抚顺 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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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21 理货员 4-02-06-02
从事商品与货物的整理、拣选、配货
、包装、复核、置唛和货物交接、验
收、堆码、计量等工作的人员。

北京/哈尔滨/沈阳/马鞍山/咸阳/西安/秦皇岛/德阳/铜川
/三明/辽源

22

22 眼镜验光员 4-14-03-03

使用验光仪器及辅助设备，检查视力
、眼睛屈光度及融像机能，开具眼镜
验光处方并指导视觉康复训练的人员
。

上海 38

23 收银员 4-01-02-04
在消费场所，从事顾客现金、支票收
取或金融卡支付办理等工作的人员。

北京/鞍山/襄阳/成都/哈尔滨/昆明/十堰/常德/淄博/西
安/无锡/青岛/兰州/长春/呼和浩特/秦皇岛/宁波/西宁/
哈密/齐齐哈尔/乌鲁木齐

27

24 缝纫工 6-05-01-03
使用缝纫设备或工具，将纺织品、皮
革等主、辅料裁片缝制成半成品或成
品的人员。

杭州/重庆/厦门/苏州/福州/宜昌/徐州/芜湖/烟台/南通/
黄山/株洲/荆州/玉溪/铜川/潜江/石家庄/泉州/萍乡/四
平/辽源

19

25
真空电子器件零
件制造及装调工

6-25-02-01
使用绕栅机、冲压机、真空排气等设
备和工具，制造真空电子器件材料和
零件，并装配和调试零部件的人员。

盐城/荆州/烟台/宜宾 新进

26 仓储管理员 4-02-06-01
从事仓储物品出入库、储存、账务等
管理工作的人员。

广州/北京/杭州/哈尔滨/郑州/苏州/十堰/洛阳/淄博/南
宁/桂林/宁波/鞍山/长春/无锡/玉溪/福州/吐鲁番/景德
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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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27 质检员 6-31-03-05
使用设备、工具或运用感官，检验、
检查、确定原料、燃料、材料和半成
品、成品等产品质量的人员。

广州/十堰/鞍山/佛山/南通/合肥/蚌埠/荆州/兰州/抚顺/
南宁/烟台/萍乡/徐州/淄博/宜昌/桂林/泉州/呼和浩特/
牡丹江/威海

20

28 企业经理 1-06-01-02
在企业中，经董事会或出资人聘任，
或经职代会选举、或经上级任命的企
业负责人。

北京/重庆/济南/洛阳/佛山/兰州/哈尔滨/佳木斯/无锡/
威海/渭南/兴义/乌鲁木齐/石家庄/辽源

25

29 前厅服务员 4-03-01-01
为宾客提供咨询、迎送、入住登记、
结账等前厅服务的人员。

北京/杭州/安庆/西安/哈尔滨/十堰/泸州/大同/白山/石
家庄

40

30 呼叫中心服务员 4-04-05-03
从事信息查询、业务咨询和受理、投
诉处理、客户回访及话务管理等工作
的人员。

北京/天津/贵阳/合肥/青岛/徐州/乐山/哈尔滨/齐齐哈尔
/长春/四平/黄石

30

31 物业管理员 4-06-01-01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组织安排物业设
施的维修养护、环境卫生的美化绿化
、公共秩序的维护等工作的人员。

大连/蚌埠/芜湖/成都/贵阳/盐城/常德/南京/昆明/佛山/
渭南/铜川/大同/新余/秦皇岛/三明/昌吉/乌鲁木齐/景德
镇

29

32 保险代理人 4-05-04-01
从事保险业务代理、保险产品推介，
协助客户办理保险业务手续的人员。

无锡/渭南/昆明/绵阳/咸阳/合肥/铜川/贵阳/佳木斯/德
阳/桂林/新余/玉溪/宜宾/三明/黄山/马鞍山/长春/昌吉/
昭通/辽源/石家庄/兴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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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33 行政办事员 3-01-01-01

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机构中，从事
具体行政业务办理，以及基层人民政
府和派出机构中，从事司法助理、民
政助理等行政业务的人员。

北京/成都/洛阳/鞍山/郑州/宁波/南宁/石家庄/乌鲁木齐
/西宁/三明/株洲

21

34 道路运输调度员 4-02-02-05
从事汽车客、货运输计划安排和组织
实施的人员。

北京 51

35
土木建筑工程技
术人员

2-02-18-03
从事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基础设施
等建造施工、监督管理的人员。

厦门/贵阳/沈阳/安庆/南通/郑州/芜湖/抚顺/呼和浩特/
大同/牡丹江/石家庄/哈密/乌鲁木齐

47

36 装卸搬运工 4-02-05-01
使用工具、机具，进行车船货物装卸
、堆垛、入库、出库等作业的人员。

成都/哈尔滨/贵阳/淄博/蚌埠/武汉/鞍山/新余/济南/西
安/咸阳/合肥/长沙/汕头/泉州/德阳/马鞍山/辽源/齐齐
哈尔

26

37 养老护理员 4-10-01-05
从事老年人生活照料、护理服务工作
的人员。

苏州/成都/安庆/兰州/湘潭/青岛/哈尔滨/佳木斯/包头/
蚌埠/长春/德阳/玉溪/辽源/福州/通化/萍乡/宜昌/石家
庄/兴义

32

38
金属材料工程技
术人员

2-02-05-04
从事金属材料研究开发及生产技术应
用的工程技术人员。

苏州 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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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39
机械制造工程技
术人员

2-02-07-02
从事机械制造加工工艺、工艺装备研
发和生产技术组织的工程技术人员。

无锡/抚顺/绵阳/湘潭/淄博/鞍山/佛山/潍坊/烟台/泉州/
黄山/新余/大连/大同/荆州/萍乡/石嘴山/潜江/太原

41

40 客房服务员 4-03-01-02
在饭店、宾馆、旅游客船等住宿场
所，清洁和整理客房，并提供宾客迎
送、住宿等服务的人员。

咸阳/成都/昆明/西安/湘潭/包头/宁波/十堰/渭南/烟台/
铜川/哈尔滨/大同/石家庄/玉溪/呼和浩特/四平/宜昌/牡
丹江/齐齐哈尔

36

41
汽车生产线操作
工

6-22-01-01

操作、调整汽车涂装、焊装、冲压、
机加、热处理、锻造、铸造等生产线
设备、工装，加工汽车零部件的人员
。

十堰/芜湖/南京/佛山/西安/吉林/长沙/南昌/合肥 31

42 中式烹调师 4-03-02-01
运用刀法与烹调技法，对原材料进行
加工，制作中式菜肴的人员。

盐城/杭州/常德/青岛/包头/南宁/呼和浩特/桂林/玉溪/
三明/威海/哈密/大同

80

43 冲压工 6-18-01-12
操作冲压、钣金、折弯、卷板等设
备，加工处理金属板材、型材、管材
及线材等的人员。

十堰/芜湖/许昌/重庆/杭州/厦门/宁波/长沙/吉林 43

44 化工单元操作工 6-11-01-02
操作过滤、换热、蒸发、蒸馏、萃取
等化工单元设备，加工处理物料的人
员。

安庆/淄博/抚顺/宜昌/荆州/石嘴山/潍坊/徐州/延边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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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45 电子商务师 4-01-02-02
在互联网及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上，从
事商务活动的人员。

厦门/贵阳/成都/兰州/佛山/南昌/秦皇岛/宁波/包头/萍
乡/德阳/黄石/吐鲁番

95

46 工程机械维修工 6-31-01-09

使用检测仪器、检修机具和诊断设备
等，进行工程机械主机、总成件及主
要零配件诊断、维修、试车和保养的
人员。

无锡/南通/石嘴山/淄博/潍坊/马鞍山/长沙/徐州/呼和浩
特/泸州/通化/兴义

63

47
机械设计工程技
术人员

2-02-07-01
从事机械设计技术方法研究、产品和
工厂设计、产品性能测试、设计流程
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

苏州/兰州/洛阳/烟台/哈尔滨/潍坊/威海 50

48
多工序数控机床
操作调整工

6-18-01-07
操作数控机加生产线、数控组合机床
、复合机床和加工中心等，进行工件
切削加工的人员。

重庆/无锡/南京/烟台/常德/马鞍山/德阳/泉州/威海/辽
源/延安

54

49 网约配送员 4-02-07-10

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等，从事接收、
验视客户订单，根据订单需求，按照
平台智能规划路线，在一定时间内将
订单物品递送至指定地点的服务人员
。

南京/常德/汕头/德阳/桂林/黄山/铜川 48

50 纺纱工 6-04-02-01

操作细纱机、络筒机、并线机、捻线
机、线团机等设备，将粗纱或纤维条
、管纱、多根纱分别加工制成细纱、
筒子纱、线及线团的人员。

安庆/许昌/黄山/佳木斯/威海/石嘴山/宜昌/福州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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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51 汽车维修工 4-12-01-01
使用工、夹、量具和仪器仪表、检修
设备，维护、修理和调试汽车及特种
车辆的人员。

天津/南宁/芜湖/昭通/西宁/绵阳/辽源 96

52 会计专业人员 2-06-03-00
从事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
位和其他经济组织会计核算和会计监
督的专业人员。

盐城/南宁/郑州/秦皇岛/抚顺/渭南/宁波/十堰/西宁/辽
源/乌鲁木齐/四平/延边/白山

35

53 有机合成工 6-11-02-15
操作有机合成反应器等设备，进行有
机化学反应、反应后处理及纯化，生
产有机物中间体或成品的人员。

兰州/安庆 新进

54 采购员 4-01-01-00
从事市场供求信息调查、商品采购工
作的人员。

盐城/蚌埠/济南/十堰/西宁/库尔勒/宁波/景德镇/吐鲁番 新进

55 机修钳工 6-31-01-02
使用工具、量具和仪器、仪表，维护
和修理设备机械部分的人员。

上海/安庆/芜湖/抚顺/苏州/兰州/秦皇岛/鞍山/长沙/四
平/三明

56

56 工具钳工 6-18-04-06
使用钳工工具和设备，加工、装配与
调试工具和样板的人员。

湘潭/洛阳/许昌/徐州/哈尔滨/石家庄/齐齐哈尔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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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57 秘书 3-01-02-02
从事文书、会议办理，并为各类办公
事务处理提供服务的人员。

广州/济南/潜江 77

58 保卫管理员 3-02-02-00

从事维护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内部治安秩序，开展治安防范，预
防违法犯罪，保护单位内部人员和财
产安全工作的人员。

成都/昆明/襄阳/济南/乌鲁木齐/石家庄/西宁/新余 55

59 节目主持人 2-10-04-02
在各种节目中，以语言驾驭节目进程
的专业人员。

盐城/汕头 新进

60 印制电路制作工 6-25-01-13
操作丝网印刷、电镀及机械设备，加
工、制作印制电路板的人员。

苏州 新进

61
电子专用设备装
调工

6-21-04-01
使用真空镀膜机、键合机等设备、仪
器仪表和工具，装配、调试电子产品
专用工艺设备和测试设备的人员。

无锡/苏州/泸州/襄阳/牡丹江/福州/黄石/哈密 13

62 铣工 6-18-01-02
操作铣床，进行工件平面、沟槽、曲
面等型面切削加工的人员。

天津/杭州/三明/武汉/通化/辽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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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职业定义 需求典型城市
上期排
位

63 社区事务员 3-01-01-02
从事社区居民政务和事务工作的人员
。

北京/四平 新进

64 磨工 6-18-01-04
操作磨床，使用磨料、磨具及专用工
具，进行工件、光学玻璃等柱面、平
面、螺纹等型面磨削加工的人员。

天津/重庆/烟台/株洲/德阳/长沙/黄石 53

65 铆工 6-18-01-11
操作锁铆、压铆设备及工具，铆接加
工金属板材、型材零件的人员。

重庆/常德/抚顺/徐州/渭南/鞍山/马鞍山/宜昌/通化/吉
林/四平

57

66 后勤管理员 3-01-02-08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
单位中，从事单位内部的水、电、气
、供暖等后勤事务管理工作的人员。

盐城/苏州/洛阳 68

67
制药工程技术人
员

2-02-32-00
从事医药产品生产工艺设计、产品检
验、技术指导的工程技术人员。

南京/黄石/牡丹江/四平/太原 85

68 模具工 6-18-04-01
操作设备和使用工具，加工、装配、
调试和维修金属或非金属制件模具的
人员。

湘潭/武汉/合肥/蚌埠/烟台/辽源/延安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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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医药商品购销员 4-01-05-02
从事药品、医疗器械等医药商品采购
、销售、验收等工作的人员。

重庆/天津/昆明/新余/牡丹江/宜昌 94

70
电工电器工程技
术人员

2-02-11-01
从事发电、输配电、用电电器设备和
电气功能材料研发、设计、检验、试
验、技术服务的工程技术人员。

无锡/佛山/大连/抚顺/齐齐哈尔/石嘴山/潜江/宜昌 78

71 快件处理员 4-02-07-09
从事快件及总包的接收、卸载、分拨
、集包、装载、发运等工作的人员。

西安/包头/沈阳/黄山/桂林/吉林 58

72 道路货运业务员 4-02-02-04
从事道路货运站场管理和道路货物运
输服务的人员。

广州/荆州/齐齐哈尔 新进

73
计算机程序设计
员

4-04-05-01
从事计算机和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设计
、编制工作的人员。

天津/安庆/秦皇岛/威海/黄石 98

74
汽车零部件再制
造工

6-22-01-03
使用设备或专用工装、手工工具，进
行回收汽车零部件拆解、清洗、修复
、加工、装调、检验的人员。

十堰/武汉/吉林 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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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计算机硬件工程
技术人员

2-02-10-02
从事计算机整机、主板、外设等硬件
技术研究、设计、调试、集成、维护
和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

无锡/南京/太原 新进

76 物流服务师 4-02-06-03

在生产、流通和服务领域中，从事物
品采购、货运代理、物流信息服务，
并组织进行仓储运输、配送包装、装
卸搬运、流通加工等工作的人员。

厦门/武汉/兴义 44

77 工程测量员 4-08-03-04
使用全站仪、水准仪、测深仪、断面
仪、陀螺经纬仪等仪器和设备，进行
工程建设目标测量的人员。

苏州/潜江 新进

78
塑料制品成型制
作工

6-14-02-00

操作捏合、炼塑、造粒等设备配制塑
料制品成型用料，及操作专用塑料机
械将其加工成型材或制作成塑料制品
的人员。

芜湖/汕头/佛山/威海/吉林 90

79 电机制造工 6-24-01-00

使用绕线机、包带机、动平衡机、振
动传感器、气体压力检测仪等专用设
备和仪器，进行发电机、电动机、防
爆电机等零部件的加工、组装和总成
装配、调试的人员。

苏州/包头/黄山 新进

80 保育员 4-10-01-03

在托幼园所、社会福利机构及其他保
育机构中，从事儿童基本生活照料、
保健、自理能力培养和辅助教育工作
的人员。

成都/乐山/马鞍山/长春/福州/辽源/大同/延边/景德镇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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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输送机操作工 6-30-05-03
操作胶带、链式等带式运输机，运送
散状物料的人员。

兰州/宁波/石嘴山 新进

82 商品监督员 4-07-06-01

在商业企业中，从事商品质量、标识
、价签、包装、计量、知识产权等要
件监管，并进行程序控制和商品购进
台账追溯管理等工作的人员。

盐城/苏州 新进

83
液晶显示器件制
造工

6-25-02-03
操作镀膜、曝光、显影等设备，制作
、装配和调试液晶显示器的人员。

烟台/绵阳/咸阳/南昌 新进

84
道路货运汽车驾
驶员

4-02-02-02
驾驶货运机动车，运输货物并提供服
务的人员。

成都/南通/洛阳/新余/齐齐哈尔 49

85 安全员 6-31-06-00
从事现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与管理
工作的人员。

重庆/天津/抚顺 新进

86 小学教育教师 2-08-03-02
在小学，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
业人员。

荆州/抚顺/合肥/铜川/石嘴山/泉州 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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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纺织染色工 6-04-06-02
操作染色机等设备，进行纺织纤维、
纱、线、丝、织物等染色的人员。

安庆 72

88 织布工 6-04-03-03
操作织布机等设备，将经纱、纬纱交
织成织物的人员。

安庆/杭州/荆州 83

89
监理工程技术人
员

2-02-30-07
从事项目设计、工程承包、设备供应
、承揽等合同履约行为及过程监督和
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

兰州/上海/盐城/哈密 新进

90 钢筋工 6-29-01-04
使用工具、机具，进行钢筋加工、骨
架预制和钢筋安装的人员。

三明/西安/昭通/哈密 新进

91
电子元器件工程
技术人员

2-02-09-02
从事电子元器件、电子封装和电子元
器件试验与检测研发、设计、生产指
导的工程技术人员。

上海/合肥/萍乡/威海/黄山/福州 60

92 工业清洗工 6-11-01-05
操作清洗设备，运用化学清洗、物理
清洗技术，进行物体表面清洗作业的
人员。

厦门 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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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钻床工 6-18-01-06
操作钻床，进行工件钻孔、扩孔、铰
孔、攻丝等切削加工的人员。

天津 新进

94
废旧物资加工处
理工

6-27-01-00
使用拆解、筛选等工具设备，处理回
收废旧物资，加工成再生资源的人员
。

洛阳 新进

95 中学教育教师 2-08-03-01
在中学，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
业人员。

铜川/合肥/乐山/石嘴山/潜江/哈密/库尔勒 新进

96
化工实验工程技
术人员

2-02-06-01
从事化工产品生产的工艺改进和新产
品开发等实验的工程技术人员。

济南/吐鲁番 新进

97 污水处理工 4-09-07-01
从事城镇污水和污泥处理设施的运行
、维护，化验处理结果，记录日常处
理情况等工作的人员。

天津/潜江 新进

98
计算机网络工程
技术人员

2-02-10-04
从事互联网等计算机网络研究、设计
、安装、集成、调试、维护、管理和
服务的工程技术人员。

无锡/黄山/威海/萍乡/抚顺/潜江 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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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米面主食制作工 6-02-03-01
操作和面、熟化、压延、切断、烘干
设备或方便面生产线，进行挂面和方
便面等米面主食品制作的人员。

安庆/荆州/牡丹江/马鞍山 新进

100
设备工程技术人
员

2-02-07-04
从事设备管理、选购、更新改造方案
编制、使用及维护指导的工程技术人
员。

四平/泸州/延边/桂林/大同/萍乡/潜江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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