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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编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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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1.岗位名称与本表中的细类（职业）或新职业名称一致的，

直接填该细类（职业）的代码；

2.岗位名称与本表中的职业名称不一致的，先找到该岗位所

属的细类（职业），再填该细类（职业）的代码

3.在本表中确实找不到所属职业的岗位，代码填写

8-00-00-00（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第二大类 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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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类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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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类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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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类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38



 

 

 

  

39



 

 

 

  

40



 

 

 

 

 

 

 

 

 

 

第六大类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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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7（GBM 20107）农业科学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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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8（GBM 20108）医学研究人员
	2-01-08-00医学研究人员

	2-01-09（GBM 20109）管理学研究人员
	2-01-09-00管理学研究人员 L

	2-01-10（GBM 20112GBM 20115）文学、艺术学研究人员
	2-01-10-00文学、艺术学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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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5-03焦化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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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03化工生产工程技术人员

	2-02-07（GBM 20207）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2-02-07-01机械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2-02-07-02机械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2-02-07-03仪器仪表工程技术人员
	2-02-07-04设备工程技术人员
	2-02-07-05医学设备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2-02-07-06模具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2-02-07-07自动控制工程技术人员
	2-02-07-08材料成形与改性工程技术人员
	2-02-07-09焊接工程技术人员
	2-02-07-10 特种设备管理和应用工程技术人员
	2-02-07-11汽车工程技术人员 L
	2-02-07-12船舶工程技术人员

	2-02-08（GBM 20208）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2-02-08-01飞行器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2-02-08-02飞行器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2-02-08-03航空动力装置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2-02-08-04航空动力装置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2-02-08-05航空产品试验与飞行试验工程技术人员
	2-02-08-06航空产品适航工程技术人员
	2-02-08-07航空产品支援工程技术人员

	2-02-09（GBM 20209）电子工程技术人员
	2-02-09-01电子材料工程技术人员
	2-02-09-02电子元器件工程技术人员
	2-02-09-03雷达导航工程技术人员
	2-02-09-04电子仪器与电子测量工程技术人员
	2-02-09-05广播视听设备工程技术人员

	2-02-10（GBM 20210）信息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
	2-02-10-01通信工程技术人员
	2-02-10-02计算机硬件工程技术人员
	2-02-10-03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人员
	2-02-10-04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人员
	2-02-10-05信息系统分析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0-06嵌入式系统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0-07信息安全工程技术人员
	2-02-10-08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工程技术人员

	2-02-11（GBM 20211）电气工程技术人员
	2-02-11-01电工电器工程技术人员
	2-02-11-02电缆光缆工程技术人员
	2-02-11-03光源与照明工程技术人员

	2-02-12（GBM 20212）电力工程技术人员
	2-02-12-01发电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2-02供用电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2-03变电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2-04输电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2-05电力工程安装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3（GBM 20213）邮政和快递工程技术人员
	2-02-13-01邮政工程技术人员
	2-02-13-02快递工程技术人员

	2-02-14（GBM 20214）广播电影电视及演艺设备工程技术人员
	2-02-14-01广播电视制播工程技术人员
	2-02-14-02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工程技术人员
	2-02-14-03电影工程技术人员
	2-02-14-04演艺设备工程技术人员

	2-02-15（GBM 20215）道路和水上运输工程技术人员
	2-02-15-01汽车运用工程技术人员
	2-02-15-02船舶运用工程技术人员
	2-02-15-03水上交通工程技术人员
	2-02-15-04水上救助打捞工程技术人员
	2-02-15-05船舶检验工程技术人员
	2-02-15-06视觉航标工程技术人员
	2-02-15-07无线电航标操作与维护工程技术人员
	2-02-15-08道路交通工程技术人员

	2-02-16（GBM 20216）民用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2-02-16-01民用航空器维修与适航工程技术人员
	2-02-16-02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2-02-16-03民航通用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2-02-17（GBM 20217）铁道工程技术人员
	2-02-17-01铁道运输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7-02铁道机务工程技术人员
	2-02-17-03铁道车辆工程技术人员
	2-02-17-04铁道电务工程技术人员
	2-02-17-05铁道供电工程技术人员
	2-02-17-06铁道工务工程技术人员

	2-02-18（GBM 20218）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2-02-18-01城乡规划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8-02建筑和市政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8-03土木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2-02-18-04风景园林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8-05供水排水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8-06工程勘察与岩土工程技术人员
	2-02-18-07城镇燃气供热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8-08环境卫生工程技术人员 L
	2-02-18-09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人员
	2-02-18-10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人员
	2-02-18-11民航机场工程技术人员
	2-02-18-12铁路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2-02-18-13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2-02-18-14爆破工程技术人员

	2-02-19（GBM 20219）建材工程技术人员
	2-02-19-01硅酸盐工程技术人员
	2-02-19-02非金属矿及制品工程技术人员
	2-02-19-03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技术人员

	2-02-20（GBM 20220）林业工程技术人员
	2-02-20-01防沙治沙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0-02森林培育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0-03园林绿化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0-04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技术人员L
	2-02-20-05自然保护区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0-06森林保护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0-07木竹藤棕草加工工程技术人员
	2-02-20-08森林采伐和运输工程技术人员
	2-02-20-09经济林产品加工工程技术人员
	2-02-20-10林业资源调查与监测工程技术人员L
	2-02-20-11园林植物保护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1（GBM 20221）水利工程技术人员
	2-02-21-01水资源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1-02水生态和江河治理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1-03水利工程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2-02-21-04防汛抗旱减灾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2（GBM 20222）海洋工程技术人员
	2-02-22-01海洋调查与监测工程技术人员L
	2-02-22-02海洋环境预报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2-03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工程技术人员L
	2-02-22-04海洋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2-02-22-05海水淡化工程技术人员
	2-02-22-06深潜工程技术人员

	2-02-23（GBM 20223）纺织服装工程技术人员
	2-02-23-01纺织工程技术人员
	2-02-23-02染整工程技术人员
	2-02-23-03化学纤维工程技术人员
	2-02-23-04非织造工程技术人员
	2-02-23-05服装工程技术人员

	2-02-24（GBM 20224）食品工程技术人员
	2-02-24-00食品工程技术人员

	2-02-25（GBM 20225）气象工程技术人员
	2-02-25-01气象观测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5-02天气预报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5-03气候监测预测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5-04气象服务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5-05人工影响天气工程技术人员
	2-02-25-06防雷工程技术人员

	2-02-26（GBM 20226）地震工程技术人员
	2-02-26-01地震监测预测工程技术人员
	2-02-26-02地震应急救援工程技术人员
	2-02-26-03地震安全性评价工程技术人员

	2-02-27（GBM 20227）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人员
	2-02-27-01环境监测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7-02环境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7-03环境影响评价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7-04核与辐射安全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7-05核与辐射监测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7-06健康安全环境工程技术人员 L

	2-02-28（GBM 20228）安全工程技术人员
	2-02-28-01安全防范设计评估工程技术人员
	2-02-28-02消防工程技术人员
	2-02-28-03安全生产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2-02-28-04安全评价工程技术人员
	2-02-28-05房屋安全鉴定工程技术人员
	2-02-28-06防伪工程技术人员

	2-02-29（GBM 20229）标准化、计量、质量和认证认可工程技术人员
	2-02-29-01标准化工程技术人员
	2-02-29-02计量工程技术人员
	2-02-29-03质量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2-02-29-04质量认证认可工程技术人员
	2-02-29-05可靠性工程技术人员

	2-02-30（GBM 20230）管理（工业）工程技术人员
	2-02-30-01工业工程技术人员
	2-02-30-02物流工程技术人员 L
	2-02-30-03战略规划与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2-02-30-04项目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2-02-30-05再生资源工程技术人员 L
	2-02-30-06能源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L
	2-02-30-07监理工程技术人员
	2-02-30-08信息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2-02-30-09数据分析处理工程技术人员
	2-02-30-10工程造价工程技术人员

	2-02-31（GBM 20231）检验检疫工程技术人员
	2-02-31-01产品质量检验工程技术人员
	2-02-31-02 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工程技术人员
	2-02-31-03进出境动植物检验检疫人员 L
	2-02-31-04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程技术人员L
	2-02-31-05纤维质量检验工程技术人员
	2-02-31-06卫生检疫人员

	2-02-32（GBM 20232）制药工程技术人员
	2-02-32-00制药工程技术人员

	2-02-33（GBM 20233）印刷复制工程技术人员
	2-02-33-00印刷复制工程技术人员

	2-02-34（GBM 20234）工业（产品）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2-02-34-01产品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2-02-34-02工业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2-02-35（GBM 20235）康复辅具工程技术人员
	2-02-35-01矫形器师
	2-02-35-02假肢师
	2-02-35-03听力师

	2-02-36（GBM 20236）轻工工程技术人员
	2-02-36-01制浆造纸工程技术人员
	2-02-36-02皮革化学工程技术人员
	2-02-36-03生物发酵工程技术人员
	2-02-36-04日用化工工程技术人员
	2-02-36-05塑料加工工程技术人员

	2-02-37（GBM 20237）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人员
	2-02-37-00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人员 L

	2-02-99（GBM 20299）其他工程技术人员

	2-03（GBM 20300）农业技术人员
	2-03-01（GBM 20301）土壤肥料技术人员
	2-03-01-00土壤肥料技术人员

	2-03-02（GBM 20302）农业技术指导人员
	2-03-02-00农业技术指导人员

	2-03-03（GBM 20303）植物保护技术人员
	2-03-03-00植物保护技术人员 L

	2-03-04（GBM 20304）园艺技术人员
	2-03-04-00园艺技术人员 L

	2-03-05（GBM 20305）作物遗传育种栽培技术人员
	2-03-05-00作物遗传育种栽培技术人员

	2-03-06（GBM 20306）兽医兽药技术人员
	2-03-06-01兽医
	2-03-06-02兽药技术人员
	2-03-06-03宠物医师

	2-03-07（GBM 20307）畜牧与草业技术人员
	2-03-07-01畜牧技术人员
	2-03-07-02草业技术人员 L

	2-03-08（GBM 20308）水产技术人员
	2-03-08-01水产养殖技术人员
	2-03-08-02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人员

	2-03-09（GBM 20309）农业工程技术人员
	2-03-09-00农业工程技术人员

	2-03-99（GBM 20399）其他农业技术人员

	2-04（GBM 20400）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
	2-04-01（GBM 20401）飞行人员和领航人员
	2-04-01-01飞行驾驶员
	2-04-01-02飞行机械员
	2-04-01-03飞行领航员
	2-04-01-04飞行通信员

	2-04-02（GBM 20402）船舶指挥和引航人员
	2-04-02-01甲板部技术人员
	2-04-02-02轮机部技术人员
	2-04-02-03船舶引航员

	2-04-99（GBM 20499）其他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

	2-05（GBM 20500）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05-01（GBM 20501）临床和口腔医师
	2-05-01-01内科医师
	2-05-01-02外科医师
	2-05-01-03儿科医师
	2-05-01-04妇产科医师
	2-05-01-05眼科医师
	2-05-01-06耳鼻咽喉科医师
	2-05-01-07口腔科医师
	2-05-01-08皮肤科医师
	2-05-01-09精神科医师
	2-05-01-10传染病科医师
	2-05-01-11急诊科医师
	2-05-01-12康复科医师
	2-05-01-13麻醉科医师
	2-05-01-14病理科医师
	2-05-01-15放射科医师
	2-05-01-16核医学科医师
	2-05-01-17超声科医师
	2-05-01-18肿瘤科医师
	2-05-01-19全科医师
	2-05-01-20医学遗传科医师
	2-05-01-21妇幼保健医师
	2-05-01-22疼痛科医师
	2-05-01-23重症医学科医师
	2-05-01-24临床检验科医师
	2-05-01-25职业病科医师

	2-05-02（GBM 20502）中医医师
	2-05-02-01中医内科医师
	2-05-02-02中医外科医师
	2-05-02-03中医妇科医师
	2-05-02-04中医儿科医师
	2-05-02-05中医眼科医师
	2-05-02-06中医皮肤科医师
	2-05-02-07中医骨伤科医师
	2-05-02-08中医肛肠科医师
	2-05-02-09中医耳鼻咽喉科医师
	2-05-02-10针灸医师
	2-05-02-11中医推拿医师
	2-05-02-12中医营养医师
	2-05-02-13中医整脊科医师
	2-05-02-14中医康复医师
	2-05-02-15中医全科医师
	2-05-02-16中医亚健康医师

	2-05-03（GBM 20503）中西医结合医师
	2-05-03-01中西医结合内科医师
	2-05-03-02中西医结合外科医师
	2-05-03-03中西医结合妇科医师
	2-05-03-04中西医结合儿科医师
	2-05-03-05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医师
	2-05-03-06中西医结合肛肠科医师
	2-05-03-07中西医结合皮肤与性病科医师

	2-05-04（GBM 20504）民族医医师
	2-05-04-00民族医医师

	2-05-05（GBM 20505）公共卫生与健康医师
	2-05-05-01疾病控制医师
	2-05-05-02健康教育医师
	2-05-05-03公共卫生医师

	2-05-06（GBM 20506）药学技术人员
	2-05-06-01药师
	2-05-06-02中药师
	2-05-06-03民族药师

	2-05-07（GBM 20507）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2-05-07-01影像技师
	2-05-07-02口腔医学技师
	2-05-07-03病理技师
	2-05-07-04临床检验技师
	2-05-07-05公卫检验技师
	2-05-07-06卫生工程技师
	2-05-07-07输血技师
	2-05-07-08临床营养技师
	2-05-07-09消毒技师
	2-05-07-10肿瘤放射治疗技师
	2-05-07-11心电学技师
	2-05-07-12神经电生理脑电图技师
	2-05-07-13康复技师
	2-05-07-14心理治疗技师
	2-05-07-15病案信息技师
	2-05-07-16中医技师

	2-05-08（GBM 20508）护理人员
	2-05-08-01内科护士
	2-05-08-02儿科护士
	2-05-08-03急诊护士
	2-05-08-04外科护士
	2-05-08-05社区护士
	2-05-08-06助产士
	2-05-08-07口腔科护士
	2-05-08-08妇产科护士
	2-05-08-09中医护士

	2-05-09（GBM 20509）乡村医生
	2-05-09-00乡村医生

	2-05-99（GBM 20599）其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06（GBM 20600）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2-06-01（GBM 20601）经济专业人员
	2-06-01-01经济规划专业人员
	2-06-01-02合作经济专业人员
	2-06-01-03价格专业人员

	2-06-02（GBM 20602）统计专业人员
	2-06-02-00统计专业人员

	2-06-03（GBM 20603）会计专业人员
	2-06-03-00会计专业人员

	2-06-04（GBM 20604）审计专业人员
	2-06-04-00审计专业人员

	2-06-05（GBM 20605）税务专业人员
	2-06-05-00税务专业人员

	2-06-06（GBM 20606）评估专业人员
	2-06-06-01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2-06-06-02房地产估价专业人员
	2-06-06-03森林资源评估专业人员 L
	2-06-06-04矿业权评估专业人员
	2-06-06-05海域海岛评估专业人员

	2-06-07（GBM 20607）商务专业人员
	2-06-07-01国际商务专业人员
	2-06-07-02市场营销专业人员
	2-06-07-03商务策划专业人员
	2-06-07-04品牌专业人员
	2-06-07-05会展策划专业人员
	2-06-07-06房地产开发专业人员
	2-06-07-07医药代表
	2-06-07-08管理咨询专业人员
	2-06-07-09拍卖专业人员
	2-06-07-10物业经营管理专业人员
	2-06-07-11经纪与代理专业人员
	2-06-07-12报关专业人员
	2-06-07-13报检专业人员

	2-06-08（GBM 20608）人力资源专业人员
	2-06-08-01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
	2-06-08-02人力资源服务专业人员
	2-06-08-03职业信息分析专业人员

	2-06-09（GBM 20609）银行专业人员
	2-06-09-01银行货币发行专业人员
	2-06-09-02银行国库业务专业人员
	2-06-09-03银行外汇市场业务专业人员
	2-06-09-04银行清算专业人员
	2-06-09-05信贷审核专业人员
	2-06-09-06银行国外业务专业人员

	2-06-10（GBM 20610）保险专业人员
	2-06-10-01精算专业人员
	2-06-10-02保险核保专业人员
	2-06-10-03保险理赔专业人员
	2-06-10-04保险资金运用专业人员

	2-06-11（GBM 20611）证券专业人员
	2-06-11-01证券发行专业人员
	2-06-11-02证券交易专业人员
	2-06-11-03证券投资专业人员
	2-06-11-04理财专业人员
	2-06-11-05黄金投资专业人员

	2-06-12（GBM 20612）知识产权专业人员
	2-06-12-01专利代理专业人员
	2-06-12-02专利审查专业人员
	2-06-12-03专利管理专业人员
	2-06-12-04专利信息分析专业人员
	2-06-12-05版权专业人员
	2-06-12-06商标代理专业人员
	2-06-12-07商标审查审理专业人员
	2-06-12-08商标管理专业人员

	2-06-99（GBM 20699）其他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2-07（GBM 20700）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
	2-07-01（GBM 20701）法官
	2-07-01-00法官

	2-07-02（GBM 20702）检察官
	2-07-02-00检察官

	2-07-03（GBM 20703）律师
	2-07-03-00律师

	2-07-04（GBM 20704）公证员
	2-07-04-00公证员

	2-07-05（GBM 20705）司法鉴定人员
	2-07-05-01法医
	2-07-05-02物证鉴定人员

	2-07-06（GBM 20706）审判辅助人员
	2-07-06-00审判辅助人员

	2-07-07（GBM 20707）法律顾问
	2-07-07-00法律顾问

	2-07-08（GBM 20708）宗教教职人员
	2-07-08-00宗教教职人员

	2-07-09（GBM 20709）社会工作专业人员
	2-07-09-01社会工作者
	2-07-09-02社会组织专业人员
	2-07-09-03心理咨询师

	2-07-99（GBM 20799）其他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

	2-08（GBM 20800）教学人员
	2-08-01（GBM 20801）高等教育教师
	2-08-01-00高等教育教师

	2-08-02（GBM 20802）中等职业教育教师
	2-08-02-00中等职业教育教师

	2-08-03（GBM 20803）中小学教育教师
	2-08-03-01中学教育教师
	2-08-03-02小学教育教师

	2-08-04（GBM 20804）幼儿教育教师
	2-08-04-00幼儿教育教师

	2-08-05（GBM 20805）特殊教育教师
	2-08-05-00特殊教育教师

	2-08-99（GBM 20899）其他教学人员

	2-09（GBM 20900）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2-09-01（GBM 20901）文艺创作与编导人员
	2-09-01-01文学作家
	2-09-01-02曲艺作家
	2-09-01-03剧作家
	2-09-01-04作曲家
	2-09-01-05词作家
	2-09-01-06导演
	2-09-01-07舞蹈编导
	2-09-01-08舞美设计

	2-09-02（GBM 20902）音乐指挥与演员
	2-09-02-01音乐指挥
	2-09-02-02电影电视演员
	2-09-02-03戏剧戏曲演员
	2-09-02-04舞蹈演员
	2-09-02-05曲艺演员
	2-09-02-06杂技魔术演员
	2-09-02-07歌唱演员
	2-09-02-08皮影戏木偶戏演员
	2-09-02-09民族乐器演奏员
	2-09-02-10外国乐器演奏员

	2-09-03（GBM 20903）电影电视制作专业人员
	2-09-03-01电影电视制片人
	2-09-03-02电影电视场记
	2-09-03-03电影电视摄影师
	2-09-03-04电影电视片发行人
	2-09-03-05电视导播
	2-09-03-06剪辑师

	2-09-04（GBM 20904）舞台专业人员
	2-09-04-01灯光师
	2-09-04-02音像师
	2-09-04-03美工师
	2-09-04-04化妆师
	2-09-04-05装置师
	2-09-04-06服装道具师
	2-09-04-07演出监督
	2-09-04-08演出制作人

	2-09-05（GBM 20905）美术专业人员
	2-09-05-01画家
	2-09-05-02篆刻家
	2-09-05-03雕塑家
	2-09-05-04书法家
	2-09-05-05摄影家

	2-09-06（GBM20906）工艺美术与创意设计专业人员
	2-09-06-01视觉传达设计人员
	2-09-06-02服装设计人员
	2-09-06-03动画设计人员
	2-09-06-04环境设计人员
	2-09-06-05染织艺术设计人员
	2-09-06-06工艺美术专业人员
	2-09-06-07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员
	2-09-06-08公共艺术专业人员
	2-09-06-09陈列展览设计人员

	2-09-07（GBM 20907）体育专业人员
	2-09-07-01教练员
	2-09-07-02裁判员
	2-09-07-03运动员
	2-09-07-04运动防护师

	2-09-99（GBM 20999）其他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2-10（GBM 21000）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2-10-01（GBM 21001）记者
	2-10-01-01文字记者
	2-10-01-02摄影记者

	2-10-02（GBM 21002）编辑
	2-10-02-01文字编辑
	2-10-02-02美术编辑
	2-10-02-03技术编辑
	2-10-02-04音像电子出版物编辑
	2-10-02-05网络编辑
	2-10-02-06电子音乐编辑

	2-10-03（GBM 21003）校对员
	2-10-03-00校对员

	2-10-04（GBM 21004）播音员及节目主持人
	2-10-04-01播音员
	2-10-04-02节目主持人

	2-10-05（GBM 21005）翻译人员
	2-10-05-01翻译
	2-10-05-02手语翻译

	2-10-06（GBM 21006）图书资料与微缩摄影专业人员
	2-10-06-01图书资料专业人员
	2-10-06-02微缩摄影专业人员

	2-10-07（GBM 21007）档案专业人员
	2-10-07-00档案专业人员

	2-10-08（GBM 21008）考古及文物保护专业人员
	2-10-08-01考古专业人员
	2-10-08-02文物藏品专业人员
	2-10-08-03可移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
	2-10-08-04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

	2-10-99（GBM 21099）其他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2-99（GBM 29900）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2-99-00（GBM 29900）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GBM 30000）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01（GBM 30100）办事人员
	3-01-01（GBM 30101）行政业务办理人员
	3-01-01-01行政办事员
	3-01-01-02社区事务员
	3-01-01-03统计调查员
	3-01-01-04社团会员管理员
	3-01-01-05劝募员

	3-01-02（GBM 30102）行政事务处理人员
	3-01-02-01机要员
	3-01-02-02秘书
	3-01-02-03公关员
	3-01-02-04收发员
	3-01-02-05打字员
	3-01-02-06速录师
	3-01-02-07制图员
	3-01-02-08后勤管理员

	3-01-03（GBM 30103）行政执法和仲裁人员
	3-01-03-01行政执法员
	3-01-03-02仲裁员

	3-01-99（GBM 30199）其他办事人员

	3-02（GBM 30200）安全和消防人员
	3-02-01（GBM 30201）人民警察
	3-02-01-00人民警察

	3-02-02（GBM 30202）保卫人员
	3-02-02-00保卫管理员

	3-02-03（GBM 30203）消防和应急救援人员
	3-02-03-01消防员
	3-02-03-02消防指挥员
	3-02-03-03消防装备管理员
	3-02-03-04消防安全管理员
	3-02-03-05消防监督检查员
	3-02-03-06森林消防员 L
	3-02-03-07森林火情瞭望观察员 L
	3-02-03-08应急救援员

	3-02-99（GBM 30299）其他安全和消防人员

	3-99（GBM 39900）其他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99-00（GBM 39900）其他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第四大类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4（GBM 40000）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4-01（GBM 40100）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4-01-01（GBM 40101）采购人员
	4-01-01-00采购员

	4-01-02（GBM 40102）销售人员
	4-01-02-01营销员
	4-01-02-02电子商务师
	4-01-02-03商品营业员
	4-01-02-04收银员
	4-01-02-05摊商

	4-01-03（GBM 40103）贸易经纪代理人员
	4-01-03-01农产品经纪人
	4-01-03-02粮油竞价交易员

	4-01-04（GBM 40104）再生物资回收人员
	4-01-04-00废旧物资回收挑选工 L

	4-01-05（GBM 40105）特殊商品购销人员
	4-01-05-01农产品购销员
	4-01-05-02医药商品购销员
	4-01-05-03出版物发行员
	4-01-05-04烟草制品购销员

	4-01-99（GBM 40199）其他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4-02（GBM 4020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服务人员
	4-02-01（GBM 40201）轨道交通运输服务人员
	4-02-01-01轨道列车司机 L
	4-02-01-02铁路列车乘务员
	4-02-01-03铁路车站客运服务员
	4-02-01-04铁路行包运输服务员
	4-02-01-05铁路车站货运服务员
	4-02-01-06轨道交通调度员
	4-02-01-07城市轨道交通服务员

	4-02-02（GBM 40202）道路运输服务人员
	4-02-02-01道路客运汽车驾驶员 L
	4-02-02-02道路货运汽车驾驶员 L
	4-02-02-03道路客运服务员
	4-02-02-04道路货运业务员
	4-02-02-05道路运输调度员
	4-02-02-06公路收费及监控员
	4-02-02-07机动车驾驶教练员
	4-02-02-08油气电站操作员

	4-02-03（GBM 40203）水上运输服务人员
	4-02-03-01客运船舶驾驶员
	4-02-03-02船舶业务员
	4-02-03-03港口客运员
	4-02-03-04水上救生员
	4-02-03-05航标工

	4-02-04（GBM 40204）航空运输服务人员
	4-02-04-01民航乘务员
	4-02-04-02航空运输地面服务员
	4-02-04-03机场运行指挥员

	4-02-05（GBM 40205）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服务人员
	4-02-05-01装卸搬运工
	4-02-05-02客运售票员
	4-02-05-03运输代理服务员
	4-02-05-04危险货物运输作业员

	4-02-06（GBM 40206）仓储人员
	4-02-06-01仓储管理员
	4-02-06-02理货员
	4-02-06-03物流服务师 L
	4-02-06-04冷藏工

	4-02-07（GBM 40207）邮政和快递服务人员
	4-02-07-01邮政营业员
	4-02-07-02邮件分拣员
	4-02-07-03邮件转运员
	4-02-07-04邮政投递员
	4-02-07-05报刊业务员
	4-02-07-06集邮业务员
	4-02-07-07邮政市场业务员
	4-02-07-08快递员
	4-02-07-09快件处理员

	4-02-99（GBM 40299）其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服务人员

	4-03（GBM 40300）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4-03-01（GBM 40301）住宿服务人员
	4-03-01-01前厅服务员
	4-03-01-02客房服务员
	4-03-01-03旅店服务员

	4-03-02（GBM 40302）餐饮服务人员
	4-03-02-01中式烹调师
	4-03-02-02中式面点师
	4-03-02-03西式烹调师
	4-03-02-04西式面点师
	4-03-02-05餐厅服务员
	4-03-02-06营养配餐员
	4-03-02-07茶艺师
	4-03-02-08咖啡师
	4-03-02-09调酒师

	4-03-99（GBM 40399）其他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4-04（GBM 4040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4-04-01（GBM 40401）信息通信业务人员
	4-04-01-01信息通信营业员
	4-04-01-02电报业务员
	4-04-01-03信息通信业务员

	4-04-02（GBM 40402）信息通信网络维护人员
	4-04-02-01信息通信网络机务员
	4-04-02-02信息通信网络线务员
	4-04-02-03信息通信网络动力机务员
	4-04-02-04信息通信网络测量员
	4-04-02-05无线电监测与设备运维员

	4-04-03（GBM 40403）广播电视传输服务人员
	4-04-03-01广播电视天线工
	4-04-03-02有线广播电视机线员

	4-04-04（GBM 40404）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人员
	4-04-04-01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
	4-04-04-02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4-04-04-03信息通信信息化系统管理员

	4-04-05（GBM 4040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4-04-05-01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4-04-05-02计算机软件测试员
	4-04-05-03呼叫中心服务员

	4-04-99（GBM 40499）其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4-05（GBM 40500）金融服务人员
	4-05-01（GBM 40501）银行服务人员
	4-05-01-01银行综合柜员
	4-05-01-02银行信贷员
	4-05-01-03银行客户业务员
	4-05-01-04银行信用卡业务员

	4-05-02（GBM 40502）证券服务人员
	4-05-02-01证券交易员
	4-05-02-02基金发行员

	4-05-03（GBM 40503）期货服务人员
	4-05-03-00期货交易员

	4-05-04（GBM 40504）保险服务人员
	4-05-04-01保险代理人
	4-05-04-02保险保全员

	4-05-05（GBM 40505）典当服务人员
	4-05-05-01典当业务员
	4-05-05-02鉴定估价师

	4-05-06（GBM 40506）信托服务人员
	4-05-06-01信托业务员
	4-05-06-02信用管理师

	4-05-99（GBM 40599）其他金融服务人员

	4-06（GBM 40600）房地产服务人员
	4-06-01（GBM 40601）物业管理服务人员
	4-06-01-01物业管理员
	4-06-01-02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
	4-06-01-03停车管理员

	4-06-02（GBM 40602）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
	4-06-02-01房地产经纪人
	4-06-02-02房地产策划师

	4-06-99（GBM 40699）其他房地产服务人员

	4-07（GBM 40700）租赁和商务服务人员
	4-07-01（GBM 40701）租赁业务人员
	4-07-01-00租赁业务员

	4-07-02（GBM 40702）商务咨询服务人员
	4-07-02-01风险管理师
	4-07-02-02科技咨询师
	4-07-02-03客户服务管理员

	4-07-03（GBM 40703）人力资源服务人员
	4-07-03-01职业指导员
	4-07-03-02劳动关系协调员
	4-07-03-03创业指导师

	4-07-04（GBM 40704）旅游及公共游览场所服务人员
	4-07-04-01导游
	4-07-04-02旅游团队领队
	4-07-04-03旅行社计调
	4-07-04-04旅游咨询员
	4-07-04-05公共游览场所服务员
	4-07-04-06休闲农业服务员

	4-07-05（GBM 40705）安全保护服务人员
	4-07-05-01保安员
	4-07-05-02安检员
	4-07-05-03智能楼宇管理员
	4-07-05-04消防设施操作员
	4-07-05-05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

	4-07-06（GBM 40706）市场管理服务人员
	4-07-06-01商品监督员
	4-07-06-02商品防损员
	4-07-06-03市场管理员

	4-07-07（GBM 40707）会议及展览服务人员
	4-07-07-01会展设计师
	4-07-07-02装饰美工
	4-07-07-03模特

	4-07-99（GBM 40799）其他租赁和商务服务人员

	4-08（GBM 40800）技术辅助服务人员
	4-08-01（GBM 40801）气象服务人员
	4-08-01-00航空气象员

	4-08-02（GBM 40802）海洋服务人员
	4-08-02-01海洋水文气象观测员 L
	4-08-02-02海洋浮标工
	4-08-02-03海洋水文调查员 L
	4-08-02-04海洋生物调查员 L

	4-08-03（GBM 40803）测绘服务人员
	4-08-03-01大地测量员 L
	4-08-03-02摄影测量员 L
	4-08-03-03地图绘制员
	4-08-03-04工程测量员
	4-08-03-05不动产测绘员
	4-08-03-06海洋测绘员 L
	4-08-03-07无人机测绘操控员 L

	4-08-04（GBM 40804）地理信息服务人员
	4-08-04-01地理信息采集员 L
	4-08-04-02地理信息处理员 L
	4-08-04-03地理信息应用作业员 L

	4-08-05（GBM 40805）检验、检测和计量服务人员
	4-08-05-01农产品食品检验员 L
	4-08-05-02纤维检验员
	4-08-05-03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检测员
	4-08-05-04药物检验员
	4-08-05-05机动车检测工
	4-08-05-06计量员

	4-08-06（GBM 40806）环境监测服务人员
	4-08-06-00环境监测员 L

	4-08-07（GBM 40807）地质勘查人员
	4-08-07-01地勘钻探工
	4-08-07-02地勘掘进工
	4-08-07-03物探工
	4-08-07-04地质调查员 L
	4-08-07-05地质实验员

	4-08-08（GBM 40808）专业化设计服务人员
	4-08-08-01花艺环境设计师
	4-08-08-02纺织面料设计师
	4-08-08-03家用纺织品设计师
	4-08-08-04色彩搭配师
	4-08-08-05工艺美术品设计师
	4-08-08-06装潢美术设计师
	4-08-08-07室内装饰设计师
	4-08-08-08广告设计师
	4-08-08-09包装设计师
	4-08-08-10玩具设计师
	4-08-08-11首饰设计师
	4-08-08-12家具设计师
	4-08-08-13陶瓷产品设计师
	4-08-08-14陶瓷工艺师
	4-08-08-15地毯设计师
	4-08-08-16皮具设计师
	4-08-08-17鞋类设计师
	4-08-08-18灯具设计师
	4-08-08-19照明设计师
	4-08-08-20形象设计师

	4-08-09（GBM 40809）摄影扩印服务人员
	4-08-09-01商业摄影师
	4-08-09-02冲印师

	4-08-99（GBM 40899）其他技术辅助服务人员

	4-09（GBM 4090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员
	4-09-01（GBM 40901）水利设施管养人员
	4-09-01-01河道修防工
	4-09-01-02水工混凝土维修工
	4-09-01-03水工土石维修工
	4-09-01-04水工监测工
	4-09-01-05水工闸门运行工

	4-09-02（GBM 40902）水文服务人员
	4-09-02-01水文勘测工
	4-09-02-02水文勘测船工

	4-09-03（GBM 40903）水土保持人员
	4-09-03-00水土保持员 L

	4-09-04（GBM 40904）农田灌排人员
	4-09-04-00灌区管理工

	4-09-05（GBM 40905）自然保护区和草地监护人员
	4-09-05-01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员 L
	4-09-05-02草地监护员 L

	4-09-06（GBM 40906）野生动植物保护人员
	4-09-06-01野生动物保护员 L
	4-09-06-02野生植物保护员 L
	4-09-06-03标本员
	4-09-06-04展出动物保育员

	4-09-07（GBM 40907）环境治理服务人员
	4-09-07-01污水处理工 L
	4-09-07-02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 L
	4-09-07-03危险废物处理工 L

	4-09-08（GBM 40908）环境卫生服务人员
	4-09-08-01保洁员 L
	4-09-08-02生活垃圾清运工 L
	4-09-08-03生活垃圾处理工 L

	4-09-09（GBM 40909）有害生物防制人员
	4-09-09-00有害生物防制员 L

	4-09-10（GBM 40910）绿化与园艺服务人员
	4-09-10-01园林绿化工 L
	4-09-10-02草坪园艺师
	4-09-10-03盆景工
	4-09-10-04假山工
	4-09-10-05插花花艺师

	4-09-99（GBM 40999）其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员

	4-10（GBM 41000）居民服务人员
	4-10-01（GBM 41001）生活照料服务人员
	4-10-01-01婴幼儿发展引导员
	4-10-01-02育婴员
	4-10-01-03保育员
	4-10-01-04孤残儿童护理员
	4-10-01-05养老护理员
	4-10-01-06家政服务员

	4-10-02（GBM 41002）服装裁剪和洗染织补人员
	4-10-02-01裁缝
	4-10-02-02洗衣师
	4-10-02-03染色师
	4-10-02-04皮革护理员
	4-10-02-05织补师

	4-10-03（GBM 41003）美容美发和浴池服务人员
	4-10-03-01美容师
	4-10-03-02美发师
	4-10-03-03美甲师
	4-10-03-04浴池服务员
	4-10-03-05修脚师

	4-10-04（GBM 41004）保健服务人员
	4-10-04-01保健调理师
	4-10-04-02保健按摩师
	4-10-04-03芳香保健师

	4-10-05（GBM 41005）婚姻服务人员
	4-10-05-01婚介师
	4-10-05-02婚礼策划师
	4-10-05-03婚姻家庭咨询师

	4-10-06（GBM 41006）殡葬服务人员
	4-10-06-01殡仪服务员
	4-10-06-02遗体防腐整容师
	4-10-06-03遗体火化师
	4-10-06-04公墓管理员

	4-10-07（GBM 41007）宠物服务人员
	4-10-07-01宠物健康护理员
	4-10-07-02宠物驯导师
	4-10-07-03宠物美容师

	4-10-99（GBM 41099）其他居民服务人员

	4-11（GBM 41100）电力、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
	4-11-01（GBM 41101）电力供应服务人员
	4-11-01-00供电服务员

	4-11-02（GBM 41102）燃气供应服务人员
	4-11-02-00燃气供应服务员

	4-11-03（GBM 41103）水供应服务人员
	4-11-03-01水供应服务员
	4-11-03-02村镇供水员

	4-11-99（GBM 41199）其他电力、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

	4-12（GBM 41200）修理及制作服务人员
	4-12-01（GBM 41201）汽车摩托车修理技术服务人员
	4-12-01-01汽车维修工
	4-12-01-02摩托车修理工

	4-12-02（GBM 41202）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维修人员
	4-12-02-01计算机维修工
	4-12-02-02办公设备维修工
	4-12-02-03信息通信网络终端维修员

	4-12-03（GBM 41203）家用电子电器产品维修人员
	4-12-03-01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
	4-12-03-02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

	4-12-04（GBM 41204）日用产品修理服务人员
	4-12-04-01自行车与电动自行车维修工
	4-12-04-02修鞋工
	4-12-04-03钟表维修工
	4-12-04-04锁具修理工
	4-12-04-05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4-12-04-06照相器材维修工

	4-12-05（GBM 41205）乐器维修人员
	4-12-05-01乐器维修工
	4-12-05-02钢琴调律师

	4-12-06（GBM 41206）印章制作人员
	4-12-06-00印章制作工

	4-12-99（GBM 41299）其他修理及制作服务人员

	4-13（GBM 41300）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人员
	4-13-01（GBM 41301）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人员
	4-13-01-01群众文化指导员
	4-13-01-02礼仪主持人
	4-13-01-03讲解员

	4-13-02（GBM 41302）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人员
	4-13-02-01影视置景制作员
	4-13-02-02动画制作员
	4-13-02-03影视烟火特效员
	4-13-02-04电影洗印员
	4-13-02-05电影放映员
	4-13-02-06音响调音员
	4-13-02-07照明工
	4-13-02-08影视服装员
	4-13-02-09电视摄像员

	4-13-03（GBM 41303）文物保护作业人员
	4-13-03-01考古探掘工
	4-13-03-02文物修复师

	4-13-04（GBM 41304）健身和娱乐场所服务人员
	4-13-04-01社会体育指导员
	4-13-04-02体育场馆管理员
	4-13-04-03游泳救生员
	4-13-04-04康乐服务员

	4-13-05（GBM 41305）文化、娱乐、体育经纪代理人员
	4-13-05-01文化经纪人
	4-13-05-02体育经纪人

	4-13-99（GBM 41399）其他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人员

	4-14（GBM 41400）健康服务人员
	4-14-01（GBM 41401）医疗辅助服务人员
	4-14-01-00医疗临床辅助服务员

	4-14-02（GBM 41402）健康咨询服务人员
	4-14-02-01公共营养师
	4-14-02-02健康管理师
	4-14-02-03生殖健康咨询师

	4-14-03（GBM 41403）康复矫正服务人员
	4-14-03-01助听器验配师
	4-14-03-02口腔修复体制作工
	4-14-03-03眼镜验光员
	4-14-03-04眼镜定配工
	4-14-03-05听觉口语师

	4-14-04（GBM 41404）公共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4-14-04-00公共卫生辅助服务员

	4-14-99（GBM 41499）其他健康服务人员

	4-99（GBM 49900）其他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人员
	4-99-00（GBM 49900）其他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人员



	第五大类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5（GBM 50000）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5-01（GBM 50100）农业生产人员
	5-01-01（GBM 50101）作物种子（苗）繁育生产人员
	5-01-01-01种子繁育员
	5-01-01-02种苗繁育员

	5-01-02（GBM 50102）农作物生产人员
	5-01-02-01农艺工
	5-01-02-02园艺工
	5-01-02-03食用菌生产工
	5-01-02-04热带作物栽培工
	5-01-02-05中药材种植员

	5-01-99（GBM 50199）其他农业生产人员

	5-02（GBM 50200）林业生产人员
	5-02-01（GBM 50201）林木种苗繁育人员
	5-02-01-00林木种苗工 L

	5-02-02（GBM 50202）营造林人员
	5-02-02-00造林更新工 L

	5-02-03（GBM 50203）森林经营和管护人员
	5-02-03-01护林员 L
	5-02-03-02森林抚育工 L

	5-02-04（GBM 50204）木材采运人员
	5-02-04-01林木采伐工
	5-02-04-02集材作业工
	5-02-04-03木材水运工

	5-02-99（GBM 50299）其他林业生产人员

	5-03（GBM 50300）畜牧业生产人员
	5-03-01（GBM 50301）畜禽种苗繁育人员
	5-03-01-01家畜繁殖员
	5-03-01-02家禽繁殖员

	5-03-02（GBM 50302）畜禽饲养人员
	5-03-02-01家畜饲养员
	5-03-02-02家禽饲养员

	5-03-03（GBM 50303）特种经济动物饲养人员
	5-03-03-01经济昆虫养殖员
	5-03-03-02实验动物养殖员
	5-03-03-03特种动物养殖员

	5-03-99（GBM 50399）其他畜牧业生产人员

	5-04（GBM 50400）渔业生产人员
	5-04-01（GBM 50401）水产苗种繁育人员
	5-04-01-01水生动物苗种繁育工
	5-04-01-02水生植物苗种培育工

	5-04-02（GBM 50402）水产养殖人员
	5-04-02-01水生动物饲养工
	5-04-02-02水生植物栽培工
	5-04-02-03水产养殖潜水工

	5-04-03（GBM 50403）水产捕捞及有关人员
	5-04-03-01水产捕捞工
	5-04-03-02渔业船员
	5-04-03-03渔网具工

	5-04-99（GBM 50499）其他渔业生产人员

	5-05（GBM 50500）农、林、牧、渔业生产辅助人员
	5-05-01（GBM 50501）农业生产服务人员
	5-05-01-00农业技术员

	5-05-02（GBM 50502）动植物疫病防治人员
	5-05-02-01农作物植保员 L
	5-05-02-02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 L
	5-05-02-03动物疫病防治员
	5-05-02-04动物检疫检验员
	5-05-02-05水生物病害防治员
	5-05-02-06水生物检疫检验员

	5-05-03（GBM 50503）农村能源利用人员
	5-05-03-01沼气工 L
	5-05-03-02农村节能员 L
	5-05-03-03太阳能利用工 L
	5-05-03-04微水电利用工 L
	5-05-03-05小风电利用工 L

	5-05-04（GBM 50504）农村环境保护人员
	5-05-04-00农村环境保护工 L

	5-05-05（GBM 50505）农机化服务人员
	5-05-05-01农机驾驶操作员
	5-05-05-02农机修理工
	5-05-05-03农机服务经纪人

	5-05-06（GBM 50506）农副林特产品初加工人员
	5-05-06-01园艺产品加工工
	5-05-06-02棉花加工工
	5-05-06-03热带作物初制工
	5-05-06-04植物原料制取工
	5-05-06-05竹麻制品加工工
	5-05-06-06经济昆虫产品加工工
	5-05-06-07水产品原料处理工

	5-05-99（GBM 50599）其他农、林、牧、渔业生产辅助人员

	5-99（GBM 59900）其他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5-99-00（GBM 59900）其他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第六大类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6（GBM 60000）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6-01（GBM 60100）农副产品加工人员
	6-01-01（GBM 60101）粮油加工人员
	6-01-01-01制米工
	6-01-01-02制粉工
	6-01-01-03制油工

	6-01-02（GBM 60102）饲料加工人员
	6-01-02-00饲料加工工

	6-01-03（GBM 60103）制糖人员
	6-01-03-00食糖制造工

	6-01-04（GBM 60104）畜禽制品加工人员
	6-01-04-01畜禽屠宰加工工
	6-01-04-02畜禽副产品加工工
	6-01-04-03肉制品加工工
	6-01-04-04蛋类制品加工工

	6-01-05（GBM 60105）水产品加工人员
	6-01-05-01水产品加工工
	6-01-05-02水产制品精制工

	6-01-06（GBM 60106）果蔬和坚果加工人员
	6-01-06-00果蔬坚果加工工

	6-01-07（GBM 60107）淀粉和豆制品加工人员
	6-01-07-01淀粉及淀粉糖制造工
	6-01-07-02植物蛋白制作工
	6-01-07-03豆制品制作工

	6-01-99（GBM 60199）其他农副产品加工人员

	6-02（GBM 60200）食品、饮料生产加工人员
	6-02-01（GBM 60201）焙烤食品制造人员
	6-02-01-01糕点面包烘焙工
	6-02-01-02糕点装饰师

	6-02-02（GBM 60202）糖制品加工人员
	6-02-02-01糖果巧克力制造工
	6-02-02-02果脯蜜饯加工工

	6-02-03（GBM 60203）方便食品和罐头食品加工人员
	6-02-03-01米面主食制作工
	6-02-03-02冷冻食品制作工
	6-02-03-03罐头食品加工工

	6-02-04（GBM 60204）乳制品加工人员
	6-02-04-01乳品加工工
	6-02-04-02乳品评鉴师

	6-02-05（GBM 60205）调味品及食品添加剂制作人员
	6-02-05-01味精制造工
	6-02-05-02酱油酱类制作工
	6-02-05-03食醋制作工
	6-02-05-04精制制盐工
	6-02-05-05酶制剂制造工
	6-02-05-06柠檬酸制造工
	6-02-05-07调味品品评师

	6-02-06（GBM 60206）酒、饮料及精制茶制造人员
	6-02-06-01酿酒师
	6-02-06-02酒精酿造工
	6-02-06-03白酒酿造工
	6-02-06-04啤酒酿造工
	6-02-06-05黄酒酿造工
	6-02-06-06果露酒酿造工
	6-02-06-07品酒师
	6-02-06-08麦芽制麦工
	6-02-06-09饮料制作工
	6-02-06-10茶叶加工工
	6-02-06-11评茶员

	6-02-99（GBM 60299）其他食品、饮料生产加工人员

	6-03（GBM 60300）烟草及其制品加工人员
	6-03-01（GBM 60301）烟叶初加工人员
	6-03-01-01烟叶调制员
	6-03-01-02烟叶评级员

	6-03-02（GBM 60302）烟用材料生产人员
	6-03-02-01烟用二醋片制造工
	6-03-02-02烟用丝束制造工

	6-03-03（GBM 60303）烟草制品生产人员
	6-03-03-01烟机设备操作工
	6-03-03-02烟草评吸师

	6-03-99（GBM 60399）其他烟草及其制品加工人员

	6-04（GBM 60400）纺织、针织、印染人员
	6-04-01（GBM 60401）纤维预处理人员
	6-04-01-01开清棉工
	6-04-01-02丝麻毛纤维预处理工
	6-04-01-03纺织纤维梳理工
	6-04-01-04并条工
	6-04-01-05粗纱工

	6-04-02（GBM 60402）纺纱人员
	6-04-02-01纺纱工
	6-04-02-02缫丝工

	6-04-03（GBM 60403）织造人员
	6-04-03-01整经工
	6-04-03-02浆纱浆染工
	6-04-03-03织布工
	6-04-03-04意匠纹版工

	6-04-04（GBM 60404）针织人员
	6-04-04-01纬编工
	6-04-04-02经编工
	6-04-04-03横机工

	6-04-05（GBM 60405）非织造布制造人员
	6-04-05-00非织造布制造工

	6-04-06（GBM 60406）印染人员
	6-04-06-01印染前处理工
	6-04-06-02纺织染色工
	6-04-06-03印花工
	6-04-06-04纺织印花制版工
	6-04-06-05印染后整理工
	6-04-06-06印染染化料配制工
	6-04-06-07工艺染织品制作工

	6-04-99（GBM 60499）其他纺织、针织、印染人员

	6-05（GBM 60500）纺织品、服装和皮革、毛皮制品加工制作人员
	6-05-01（GBM 60501）纺织品和服装剪裁缝纫人员
	6-05-01-01服装制版师
	6-05-01-02裁剪工
	6-05-01-03缝纫工
	6-05-01-04缝纫品整型工
	6-05-01-05服装水洗工
	6-05-01-06绒线编织拼布工

	6-05-02（GBM 60502）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加工人员
	6-05-02-01皮革及皮革制品加工工
	6-05-02-02毛皮及毛皮制品加工工

	6-05-03（GBM 60503）羽绒羽毛加工及制品制造人员
	6-05-03-00羽绒羽毛加工及制品充填工

	6-05-04（GBM 60504）鞋帽制作人员
	6-05-04-01制鞋工
	6-05-04-02制帽工


	6-06（GBM 60600）木材加工、家具与木制品制作人员
	6-06-01（GBM 60601）木材加工人员
	6-06-01-01制材工
	6-06-01-02木竹藤材处理工

	6-06-02（GBM 60602）人造板制造人员
	6-06-02-01胶合板工
	6-06-02-02纤维板工
	6-06-02-03刨花板工
	6-06-02-04浸渍纸层压板工
	6-06-02-05人造板饰面工

	6-06-03（GBM 60603）木制品制造人员
	6-06-03-01手工木工
	6-06-03-02机械木工
	6-06-03-03木地板制造工

	6-06-04（GBM 60604）家具制造人员
	6-06-04-00家具制作工

	6-06-99（GBM 60699）其他木材加工、家具与木制品制作人员

	6-07（GBM 60700）纸及纸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6-07-01（GBM 60701）制浆造纸人员
	6-07-01-01制浆工
	6-07-01-02制浆废液回收利用工 L
	6-07-01-03造纸工
	6-07-01-04纸张整饰工
	6-07-01-05宣纸书画纸制作工

	6-07-02（GBM 60702）纸制品制作人员
	6-07-02-00纸箱纸盒制作工

	6-07-99（GBM 60799）其他纸及纸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6-08（GBM 60800）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人员
	6-08-01（GBM 60801）印刷人员
	6-08-01-01印前处理和制作员
	6-08-01-02印刷操作员
	6-08-01-03印后制作员

	6-08-02（GBM 60802）记录媒介复制人员
	6-08-02-00音像制品复制员

	6-08-99（GBM 60899）其他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人员

	6-09（GBM 60900）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作人员
	6-09-01（GBM 60901）文教用品制作人员
	6-09-01-01自来水笔制造工
	6-09-01-02圆珠笔制造工
	6-09-01-03铅笔制造工
	6-09-01-04毛笔制作工
	6-09-01-05记号笔制造工
	6-09-01-06墨制作工
	6-09-01-07墨水墨汁制造工
	6-09-01-08绘图仪器制作工
	6-09-01-09印泥制作工

	6-09-02（GBM 60902）乐器制作人员
	6-09-02-01钢琴及键盘乐器制作工
	6-09-02-02提琴吉他制作工
	6-09-02-03管乐器制作工
	6-09-02-04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工
	6-09-02-05吹奏乐器制作工
	6-09-02-06打击乐器制作工
	6-09-02-07电鸣乐器制作工

	6-09-03（GBM 60903）工艺美术品制作人员
	6-09-03-01工艺品雕刻工
	6-09-03-02雕塑翻制工
	6-09-03-03陶瓷工艺品制作师
	6-09-03-04景泰蓝制作工
	6-09-03-05金属摆件制作工
	6-09-03-06漆器制作工
	6-09-03-07壁画制作工
	6-09-03-08版画制作工
	6-09-03-09人造花制作工
	6-09-03-10工艺画制作工
	6-09-03-11抽纱刺绣工
	6-09-03-12手工地毯制作工
	6-09-03-13机制地毯制作工
	6-09-03-14宝石琢磨工
	6-09-03-15贵金属首饰制作工
	6-09-03-16装裱师
	6-09-03-17民间工艺品制作工
	6-09-03-18剧装工
	6-09-03-19民间工艺品艺人

	6-09-04（GBM 60904）体育用品制作人员
	6-09-04-01制球工
	6-09-04-02球拍球网制作工
	6-09-04-03健身器材制作工

	6-09-05（GBM 60905）玩具制作人员
	6-09-05-00玩具制作工

	6-09-99（GBM 60999）其他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作人员

	6-10（GBM 61000）石油加工和炼焦、煤化工生产人员
	6-10-01（GBM 61001）石油炼制生产人员
	6-10-01-01原油蒸馏工
	6-10-01-02催化裂化工
	6-10-01-03蜡油渣油加氢工
	6-10-01-04渣油热加工工
	6-10-01-05石脑油加工工
	6-10-01-06炼厂气加工工
	6-10-01-07润滑油脂生产工
	6-10-01-08石油产品精制工
	6-10-01-09油制气工
	6-10-01-10油品储运工
	6-10-01-11油母页岩提炼工 L

	6-10-02（GBM 61002）炼焦人员
	6-10-02-01炼焦煤制备工
	6-10-02-02炼焦工

	6-10-03（GBM 61003）煤化工生产人员
	6-10-03-01煤制烯烃生产工
	6-10-03-02煤制油生产工
	6-10-03-03煤制气工
	6-10-03-04水煤浆制备工
	6-10-03-05工业型煤工

	6-10-99（GBM 61099）其他石油加工和炼焦、煤化工生产人员

	6-11（GBM 61100）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人员
	6-11-01（GBM 61101）化工产品生产通用工艺人员
	6-11-01-01化工原料准备工
	6-11-01-02化工单元操作工
	6-11-01-03化工总控工
	6-11-01-04制冷工
	6-11-01-05工业清洗工
	6-11-01-06防腐蚀工

	6-11-02（GBM 61102）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人员
	6-11-02-01硫酸生产工
	6-11-02-02硝酸生产工
	6-11-02-03盐酸生产工
	6-11-02-04磷酸生产工
	6-11-02-05纯碱生产工
	6-11-02-06烧碱生产工
	6-11-02-07无机盐生产工
	6-11-02-08提硝工
	6-11-02-09卤水综合利用工
	6-11-02-10无机化学反应生产工
	6-11-02-11脂肪烃生产工
	6-11-02-12芳香烃生产工
	6-11-02-13脂肪烃衍生物生产工
	6-11-02-14芳香烃衍生物生产工
	6-11-02-15有机合成工

	6-11-03（GBM 61103）化学肥料生产人员
	6-11-03-01合成氨生产工
	6-11-03-02尿素生产工
	6-11-03-03硝酸铵生产工
	6-11-03-04硫酸铵生产工
	6-11-03-05过磷酸钙生产工
	6-11-03-06复混肥生产工
	6-11-03-07钙镁磷肥生产工
	6-11-03-08钾肥生产工

	6-11-04（GBM 61104）农药生产人员
	6-11-04-00农药生产工

	6-11-05（GBM 61105）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人员
	6-11-05-01涂料生产工
	6-11-05-02油墨制造工
	6-11-05-03颜料生产工
	6-11-05-04染料生产工

	6-11-06（GBM 61106）合成树脂生产人员
	6-11-06-00合成树脂生产工

	6-11-07（GBM 61107）合成橡胶生产人员
	6-11-07-00合成橡胶生产工

	6-11-08（GBM 61108）专用化学产品生产人员
	6-11-08-01催化剂生产工
	6-11-08-02总溶剂生产工
	6-11-08-03化学试剂生产工
	6-11-08-04印染助剂生产工
	6-11-08-05表面活性剂制造工
	6-11-08-06化工添加剂生产工
	6-11-08-07油脂化工产品制造工
	6-11-08-08动物胶制造工
	6-11-08-09人造板制胶工
	6-11-08-10有机硅生产工
	6-11-08-11有机氟生产工
	6-11-08-12松香工
	6-11-08-13松节油制品工
	6-11-08-14活性炭生产工
	6-11-08-15栲胶生产工
	6-11-08-16紫胶生产工
	6-11-08-17栓皮制品工
	6-11-08-18植物原料水解工
	6-11-08-19感光材料生产工
	6-11-08-20胶印版材生产工
	6-11-08-21柔性版材生产工
	6-11-08-22磁记录材料生产工
	6-11-08-23热转移防护膜涂布工
	6-11-08-24平板显示膜生产工
	6-11-08-25甘油制造工
	6-11-08-26生物质化工产品生产工 L

	6-11-09（GBM 61109）火工品制造、保管、爆破及焰火产品制造人员
	6-11-09-01雷管制造工
	6-11-09-02索状爆破器材制造工
	6-11-09-03火工品装配工
	6-11-09-04火工品管理工
	6-11-09-05烟花爆竹工

	6-11-10（GBM 61110）日用化学品生产人员
	6-11-10-01合成洗涤剂制造工
	6-11-10-02肥皂制造工
	6-11-10-03化妆品配方师
	6-11-10-04化妆品制造工
	6-11-10-05口腔清洁剂制造工
	6-11-10-06香料制造工
	6-11-10-07调香师
	6-11-10-08香精配制工
	6-11-10-09火柴制造工

	6-11-99（GBM 61199）其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人员

	6-12（GBM 61200）医药制造人员
	6-12-01（GBM 61201）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人员
	6-12-01-00化学合成制药工

	6-12-02（GBM 61202）中药饮片加工人员
	6-12-02-00中药炮制工

	6-12-03（GBM 61203）药物制剂人员
	6-12-03-00药物制剂工

	6-12-04（GBM 61204）兽用药品制造人员
	6-12-04-00兽药制造工

	6-12-05（GBM 61205）生物药品制造人员
	6-12-05-01生化药品制造工
	6-12-05-02发酵工程制药工
	6-12-05-03疫苗制品工
	6-12-05-04血液制品工
	6-12-05-05基因工程药品生产工

	6-12-99（GBM 61299）其他医药制造人员

	6-13（GBM 61300）化学纤维制造人员
	6-13-01（GBM 61301）化学纤维原料制造人员
	6-13-01-01化纤聚合工
	6-13-01-02纺丝原液制造工

	6-13-02（GBM 61302）化学纤维纺丝及后处理人员
	6-13-02-01纺丝工
	6-13-02-02化纤后处理工

	6-13-99（GBM 61399）其他化学纤维制造人员

	6-14（GBM 61400）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人员
	6-14-01（GBM 61401）橡胶制品生产人员
	6-14-01-01橡胶制品生产工
	6-14-01-02轮胎翻修工 L

	6-14-02（GBM 61402）塑料制品加工人员
	6-14-02-00塑料制品成型制作工

	6-14-99（GBM 61499）其他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人员

	6-15（GBM 61500）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人员
	6-15-01（GBM 61501）水泥、石灰、石膏及其制品制造人员
	6-15-01-01水泥生产工
	6-15-01-02水泥混凝土制品工
	6-15-01-03石灰煅烧工
	6-15-01-04石膏粉生产工
	6-15-01-05石膏制品生产工
	6-15-01-06预拌混凝土生产工

	6-15-02（GBM 61502）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人员
	6-15-02-01砖瓦生产工
	6-15-02-02加气混凝土制品工
	6-15-02-03石材生产工
	6-15-02-04人造石生产加工工
	6-15-02-05防水卷材制造工
	6-15-02-06保温材料制造工
	6-15-02-07吸音材料制造工
	6-15-02-08砂石骨料生产工

	6-15-03（GBM 61503）玻璃及玻璃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6-15-03-01玻璃配料熔化工
	6-15-03-02玻璃及玻璃制品成型工
	6-15-03-03玻璃加工工
	6-15-03-04玻璃制品加工工
	6-15-03-05电子玻璃制品加工工
	6-15-03-06石英玻璃制品加工工

	6-15-04（GBM 61504）玻璃纤维及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人员
	6-15-04-01玻璃纤维及制品工
	6-15-04-02玻璃钢制品工

	6-15-05（GBM 61505）陶瓷制品制造人员
	6-15-05-01陶瓷原料准备工
	6-15-05-02陶瓷成型施釉工
	6-15-05-03陶瓷烧成工
	6-15-05-04陶瓷装饰工
	6-15-05-05古建琉璃工

	6-15-06（GBM 61506）耐火材料制品生产人员
	6-15-06-01耐火原料加工成型工
	6-15-06-02耐火材料烧成工
	6-15-06-03耐火制品加工工
	6-15-06-04耐火纤维制品工

	6-15-07（GBM 61507）石墨及炭素制品生产人员
	6-15-07-01炭素煅烧工
	6-15-07-02炭素成型工
	6-15-07-03炭素焙烧工
	6-15-07-04炭素浸渍工
	6-15-07-05石墨化工
	6-15-07-06炭素制品工
	6-15-07-07炭素特种材料工

	6-15-08（GBM 61508）高岭土、珍珠岩等非金属矿物加工人员
	6-15-08-01人工合成晶体工
	6-15-08-02高岭土加工工
	6-15-08-03珍珠岩加工工
	6-15-08-04石棉制品工
	6-15-08-05云母制品工

	6-15-99（GBM 61599）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人员

	6-16（GBM 61600）采矿人员
	6-16-01（GBM 61601）矿物采选人员
	6-16-01-01露天采矿工
	6-16-01-02露天矿物开采辅助工
	6-16-01-03运矿排土工
	6-16-01-04矿井开掘工
	6-16-01-05井下采矿工
	6-16-01-06井下支护工
	6-16-01-07井下机车运输工
	6-16-01-08矿山提升设备操作工
	6-16-01-09矿井通风工
	6-16-01-10矿山安全防护工
	6-16-01-11矿山安全设备监测检修工
	6-16-01-12矿山救护工
	6-16-01-13矿山生产集控员
	6-16-01-14矿石处理工
	6-16-01-15选矿工
	6-16-01-16选矿脱水工
	6-16-01-17尾矿工

	6-16-02（GBM 6160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与储运人员
	6-16-02-01石油勘探工
	6-16-02-02钻井工
	6-16-02-03钻井协作工
	6-16-02-04井下作业设备操作维修工
	6-16-02-05水下钻井设备操作工
	6-16-02-06油气水井测试工
	6-16-02-07石油开采工
	6-16-02-08天然气开采工
	6-16-02-09煤层气排采集输工
	6-16-02-10天然气处理工
	6-16-02-11油气输送工
	6-16-02-12油气管道维护工
	6-16-02-13海上平台水手

	6-16-03（GBM 61603）采盐人员
	6-16-03-01海盐制盐工
	6-16-03-02湖盐制盐工
	6-16-03-03井矿盐制盐工

	6-16-99（GBM 61699）其他采矿人员

	6-17（GBM 61700）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人员
	6-17-01（GBM 61701）炼铁人员
	6-17-01-01烧结球团原料工
	6-17-01-02粉矿烧结工
	6-17-01-03球团焙烧工
	6-17-01-04烧结成品工
	6-17-01-05高炉原料工
	6-17-01-06高炉炼铁工
	6-17-01-07高炉运转工

	6-17-02（GBM 61702）炼钢人员
	6-17-02-01炼钢原料工
	6-17-02-02炼钢工
	6-17-02-03炼钢浇铸工
	6-17-02-04炼钢准备工
	6-17-02-05整模脱模工

	6-17-03（GBM 61703）铸铁管人员
	6-17-03-01铸管备品工
	6-17-03-02铸管工
	6-17-03-03铸管精整工

	6-17-04（GBM 61704）铁合金冶炼人员
	6-17-04-01铁合金原料工
	6-17-04-02铁合金火法冶炼工
	6-17-04-03铁合金焙烧工
	6-17-04-04铁合金湿法冶炼工
	6-17-04-05钒氮合金工

	6-17-05（GBM 61705）重有色金属冶炼人员
	6-17-05-01重冶备料工
	6-17-05-02重金属物料焙烧工
	6-17-05-03重冶火法冶炼工
	6-17-05-04重冶湿法冶炼工
	6-17-05-05电解精炼工

	6-17-06（GBM 61706）轻有色金属冶炼人员
	6-17-06-01氧化铝制取工
	6-17-06-02铝电解工
	6-17-06-03镁冶炼工
	6-17-06-04硅冶炼工

	6-17-07（GBM 61707）稀贵金属冶炼人员
	6-17-07-01钨钼冶炼工
	6-17-07-02钽铌冶炼工
	6-17-07-03钛冶炼工
	6-17-07-04稀土冶炼工
	6-17-07-05稀土材料生产工
	6-17-07-06贵金属冶炼工
	6-17-07-07锂冶炼工

	6-17-08（GBM 61708）半导体材料制备人员
	6-17-08-01半导体辅料制备工
	6-17-08-02多晶硅制取工

	6-17-09（GBM 61709）金属轧制人员
	6-17-09-01轧制原料工
	6-17-09-02金属轧制工
	6-17-09-03金属材酸碱洗工
	6-17-09-04金属材涂层机组操作工
	6-17-09-05金属材热处理工
	6-17-09-06焊管机组操作工
	6-17-09-07金属材精整工
	6-17-09-08金属材丝拉拔工
	6-17-09-09金属挤压工
	6-17-09-10铸轧工
	6-17-09-11钢丝绳制造工

	6-17-10（GBM 61710）硬质合金生产人员
	6-17-10-01硬质合金混合料工
	6-17-10-02硬质合金成型工
	6-17-10-03硬质合金烧结工
	6-17-10-04硬质合金精加工工

	6-17-99（GBM 61799）其他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人员

	6-18（GBM 61800）机械制造基础加工人员
	6-18-01（GBM 61801）机械冷加工人员
	6-18-01-01车工
	6-18-01-02铣工
	6-18-01-03刨插工
	6-18-01-04磨工
	6-18-01-05镗工
	6-18-01-06钻床工
	6-18-01-07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
	6-18-01-08电切削工
	6-18-01-09拉床工
	6-18-01-10下料工
	6-18-01-11铆工
	6-18-01-12冲压工

	6-18-02（GBM 61802）机械热加工人员
	6-18-02-01铸造工
	6-18-02-02锻造工
	6-18-02-03金属热处理工
	6-18-02-04焊工
	6-18-02-05机械加工材料切割工
	6-18-02-06粉末冶金制品制造工

	6-18-03（GBM 61803）机械表面处理加工人员
	6-18-03-01镀层工
	6-18-03-02镀膜工
	6-18-03-03涂装工
	6-18-03-04喷涂喷焊工

	6-18-04（GBM 61804）工装工具制造加工人员
	6-18-04-01模具工
	6-18-04-02模型制作工
	6-18-04-03磨料制造工
	6-18-04-04磨具制造工
	6-18-04-05量具和刃具制造工
	6-18-04-06工具钳工

	6-18-99（GBM 61899）其他机械制造基础加工人员

	6-19（GBM 61900）金属制品制造人员
	6-19-01（GBM 61901）五金制品制作装配人员
	6-19-01-01工具五金制作工
	6-19-01-02建筑五金制品制作工
	6-19-01-03锁具制作工
	6-19-01-04金属炊具及器皿制作工
	6-19-01-05日用五金制品制作工
	6-19-01-06搪瓷制品制造工

	6-19-99（GBM 61999）其他金属制品制造人员

	6-20（GBM 62000）通用设备制造人员
	6-20-01（GBM 62001）通用基础件装配制造人员
	6-20-01-01装配钳工
	6-20-01-02轴承制造工
	6-20-01-03齿轮制造工
	6-20-01-04减变速机装配调试工
	6-20-01-05链传动部件制造工
	6-20-01-06紧固件制造工
	6-20-01-07弹簧工

	6-20-02（GBM 62002）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人员
	6-20-02-01锅炉设备制造工
	6-20-02-02内燃机装配调试工
	6-20-02-03汽轮机装配调试工
	6-20-02-04风电机组制造工 L

	6-20-03（GBM 62003）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人员
	6-20-03-01机床装调维修工
	6-20-03-02焊接设备装配调试工
	6-20-03-03焊接材料制造工

	6-20-04（GBM 62004）物料搬运设备制造人员
	6-20-04-00电梯装配调试工

	6-20-05（GBM 62005）泵、压缩机、阀门及类似机械制造人员
	6-20-05-01泵装配调试工
	6-20-05-02真空设备装配调试工
	6-20-05-03压缩机装配调试工
	6-20-05-04风机装配调试工
	6-20-05-05过滤与分离机械装配调试工
	6-20-05-06气体分离设备装配调试工
	6-20-05-07制冷空调设备装配工
	6-20-05-08阀门装配调试工
	6-20-05-09液压液力气动密封件制造工

	6-20-06（GBM 62006）烘炉、水处理、衡器等设备制造人员
	6-20-06-01工业炉及电炉装配工
	6-20-06-02膜法水处理材料和设备制造工
	6-20-06-03电渗析器制造工
	6-20-06-04电动工具制造工
	6-20-06-05衡器装配调试工

	6-20-07（GBM 62007）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人员
	6-20-07-01电影电教设备制造工
	6-20-07-02照相机及器材制造工
	6-20-07-03复印设备制造工
	6-20-07-04办公小机械制造工
	6-20-07-05光学零件制造工
	6-20-07-06静电成像设备耗材制造工

	6-20-99（GBM 62099）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人员

	6-21（GBM 62100）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21-01（GBM 62101）采矿、建筑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21-01-01矿用电机车装配工
	6-21-01-02工程机械装配调试工

	6-21-02（GBM 62102）印刷生产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21-02-00印刷设备装配调试工

	6-21-03（GBM 62103）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21-03-00缝制机械装配调试工

	6-21-04（GBM 62104）电子专用设备装配调试人员
	6-21-04-01电子专用设备装调工
	6-21-04-02真空测试工

	6-21-05（GBM 62105）农业机械制造人员
	6-21-05-01拖拉机制造工
	6-21-05-02耕种机械制造工
	6-21-05-03灌溉机械制造工
	6-21-05-04收获机械制造工

	6-21-06（GBM 62106）医疗器械制品和康复辅具生产人员
	6-21-06-01医疗器械装配工
	6-21-06-02矫形器装配工
	6-21-06-03假肢装配工
	6-21-06-04医用材料产品生产工

	6-21-99（GBM 62199）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22（GBM 62200）汽车制造人员
	6-22-01（GBM 62201）汽车零部件、饰件生产加工人员
	6-22-01-01汽车生产线操作工
	6-22-01-02汽车饰件制造工
	6-22-01-03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工 L

	6-22-02（GBM 62202）汽车整车制造人员
	6-22-02-01汽车装调工
	6-22-02-02汽车回收拆解工 L

	6-22-99（GBM 62299）其他汽车制造人员

	6-23（GBM 62300）铁路、船舶、航空设备制造人员
	6-23-01（GBM 62301）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人员
	6-23-01-01铁路机车制修工
	6-23-01-02铁路车辆制修工
	6-23-01-03动车组制修师
	6-23-01-04铁路机车车辆制动钳工
	6-23-01-05道岔钳工

	6-23-02（GBM 62302）船舶制造人员
	6-23-02-01金属船体制造工
	6-23-02-02船舶机械装配工
	6-23-02-03船舶电气装配工
	6-23-02-04船舶附件制造工
	6-23-02-05船舶木塑帆缆制造工
	6-23-02-06拆船工 L

	6-23-03（GBM 62303）航空产品装配、调试人员
	6-23-03-01飞机装配工
	6-23-03-02飞机系统安装调试工
	6-23-03-03航空发动机装配工
	6-23-03-04航空螺旋桨装配工
	6-23-03-05航空电气安装调试工
	6-23-03-06航空附件装配工
	6-23-03-07航空仪表装配工
	6-23-03-08航空装配平衡工
	6-23-03-09飞机无线电设备安装调试工
	6-23-03-10飞机雷达安装调试工
	6-23-03-11飞机特种设备检测与修理工
	6-23-03-12飞机透明件制造胶接装配工
	6-23-03-13飞机外场调试与维护工
	6-23-03-14航空环控救生装备工

	6-23-04（GBM 62304）摩托车、自行车制造人员
	6-23-04-01摩托车装调工
	6-23-04-02自行车与电动自行车装配工

	6-23-99（GBM 62399）其他铁路、船舶、航空设备制造人员

	6-24（GBM 6240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人员
	6-24-01（GBM 62401）电机制造人员
	6-24-01-00电机制造工

	6-24-02（GBM 62402）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人员
	6-24-02-01变压器互感器制造工
	6-24-02-02高低压电器及成套设备装配工
	6-24-02-03电力电容器及其装置制造工
	6-24-02-04光伏组件制造工 L

	6-24-03（GBM 62403）电线电缆、光纤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人员
	6-24-03-01电线电缆制造工
	6-24-03-02光纤光缆制造工
	6-24-03-03绝缘制品制造工
	6-24-03-04电工合金电触头制造工
	6-24-03-05电器附件制造工

	6-24-04（GBM 62404）电池制造人员
	6-24-04-00电池制造工

	6-24-05（GBM 62405）家用电力器具制造人员
	6-24-05-01家用电冰箱制造工
	6-24-05-02空调器制造工
	6-24-05-03洗衣机制造工
	6-24-05-04小型家用电器制造工

	6-24-06（GBM 62406）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人员
	6-24-06-00燃气具制造工

	6-24-07（GBM 62407）照明器具制造人员
	6-24-07-01电光源制造工
	6-24-07-02灯具制造工

	6-24-08（GBM 62408）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人员
	6-24-08-00轨道交通通信信号设备制造工

	6-24-99（GBM 62499）其他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人员

	6-25（GBM 6250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人员
	6-25-01（GBM 62501）电子元件制造人员
	6-25-01-01电容器制造工
	6-25-01-02电阻器制造工
	6-25-01-03微波铁氧体元器件制造工
	6-25-01-04石英晶体生长设备操作工
	6-25-01-05压电石英晶片加工工
	6-25-01-06石英晶体元器件制造工
	6-25-01-07电声器件制造工
	6-25-01-08水声换能器制造工
	6-25-01-09继电器制造工
	6-25-01-10高频电感器制造工
	6-25-01-11电器接插件制造工
	6-25-01-12电子产品制版工
	6-25-01-13印制电路制作工
	6-25-01-14薄膜加热器件制造工
	6-25-01-15温差电器件制造工
	6-25-01-16电子绝缘与介质材料制造工

	6-25-02（GBM 62502）电子器件制造人员
	6-25-02-01真空电子器件零件制造及装调工
	6-25-02-02电极丝制造工
	6-25-02-03液晶显示器件制造工
	6-25-02-04晶片加工工
	6-25-02-05半导体芯片制造工
	6-25-02-06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
	6-25-02-07磁头制造工

	6-25-03（GBM 62503）计算机制造人员
	6-25-03-00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

	6-25-04（GBM 62504）电子设备装配调试人员
	6-25-04-01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工
	6-25-04-02通信终端设备制造工
	6-25-04-03雷达装调工
	6-25-04-04激光头制造工
	6-25-04-05激光机装调工
	6-25-04-06广电和通信设备机械装校工
	6-25-04-07广电和通信设备电子装接工
	6-25-04-08广电和通信设备调试工

	6-25-99（GBM 62599）其他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人员

	6-26（GBM 62600）仪器仪表制造人员
	6-26-01（GBM 62601）仪器仪表装配人员
	6-26-01-01仪器仪表制造工
	6-26-01-02钟表及计时仪器制造工

	6-26-99（GBM 62699）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人员

	6-27（GBM 62700）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人员
	6-27-01（GBM 62701）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人员
	6-27-01-00废旧物资加工处理工 L

	6-27-99（GBM 62799）其他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人员

	6-28（GBM 62800）电力、热力、气体、水生产和输配人员
	6-28-01（GBM 62801）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人员
	6-28-01-01锅炉运行值班员
	6-28-01-02燃料值班员
	6-28-01-03汽轮机运行值班员
	6-28-01-04燃气轮机值班员
	6-28-01-05发电集控值班员
	6-28-01-06电气值班员
	6-28-01-07火电厂氢冷值班员
	6-28-01-08余热余压利用系统操作工 L
	6-28-01-09水力发电运行值班员 L
	6-28-01-10光伏发电运维值班员 L
	6-28-01-11锅炉操作工
	6-28-01-12风力发电运维值班员 L
	6-28-01-13供热管网系统运行工
	6-28-01-14变配电运行值班员
	6-28-01-15继电保护员

	6-28-02（GBM 62802）气体生产、处理和输送人员
	6-28-02-01燃气储运工
	6-28-02-02气体深冷分离工
	6-28-02-03工业气体生产工
	6-28-02-04工业气体液化工
	6-28-02-05工业废气治理工 L
	6-28-02-06压缩机操作工
	6-28-02-07风机操作工

	6-28-03（GBM 62803）水生产、输排和水处理人员
	6-28-03-01水生产处理工 L
	6-28-03-02水供应输排工 L
	6-28-03-03工业废水处理工 L
	6-28-03-04司泵工

	6-28-99（GBM 62899）其他电力、热力、气体、水生产和输配人员

	6-29（GBM 62900）建筑施工人员
	6-29-01（GBM 62901）房屋建筑施工人员
	6-29-01-01砌筑工
	6-29-01-02石工
	6-29-01-03混凝土工
	6-29-01-04钢筋工
	6-29-01-05架子工

	6-29-02（GBM 62902）土木工程建筑施工人员
	6-29-02-01铁路自轮运转设备工
	6-29-02-02铁路线桥工
	6-29-02-03筑路工
	6-29-02-04公路养护工
	6-29-02-05桥隧工
	6-29-02-06凿岩工
	6-29-02-07爆破工
	6-29-02-08防水工
	6-29-02-09水运工程施工工
	6-29-02-10水工建构筑物维护检修工
	6-29-02-11电力电缆安装运维工
	6-29-02-12送配电线路工
	6-29-02-13牵引电力线路安装维护工
	6-29-02-14舟桥工
	6-29-02-15管道工

	6-29-03（GBM 62903）建筑安装施工人员
	6-29-03-01机械设备安装工
	6-29-03-02电气设备安装工
	6-29-03-03电梯安装维修工
	6-29-03-04管工
	6-29-03-05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
	6-29-03-06锅炉设备安装工
	6-29-03-07发电设备安装工
	6-29-03-08电力电气设备安装工
	6-29-03-09轨道交通通信工
	6-29-03-10轨道交通信号工

	6-29-04（GBM 62904）建筑装饰人员
	6-29-04-01装饰装修工
	6-29-04-02建筑门窗幕墙安装工
	6-29-04-03照明工程施工员

	6-29-05（GBM 62905）古建筑修建人员
	6-29-05-00古建筑工

	6-29-99（GBM 62999）其他建筑施工人员

	6-30（GBM 63000）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6-30-01（GBM 63001）专用车辆操作人员
	6-30-01-00专用车辆驾驶员

	6-30-02（GBM 63002）轨道交通运输机械设备操作人员
	6-30-02-01铁路车站行车作业员
	6-30-02-02铁路车站调车作业员
	6-30-02-03机车调度值班员
	6-30-02-04机车整备员
	6-30-02-05救援机械操作员
	6-30-02-06铁路试验检测设备维修工
	6-30-02-07铁路电源工

	6-30-03（GBM 63003）民用航空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6-30-03-01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员
	6-30-03-02民航机场专用设备机务员
	6-30-03-03航空油料员

	6-30-04（GBM 63004）水上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6-30-04-01船舶甲板设备操作工
	6-30-04-02船舶机舱设备操作工
	6-30-04-03船闸及升船机运管员
	6-30-04-04潜水员

	6-30-05（GBM 63005）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
	6-30-05-01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6-30-05-02起重工
	6-30-05-03输送机操作工
	6-30-05-04索道运输机械操作工
	6-30-05-05挖掘铲运和桩工机械司机
	6-30-99 （GBM 63099）其他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6-31（GBM 63100）生产辅助人员
	6-31-01（GBM 63101）机械设备修理人员
	6-31-01-01设备点检员
	6-31-01-02机修钳工
	6-31-01-03电工
	6-31-01-04仪器仪表维修工
	6-31-01-05锅炉设备检修工
	6-31-01-06汽轮机和水轮机检修工
	6-31-01-07发电机检修工
	6-31-01-08变电设备检修工
	6-31-01-09工程机械维修工

	6-31-02（GBM 63102）船舶、民用航空器修理人员
	6-31-02-01船舶修理工
	6-31-02-02民用航空器机械维护员
	6-31-02-03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员

	6-31-03（GBM 63103）检验试验人员
	6-31-03-01化学检验员
	6-31-03-02物理性能检验员
	6-31-03-03生化检验员
	6-31-03-04无损检测员
	6-31-03-05质检员
	6-31-03-06试验员

	6-31-04（GBM 63104）称重计量人员
	6-31-04-00称重计量工

	6-31-05（GBM 63105）包装人员
	6-31-05-00包装工

	6-31-06（GBM 63106）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6-31-06-00安全员

	6-31-99（GBM 63199）其他生产辅助人员

	6-99（GBM 69900）其他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6-99-00（GBM 69900）其他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第七大类军人
	7（GBM 70000）军人
	7-00（GBM 70000）军人
	7-00-00（GBM 70000）军人
	7-00-00-00军人




	第八大类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8（GBM 80000）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8-00（GBM 80000）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8-00-00（GBM 80000）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8-00-00-00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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