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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2020 年）

中山市坦洲镇人才工作办公室



- 2 -

一.管理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1-00-01 企业董事

掌握管理学和相

应工作领域专业

知识；

熟悉粤港澳市场

环境，熟悉坦洲镇

产业政策。

1.具有丰富管理

工作经验，良好

的组织、协调、

沟通、管理能力，

具有敏锐的判断

能力、开拓及创

新精神，具备跨

文化合作力和领

导力；

2.熟悉全球通行

的商业规则，对

坦洲的新政策、

新发展有一定见

解；

3.财务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信息

管理等方面的专

业管理人才应具

有专业 学习背

景；

4.优先引进有利

于坦洲总部经济

发展的人才。

1-00-02 首席执行官（CEO)

1-00-03 企业监事

1-00-04 企业经理

1-00-05 财务管理人才

1-00-06 人力资源管理人才

1-00-07 规划发展部人才

1-00-08 市场营运总监

1-00-09 采购管理人才

1-00-10 项目管理人才

1-00-11 信息管理人才

1-00-12 客户管理人才

1-00-13 生产管理人才

1-00-14 服务业业务主管

1-00-15 社会组织负责人

1-00-16 职业教育人才

1-00-17 科研单位人才

1-00-18 金融机构运营管理人才

1-00-19 商贸服务机构运营管理人才

二.旅游休闲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2-00-01 旅游项目人才 掌握旅游管理、酒

店管理、艺术设计

和国际商务等学

科基本理论；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粤港澳市场环

1.具有丰富从业

经验，业务熟练

度高，具有良好

的沟通 协调能

力；

2.满足更高水平

2-00-02 旅游资源开发、规划、设计师

2-00-03 户外休闲活动用品设计、营销员

2-00-04 旅游电子商务技术创新与后台服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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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熟悉坦洲产业

发展政策。

工业旅游、特殊

农业休闲旅游、

岭南特殊水乡旅

游、休闲民宿旅

游等旅游产业对

复合型旅游人才

的需求。

2-00-05 旅游电子商务网络服务人才

2-00-06 旅游信息网站管理与维护人才

2-00-07 旅游业教育培训员

2-00-08 酒店业务管理与服务人才

2-00-09 节庆活动组织、策划师

2-00-10 旅行社业务运营与服务人才

2-00-11 旅游代理机构工作人员

2-00-12 旅游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工程师

2-00-13 高级烹饪人才

2-00-14 翻译员

2-00-15 旅游商品、纪念品开发人才

三.物流、信息和商务服务

（一）现代物流服务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3-01-01 物流业日常业务管理与客户服务人才

掌握物流管理、航

运管理、国际经济

与贸易、供应链管

理、航空运输管理、

物流成本核算、信

息系统工程等学科

基本理论；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粤港澳市场环

境，熟悉坦洲镇产

业发展政策。

1.具有丰富从业

经验，业务熟练

度高；

2.重点引进物流

科技创新人才；

3.国际运代人才

应具备一定的英

语、葡语等外语

能力，并熟知海

关及商检相关法

律法规。

3-01-02 物流信息跟踪与管理人才

3-01-03 快递行业专业技术人才

3-01-04 物流器具标准化技术人才

3-01-05 物流自动识别和标识技术研发人才

3-01-06 物流信息系统/网络维护与研发人才

3-01-07 国际采购、配送服务专业技术人才

3-01-08 国际货运代理人才

3-01-09 第三方物流服务专业技术人才

3-01-10 物流行业分析师

3-01-11 供应链管理与咨询师

3-01-12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人才

3-01-13 冷链物流技术开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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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4 物流业整体流程设计、规划师

3-01-15 物流业公共信息发布与服务人才

3-01-16 物流成本核算人才

3-01-17 物流储运人才

3-01-18 物流营销人才

（二）商务服务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3-02-01 法律人才

掌握法学、经济学、

社会学、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市场营

销，及工学等学科

基本理论；

（接下页）

1.具有丰富从业

经验，业务熟练

度高；

2.富有开拓精神

和创新意识，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

3-02-02 经济、管理、金融、投资咨询师

3-02-03 工程、技术、环保等行业咨询师

3-02-04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咨询与服务人才

3-02-05 信用分析评估师

3-02-06 招投标专员

3-02-07 科技评估专家

3-02-08 职业中介人才

3-02-09 技术贸易服务人才

3-02-10 资产评估师

3-02-11 产权交易服务人才

3-02-12 专利代理服务人才

3-02-13 商标代理服务人才

（二）商务服务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3-02-14 产品创新规划与推广人才

（连上页）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粤港澳市场环

境，熟悉坦洲镇产

业发展政策。

（连上页）

3-02-15 园区、平台运营人才

3-02-16 总部经济运营服务人才

3-02-17 企业策划与管理咨询师

3-02-18 商业模式创新运营人才



- 5 -

3-02-19 行业性、学术性、专业性社团的日常管理人才

3-02-20 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咨询师

3-02-21 猎头人才

3-02-22 创业、就业咨询师

3-02-23 营销策划师

3-02-24 租赁服务人才

3-02-25 销售代理人才

3-02-26 高端物业管理服务人才

3-02-27 公共政策咨询师

3-02-28 市场、行业信息分析师

3-02-29 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人才

3-02-30 服务行业标准、规范经营管理人才

3-02-31 服务行业信息智能化建设人才

3-02-32 市场调查 、资信调查与评级人才

3-02-33 珠宝鉴定师

3-02-34 数据挖掘与分析人才

3-02-35 跨境数据库运营与服务人才

（三）信息服务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3-03-01 网络工程师

掌握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信息与通信

工程、电子商务等

学科基本理论；

（接下页）

1.具有丰富从业

经验，业务熟练

度高；

2.具有钻研精神

和开发能力；

3.熟练掌握英语

语言应用能力，

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的基本

方法；

（接下页）

3-03-02 软件工程师

3-03-03 硬件工程师

3-03-04 嵌入式工程师

3-03-05 UI设计师

3-03-06 网页设计师

3-03-07 交互设计师

3-03-08 标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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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9 架构工程师

3-03-10 通信工程师

（三）信息服务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3-03-11 信息技术创新人才

（连上页）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粤港澳市场环

境，熟悉坦洲镇产

业发展政策。

（连上页）

4.软件工程师、数

据库技术人才等

应掌握相关软硬

件技术，能独立

处理技术问题。

3-03-12 信息技术应用与网络系统维护工程师

3-03-13 软硬件维护工程师

3-03-14 数据库技术人才

3-03-15 数据挖掘工程师

3-03-16 大数据工程师

3-03-17 智能化工程师

3-03-18 EDI工程师（电子数据交换）

3-03-19 GIS工程师（地理信息系统）

3-03-20 物联网应用技术工程师

3-03-21 外包服务业人才

3-03-22 IT咨询服务师

3-03-23 系统测试管理工程师

3-03-24 系统集成工程师

3-03-25 系统管理员

3-03-26 网络技术开发人才

3-03-27 网站技术维护工程师

3-03-28 IDC机房运维工程师

3-03-29 专业性数据处理与恢复工程师

3-03-30 数据管理工程师

3-03-31 信息安全工程师

3-03-32 安防工程师

3-03-33 数字多媒体产品开发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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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4 电子商务、政务系统研发工程师

3-03-35 传统交易市场软件系统服务人才

3-03-36 大数据专业人才

3-03-37 信用服务业人才

（四）商贸服务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3-04-01 国际贸易人才

1.掌握国际贸易、

市场营销、连锁经

营、运营管理、现

代物流学等学科基

本理论；

2.了解行业动态，

熟悉粤港澳市场环

境，熟悉坦洲镇产

业发展政策。

1.具有丰富从业

经验，业务熟练

度高；

2.国际贸易人才

应具备英语、葡

语等相应外语能

力；电子商务、

网络营销等人才

应熟练掌握各种

网络营销技术。

3-04-02 特许经营项目专业人才

3-04-03 大中型批发市场经营人才

3-04-04 大中型商贸中心经营人才

3-04-05 大型超市、购物中心、专卖店经营人才

3-04-06 超市、便利店经营人才

3-04-07 仓储式大型商场设施建设人才

3-04-08 大型采购和网络分销人才

3-04-09 电子商务人才

3-04-10 网络营销人才

3-04-11 网站商品信息维护人才

3-04-12 商超系统专业技术人才

四.金融服务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4-00-01 金融工程师
掌握金融学、金融

工程、金融风险管

理、保险学、投资

学、保险精算、信

用管理、税务、风

险投资、风险管理、

金融法律、金融营

销、会计学、审计

学、金融英语或其

1.业务熟练度高，

具有较高的职业

素养；

2.重点引进高端

金融人才、各类

金融业 特殊人

才；

4-00-02 金融分析师

4-00-03 金融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人才

4-00-04 金融市场营销人才

4-00-05 金融财会人才

4-00-06 金融审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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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7 金融法律服务人才 他金融等学科基本

理论；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粤港澳市场环

境，熟悉坦洲镇产

业发展政策。

3.优先引进有利

于坦洲总部经济

发展的人才。4-00-08 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人才

4-00-09 风险评估师

4-00-10 金融市场行情分析师

4-00-11 金融稽核审查人才

4-00-12 产权评估师

4-00-13 资产负债管理师

4-00-14 离岸金融业务运营人才

4-00-15 债券产品设计与发行人才

4-00-16 外币市场交易员

4-00-17 外汇交易员

4-00-18 贵金属交易员

4-00-19 金融窗口业务操作与大堂服务员

4-00-20 人民币跨境结算、清算服务人才

4-00-21 资产管理师

4-00-22 信托业专业人才

4-00-23 证券期货经纪人

4-00-24 证券期货投资顾问

4-00-25 金融衍生品研究员

4-00-26 金融衍生品专业业务人才

4-00-27 金融租赁业务经营人才

4-00-28 基金业务管理人才

4-00-29 投资银行业务运营人才

4-00-30 投资、理财顾问

4-00-31 产业风险投资人才

4-00-32 保险理财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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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33 再保险业务运营人才

4-00-34 网络金融业务人才

4-00-35 金融担保服务人才

4-00-36 销售与客服专员

4-00-37 保理业专业人才

五.文化创意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5-00-01 新闻出版人才

掌握新闻传播学、

广告、艺术学、建

筑、传媒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学科基本理论；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粤港澳市场环

境，熟悉坦洲镇产

业发展政策。

1.具备丰富的知

识面与创新思维

能力，有较高的

审美意识；

2.优先引进海内

外知名度高的文

化创意团队、文

化创意人才。

5-00-02 图书、影音出版人才

5-00-03 电子出版人才

5-00-04 广播电视专业人才

5-00-05 专业翻译员

5-00-06 广告创意人才

5-00-07 影视制作人

5-00-08 影视导演

5-00-09 影视演员

5-00-10 娱乐业经纪人

5-00-11 专业主持和节庆司仪

5-00-12 版权贸易中介人才

5-00-13 商标著作权转让服务人才

5-00-14 知识产权服务人才

5-00-15 网络游戏开发工程师

5-00-16 游戏、动漫设计人才

5-00-17 游戏、动漫、影视衍生产品设计师

5-00-18 封面与插画设计师

5-00-19 文体场所建设与经营人才

5-00-20 音响、灯光、舞美、摄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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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21 舞台设计人才

5-00-22 音乐制作人才

5-00-23 造型师

5-00-24 歌唱、舞蹈艺术演员

5-00-25 艺术培训师

5-00-26 工业美术设计人才

5-00-27 3D技术开发与应用人才

5-00-28 文化信息检索人才

5-00-29 高科技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发人才

5-00-3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

5-00-31 艺术品管理人才

5-00-32 鉴定估计师

5-00-33 摄影技术人才

5-00-34 艺术展览解说人才

5-00-35 艺术品鉴定师

5-00-36 艺术品拍卖师

5-00-37 文艺创作人才

5-00-38 书画装裱人才

5-00-39 文化贸易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5-00-40 服装、配饰设计人才

六.医药卫生

（一）医药卫生服务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6-01-01 医疗信息服务人才 掌握心理学、中药

学、卫生防疫、护

理学等学科基本理

论。

1.具有丰富从业

经验，业务熟练

度高；

2.医护人员具有

6-01-02 公共卫生防疫人才

6-01-03 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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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执业资格。6-01-04 西医师

6-01-05 综合医师

6-01-06 检验师

6-01-07 心理咨询师

6-01-08 健康咨询与服务人才

6-01-09 药剂师

6-01-10 社区医护人员

6-01-11 营养师

6-01-12 保健专家

6-01-13 护理人员

6-01-14 公共医疗设施管理与维护人才

（二）医药卫生产业发展技术支撑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6-02-01 药品检测认证人才 掌握生物医学工

程、基础医学、临

床医学、中医学、

中药学、药学、化

学工程与技术、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仪器科学与技术、

生物学等学科基本

理论；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粤港澳市场环

境，熟悉坦洲镇产

业发展政策。

1.具有丰富从业

经验，能够熟练

操作相关专业仪

器，业务熟练度

高，能独立解决

常见技术问题；

2.具有优秀的科

研创新能力，较

强的组织协调和

沟通能力；

6-02-02 注册经理

6-02-03 养生保健品开发人才

6-02-04 化妆品开发人才

6-02-05 药学实验人才

6-02-06 医疗设备技术创新人才

6-02-07 医疗器械开发人才

七.科教研发

（一）教育培训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7-01-01 学前教育教师 1.教师应掌握教育

学、信息技术、幼

儿教育、中文、数

学、普通英语、历

史、地理、体育等

学科基础理论；

1.具有丰富从业

经验，业务熟练

度高；

2.重点引进优秀

学术人才和学术

研究团队；

7-01-02 中小学教师

7-01-03 中、高等职业教育、技工教育教师

7-01-04 高校教师、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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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05 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教师

2.培训师应掌握相

应学科基础理论，

具有培训行业的从

业经验；

3.教育、培训产业

创业、管理人才应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市场环境，熟悉

坦洲镇产业政策、

人才政策、教育政

策。

1.具有丰富从业

经验，业务熟练

度高；

2.重点引进优秀

学术人才和学术

研究团队；

7-01-06 国际教育合作项目推进人才

7-01-07 远程教育服务人才

7-01-08 网络教育平台技术服务人才

7-01-09 语言类培训人才

7-01-10 专业规划人才

7-01-11 管理学理论与实战培训师

7-01-12 金融、国际、贸易商务服务培训师

7-01-13 IT技术培训师

7-01-14 营销技巧培训师

7-01-15 专业技术培训人才

7-01-16 工业、建筑业工程技术培训人才

7-01-17 各类考试、职业资格培训人才

7-01-18 公务员行政职业能力提升培训人才

7-01-19 咨询专员

（二）科技服务与研发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7-02-01 科技普及与技术推广人才

掌握科普知识、工

业与贸易、经济、

管理科学、管理科

学与工程、质量认

证工程、信息技术、

质量检测工程、专

利保护、环境工程

等学科基本理论；

（接下页）

1.具有扎实的专

业知识，业务熟

练度高；

2.具有优秀的科

研创新能力，较

强的组织协调和

沟通能力；

（接下页）

7-02-02 科技交流与咨询人才

7-02-03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人才

7-02-04 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人才

7-02-05 知识产权申报、交易中介人才

7-02-07 科技中介服务人才

7-02-08 商品质量检测员

7-02-09 工程质量检测员

7-02-10 在线电子数据交易后台保障人才

7-02-11 数据中心管理与维护人才

7-02-12 专业技术研发人才



- 13 -

（二）科技服务与研发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7-02-13 专业设备操作人才

（连上页）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粤港澳市场环

境，熟悉坦洲镇产

业发展政策。

（连上页）

3.优先引进具有

港澳及海外知名

学府、研究机构、

科技服务组织、

企业研发部门工

作经验的科技服

务人才和研发人

才；

4.鼓励具有科学

技术专利的团队

及个人来坦洲镇

创新、创业。

7-02-14 专业设备评估与转让人才

7-02-15 移动互联网技术创新人才

7-02-16 电信增值业务人才

7-02-17 节能环保技术创新人才

7-02-18 科技外语翻译人才

7-02-19 外包服务业技术人才

7-02-20 APP研发与应用人才

7-02-21 电子商务系统开发与应用人才

7-02-22 大数据技术研发与应用人才

7-02-23 云计算技术研发与应用人才

7-02-24 物联网技术研发与应用人才

7-02-25 新媒体技术研发与应用人才

7-02-26 认知计算研发与应用人才

7-02-27 系统仿真技术研发与应用人才

7-02-28 交通设备开发人才

7-02-29 机器人研发人才

7-02-30 测试工程师

7-02-31 高新技术设备维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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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高新技术

（一）电子信息产业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8-01-01 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与应用人才

掌握电气工程、电

子科学与技术、信

息与通信工程、控

制科学与工程等学

科基本理论；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粤港澳市场环

境，熟悉坦洲镇产

业发展政策。

1.具有技术创新

能力，能熟练使

用专业软件，业

务熟练度高；

2.具有良好的沟

通协调能力，独

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

3.熟练掌握英语

语言应用能力，

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的基本

方法。

8-01-02 软件产品开发设计人才

8-01-03 互交设计师

8-01-04 信息安全产品开发人才

8-01-05 通信设备技术创新人才

8-01-06 电子专用材料开发人才

8-01-07 数字产品开发人才

8-01-08 数字电视节目制作人才

8-01-09 电子信息技术咨询师

8-01-10 现代投影技术创新与应用人才

8-01-11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术创新人才

8-01-12 下一代网络技术研发人才

8-01-13 通信工程技术人才

8-01-14 IT运维工程师

8-01-15 个性化 IT服务人才

8-01-16 电子政（商）务系统开发人才

8-01-17 电子技术人才

8-01-18 科技创新检验人才

（二）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8-02-01 新能源汽车研发人才 掌握生物学、光学

工程、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电气

1.具有技术创新

能力，业务熟练

度高；8-02-02 配电网自动化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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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03 电网与电力技术创新人才

工程、材料科学与

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环境科学

与工程等学科基本

理论；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粤港澳市场环

境，熟悉坦洲镇产

业发展政策。

2.具有良好的沟

通协调能力，独

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

3.熟练掌握英语

语言应用能力，

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的基本

方法。

8-02-04 电力安全技术创新与应用工程师

8-02-05 输变电设备技术创新与应用工程师

8-02-06 材料工程师

8-02-07 合成工程师

8-02-08 防雷材料研发人才

8-02-09 智能电网技术创新与应用人才

8-02-10 电力监控系统工程师

8-02-11 节能技术开发与应用

8-02-12 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工程师

8-02-13 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工程师

8-02-14 热电多联供和余热利用人才

8-02-15 环保技术咨询服务人才

8-02-16 环保技术研发人才

8-02-17 节能环保新型建筑材料开发人才

8-02-18 无害化城市垃圾、污泥处理人才

8-02-19 医疗垃圾无害化处理人才

8-02-20 环境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理人才

（三）物联网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8-03-01 软件开发工程师 掌握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信息与通信

工程、电气工程等

相关学科的基本理

论；

了解行业动态，熟

悉粤港澳市场环

境，熟悉坦洲镇产

业发展政策。

1.能熟练使用专

业软件，具有创

新精神，独立解

决问题的能力；

2.了解物联网领

域的前沿理论、

应用前景和发展

动态；

3.软件开发等岗

8-03-02 数据维护与管理人才

8-03-03 互交设计师

8-03-04 实用物联网技术人才

8-03-05 工业物联网技术人才

8-03-06 传感网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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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熟悉一项以

上主流开发语言

与数据库技术。

8-03-07 信息处理人才

8-03-08 自动控制技术人才

8-03-09 无线传输技术人才

8-03-10 移动互联网技术人才

8-03-11 系统集成技术人才

8-03-12 自动化控制技术人才

九.基础产业和工程建设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9-00-01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设计人才

掌握建筑学、土木

工程、水利工程、

计算机基础及计算

机绘图、石油与天

然气工程、交通运

输工程、测绘科学

与技术、工商管理、

经济等相关学科基

本理论。

1.具有丰富从业

经验，熟悉各种

常见问题的有效

处理方法，业务

熟练度高；

2.建筑师、造价师

等岗位应具有相

应执业资格。

9-00-02 建筑工程师

9-00-03 建筑设计师

9-00-04 工程造价师

9-00-05 城市交通管制系统技术开发人才

9-00-06 工程审计人才

9-00-07 钢结构工程师

9-00-08 土建工程师

9-00-09 岩土工程师

9-00-10 水电工程师

9-00-11 造价工程师

9-00-12 注册建造师

9-00-13 测量工程师

9-00-14 注册安全工程师

9-00-15 园林绿化工程师

9-00-16 路桥隧道工程师

9-00-17 交通工程管理人才

9-00-18 智能交通建设与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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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9 给排水系统工程师

9-00-20 环保注册工程师

9-00-21 林业工程技术人才

9-00-22 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人才

9-00-23 人防工程人才

9-00-24 地下空间应用技术人才

9-00-25 高层建筑与空间结构技术人才

9-00-26 天然气管道工程师

9-00-27 水利工程养护、维护人才

9-00-27 堤防建设与河道治理人才

十.农、林、牧、渔业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10-00-01 食品研究员

熟悉食品科学理论

知识及相关行业标

准、制度；掌握专

业基础知识和实验

操作技能；机械技

术工程师要熟悉车

间产品、设备、加

工工艺。

1.具有丰富从业

经验，熟悉各种

常见问题的有效

处理方法，业务

熟练度高；

2.重点引进优秀

技术人才和技术

研究团队。

10-00-02 生物技术研究员

10-00-03 检疫人员

10-00-04 遗传育种研究人员

10-00-05 机械技术工程师

10-00-06 农产品深加工工程师

10-00-07 园艺师

10-00-08 养殖员

10-00-09 仪器分析员

10-00-10 农艺员

10-00-11 现代农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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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

（一）公共服务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11-01-01 城市管理类社会组织人才

掌握公共管理、循

环经济（低碳经

济）、城市规划、

园林、环境、运行

控制等专业知识；

熟悉粤港澳社会民

生状况；

熟悉坦洲镇社会事

业政策。

1.服务意识浓厚，

专业知识丰富，

业务熟练；

2.取得国家认可

的资格证书。

11-01-02 低碳环保类社会组织人才

11-01-03 公益慈善类组织人才

11-01-04 公共关系与应急处理人才

11-01-05 智慧城市规划设计人才

11-01-06 智慧城市运维管理人才

11-01-07 智慧城市咨询人才

11-01-08 城市形象设计与宣传员

11-01-09 城市绿化人才

11-01-10 城市湿地保护人才

11-01-11 水源涵养技术应用人才

11-01-12 城市减灾防灾人才

11-01-13 城市基础设施维修人才

11-01-14 智能城市通信设备维修人才

11-01-15 交通设备维护人才

11-01-16 交通运行控制管理人才

11-01-17 交通服务人才

11-01-18 安全监测、分析、维护人才

11-01-19 飞行员



- 19 -

（二）社会事业人才

编号 岗位类别 知识结构 经历和能力

11-02-01 老年人工作人才

掌握社会学、社会

工作、公共事业管

理、心理学、劳动

与社会保障、临床

医学、运动康复与

健康、卫生检验、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等专业知识；

熟悉粤港澳社会民

生状况；

熟悉坦洲镇社会事

业政策。

1.具有较高的道

德品质和专业水

准；

2.取得国家认可

的资格证书。

11-02-02 残疾人工作人才

11-02-03 灾害救援工作人才

11-02-04 社会救助工作人才

11-02-05 社区工作人才

11-02-06 妇女和婚姻家庭工作人才

11-02-07 社区医务工作人才

11-02-08 人口计生工作人才

11-02-09 青少年、儿童工作人才

11-02-10 弱势群体保护工作人才

11-02-11 营养、健康咨询人才

11-02-12 社区服务人才

11-02-13 公共卫生防疫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