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建筑装饰行业职位手册 

 

职能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层
级 

职务描述 

综合管理 总经理 001.04.03.H1 H1 

把握公司发展方向，制定和实施公司总体
战略与年度经营计划；建立和健全公司的
管理体系与组织结构；主持公司的日常经
营管理工作，负责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公
司总目标在各个部门内的展开工作，并进
行审核；负责年度和长期竞争规划以及盈
利计划，实现公司经营管理目标和发展目
标；协调公司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综合管理 副总经理 001.04.05.H1 H1 

协助总经理制定并实施企业战略、经营计
划等政策方略，实现公司的经营管理目标
及发展目标；领导和组织一个或几个职能
部门，指导公司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在
总经理缺席的时候代行其职，保证稳定的
日常运作。制定公司组织结构和管理体
系、相关的管理、业务规范和制度；组
织、监督公司各项规划和计划的实施；协
助总经理对公司运作与各职能部门进行管
理，协助监督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及推
行。 

综合管理 
区域/分公
司总经理 

001.04.09.H1 H1 

为重大营销决策提供建议和信息支持；负
责分公司在当地的市场开发、管理和运
营，策划宣传，业务开拓等；与政府机关
和地方机构建立良好关系，同时开发商
机；审阅并签批分公司上报的重要文件，
定期及时向总公司董事长报告运行的总体
情况和重要举措。 

综合管理 
区域/分公
司副总经
理 

001.04.10.H1 H1 

协助总经理制定分公司营销战略规划，为
重大营销决策提供建议和信息支持；负责
分公司在当地的市场开发、管理和运营，
策划宣传，业务开拓等；与政府机关和地
方机构建立良好关系，同时开发商机；审
阅并签批分公司上报的重要文件，定期及
时向总公司董事长报告运行的总体情况和
重要举措。 

综合管理 
总经办主
任 

001.04.11.M3 M3 

对本部门的所有工作负责，及时向主管领
导汇报工作进展；汇总全公司各部门年终
工作总结和下一年计划并起草公司的年度
总结和计划材料，报送分管经理审批经职
代会讨论后，分解下发，并组织好考核工
作；管理、安排好驾驶班人员和车辆的调
配、维修、保养、安全出车工作；按照要
求保管好公司印章，严格执行用印制度；
负责信息、情况反映、董事会决议、各类
会议纪要的审核及签发；负责全公司计算
机、传真机、复印机、电话等的管理和保
养，做到合理配置与分配，并保证正常运
行；负责公司工商登记、年审及其工商协
调工作。 



职能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层
级 

职务描述 

综合管理 
总经办文
员 

001.04.12.M1 M1 

妥善收发、传递、装订保存文件，及时打
印公司文件、资料等，并按规定发送；协
助总经办做好信息收集、整理、储备工
作；负责撰写公司各种对内、对外文案；
公司档案的综合建设、管理；公司各种工
作报表的分类管理和上传下达；协助总经
办监督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协助搞
好公司文化娱乐设施的管理和企业文化建
设；负责办公室传真、电话、电脑的管
理，搞好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生活用品
的保管和发放工作；协助总经办处理好对
外公共关系，搞好公司来宾的接待工作；
做好会议的组织安排，作好会议记录，并
将重要决议形成纪要。 

财务会计 财务总监 002.01.01.H1 H1 

参与制定公司发展战略、管理策略，统筹
综合财务职能模块的发展策略和计划，协
调、管理、监督工作，负责编制和执行公
司财务计划，完善公司财务体系，如负责
资金管理，现金流、税务管理，预算和财
务控制/报告等。 

财务会计 财务经理 002.01.06.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编制和执行公司财务计划，完善
公司财务体系，如负责资金管理，现金
流、税务管理，预算和财务控制/报告等。 

财务会计 财务主管 002.01.03.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编制和执行公司财务计
划，完善公司财务体系，如负责资金管
理，现金流、税务管理，预算和财务控制/
报告等。 

财务会计 财务专员 002.01.04.M2 M2 

掌握综合财务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综合
财务具体事务，负责编制和执行公司财务
计划，完善公司财务体系，如负责资金管
理，现金流、税务管理，预算和财务控制/
报告等。 

财务会计 税务专员 002.06.05.M2 M2 

掌握税务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税务具体
事务，负责审阅相关税制，发现公司税务
优化机会，实施公司税务计划，确保公司
税务申报的准确。 

财务会计 会计 002.02.08.M2 M2 

掌握会计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会计具体
事务，负责会计相关业务，如登记账簿，
开具发票，审核付款业务，制作会计凭证
及财务报表等。 

财务会计 出纳 002.02.09.M1 M1 

开具支票，付款和开发票，确认所有的文
件能够满足会计和税务的要求，控制公司
的银行账户余额。做好货币资金、应收/应
付票据、税款的收付及记账、结账工作。 

财务会计 
审计/稽核
经理 

002.14.05.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对业务流程、会计收支、资产和
资金使用及其它财务活动进行审计/稽核工
作，如对公司重大经营活动、重大项目、
重大经济合同进行审计/稽核等。 



职能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层
级 

职务描述 

财务会计 
审计/稽核
主管 

002.14.06.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对业务流程、会计收
支、资产和资金使用及其它财务活动进行
审计/稽核工作，如对公司重大经营活动、
重大项目、重大经济合同进行审计/稽核
等。 

财务会计 
审计/稽核
专员 

002.14.07.M2 M2 

掌握审计/稽核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审计
/稽核具体事务，负责对业务流程、会计收
支、资产和资金使用及其它财务活动进行
审计/稽核工作，如对公司重大经营活动、
重大项目、重大经济合同进行审计/稽核
等。 

财务会计 
应收/应付
专员 

002.03.06.M2 M2 

掌握应收/应付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应收
/应付具体事务，负责制定应收/应付相关
业务的发展策略，对应收应付账款进行管
理，对公司应收应付账户进行结算管理。 

公司事
务、法
务、流程 

法务经理 005.01.06.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处理公司各项法律事务和法务实
践，如组织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文件的起
草、审核及监督执行，负责企业重大投资
项目、重大商务谈判，重大合同的风险控
制，收集国家法律法规信息，为部门提供
法务支持等。 

公司事
务、法
务、流程 

法务主管 005.01.03.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处理公司各项法律事务
和法务实践，如组织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
文件的起草、审核及监督执行，负责企业
重大投资项目、重大商务谈判，重大合同
的风险控制，收集国家法律法规信息，为
部门提供法务支持等。 

公司事
务、法
务、流程 

法务专员 005.01.04.M2 M2 

掌握综合法务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综合
法务具体事务，负责处理公司各项法律事
务和法务实践，如组织具有法律效力的各
种文件的起草、审核及监督执行，负责企
业重大投资项目、重大商务谈判，重大合
同的风险控制，收集国家法律法规信息，
为部门提供法务支持等。 

公司事
务、法
务、流程 

企划经理 008.07.03.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公司品牌推广、企划工作，建立
和发展公司的企业文化、产品文化、市场
文化和管理文化等工作。 

公司事
务、法
务、流程 

企划主管 008.07.04.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公司品牌推广、企划工
作，建立和发展公司的企业文化、产品文
化、市场文化和管理文化等工作。 

公司事
务、法
务、流程 

企划专员 008.07.06.M2 M2 

掌握企划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企划具体
事务，负责公司品牌推广、企划工作，建
立和发展公司的企业文化、产品文化、市
场文化和管理文化等工作。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总监 

003.01.01.H1 H1 

参与制定公司发展战略、管理策略，统筹
人力资源职能模块的发展策略和计划，协
调、管理、监督工作，负责人力资源部门
的综合工作，如人才招聘、培训、绩效管
理、薪酬福利管理、员工关系等。 



职能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层
级 

职务描述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经理 

003.01.06.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人力资源部门的综合工作，如人
才招聘、培训、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
理、员工关系等。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主管 

003.01.03.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人力资源部门的综合工
作，如人才招聘、培训、绩效管理、薪酬
福利管理、员工关系等。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专员 

003.01.04.M2 M2 

掌握人力资源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人力
资源具体事务，负责人力资源部门的综合
工作，如人才招聘、培训、绩效管理、薪
酬福利管理、员工关系等。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助理 

003.01.05.M1 M1 

协助处理人力资源相关事务，协助上级负
责人力资源部门的综合工作，如人才招
聘、培训、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员
工关系等。 

行政、后
勤 

行政总监 004.01.01.H1 H1 

参与制定公司发展战略、管理策略，统筹
行政职能模块的发展策略和计划，协调、
管理、监督工作，负责公司行政事务及部
门内部日常工作；管理公司的后勤服务工
作，如设施、维护、租赁、保险、办公设
备和用品的采购等。 

行政、后
勤 

行政经理 004.01.06.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公司行政事务及部门内部日常工
作；管理公司的后勤服务工作，如设施、
维护、租赁、保险、办公设备和用品的采
购等。 

行政、后
勤 

行政主管 004.01.03.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公司行政事务及部门内
部日常工作；管理公司的后勤服务工作，
如设施、维护、租赁、保险、办公设备和
用品的采购等。 

行政、后
勤 

行政专员 004.01.04.M2 M2 

掌握行政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行政具体
事务，负责公司行政事务及部门内部日常
工作；管理公司的后勤服务工作，如设
施、维护、租赁、保险、办公设备和用品
的采购等。 

行政、后
勤 

行政助理/
文员 

004.01.05.M1 M1 

协助处理行政相关事务，协助上级负责公
司行政事务及部门内部日常工作；管理公
司的后勤服务工作，如设施、维护、租
赁、保险、办公设备和用品的采购等。 

行政、后
勤 

高级秘书 004.02.02.M3 M3 

熟练掌握秘书方面技能或特长，指导助理
完成其本职工作，负责提供秘书支持工
作，如英语交谈，安排会谈，向电话询问
者提供信息，收发日常邮件，文档管理，
对其他行政和业务方面的工作提供行政支
持等。 

行政、后
勤 

秘书 004.02.03.M2 M2 

掌握秘书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秘书具体
事务，负责提供秘书支持工作，如英语交
谈，安排会谈，向电话询问者提供信息，
收发日常邮件，文档管理，对其他行政和
业务方面的工作提供行政支持等。 



职能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层
级 

职务描述 

行政、后
勤 

前台 004.02.04.M1 M1 

协助处理前台相关事务，协助上级负责公
司行政事务及部门内部日常工作；管理公
司的后勤服务工作，如设施、维护、租
赁、保险、办公设备和用品的采购等。 

行政、后
勤 

档案/资料
管理专员 

004.04.03.M2 M2 

掌握档案/资料管理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
档案/资料管理具体事务，负责公司行政档
案、资料文件的标准化管理工作，如定期
对档案入库、分类、查阅手续、保管、销
毁，做好档案信息资源的保密、开发工
作。 

行政、后
勤 

保洁员 004.08.03.W1 W1 负责责任区域的保洁、垃圾处理工作。 

行政、后
勤 

小车司机 004.07.04.W2 W2 
在小车的驾驶上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负
责公司小车的驾驶、基础维修等工作。  

市场营销 市场总监 008.01.01.H1 H1 

参与制定公司发展战略、管理策略，统筹
市场综合职能模块的发展策略和计划，协
调、管理、监督工作；负责市场部门的综
合工作，如开展公关、促销活动，策划、
开发和实施营销计划，研究、开发定价政
策等。 

市场营销 市场经理 008.01.02.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市场部门的综合工作，如开展公
关、促销活动，策划、开发和实施营销计
划，研究、开发定价政策等。 

市场营销 市场主管 008.01.03.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市场部门的综合工作，
如开展公关、促销活动，策划、开发和实
施营销计划，研究、开发定价政策等。 

市场营销 市场专员 008.01.05.M2 M2 

掌握市场综合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市场
综合具体事务，负责市场部门的综合工
作，如开展公关、促销活动，策划、开发
和实施营销计划，研究、开发定价政策
等。 

信息管理
（IT 管
理） 

IT 经理 006.02.03.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维护和处理计算机硬件、软件、
局域网、广域网出现的问题；培训用户在
IT 方面的使用；与软硬件购买、维护的供
应商保持联系。 

信息管理
（IT 管
理） 

IT 工程师 006.02.08.T2 T2 

从事 IT 管理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
维护和处理计算机硬件、软件、局域网、
广域网出现的问题；培训用户在 IT 方面的
使用；与软硬件购买、维护的供应商保持
联系。 

信息管理
（IT 管
理） 

网络管理
员 

006.03.10.T0 T0 

负责公司数据维护、电脑维护、网络维
护，负责管理和保证公司网络、服务器、
台式机等基础设施的安全性、稳定性运
行，负责公司业务系统、办公系统的维护
及业务数据的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经理 013.01.03.M3 M3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项目的整体管理、开发推广、市
场分析、文档管理及行政性工作、项目执
行与汇报总结等相关工作。 



职能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层
级 

职务描述 

项目管理 项目专员 013.01.04.M2 M2 

掌握项目管理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项目
管理具体事务；负责项目的整体管理、开
发推广、市场分析、文档管理及行政性工
作、项目执行与汇报总结等相关工作。 

项目管理 项目助理 013.01.05.M1 M1 

协助处理相关事务，负责项目的整体管
理、开发推广、市场分析、文档管理及行
政性工作、项目执行与汇报总结等相关工
作。 

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
经理 

011.01.03.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客户服务的相关工作，如接待客
户，接受客户咨询，及时响应客户的投诉
和请求。 

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
主管 

011.01.04.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客户服务的相关工作，
如接待客户，接受客户咨询，及时响应客
户的投诉和请求。 

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
专员 

011.01.06.M2 M2 

掌握客户服务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客户
服务具体事务，负责客户服务的相关工
作，如接待客户，接受客户咨询，及时响
应客户的投诉和请求。 

供应链 采购经理 045.01.03.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公司物资采购的综合工作，比如
技术设备，计算机或原材料的采购，收集
供应商资料，与供应商谈判等。 

供应链 采购主管 045.01.04.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公司物资采购的综合工
作，比如技术设备，计算机或原材料的采
购，收集供应商资料，与供应商谈判等。 

供应链 采购员 045.01.11.M2 M2 

掌握采购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采购具体
事务；负责公司物资采购的综合工作，比
如技术设备，计算机或原材料的采购，收
集供应商资料，与供应商谈判等。 

供应链 
工程采购
工程师 

034.02.07.T2 T2 

从事工程采购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
责公司工程物资采购管理的工作，比如对
日常性所需工程材料选择供应商供货，对
关键原材料进行成本分析，建立 完整的
进货渠道等。 

供应链 仓储主管 046.01.04.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指导和控制仓库活动，
比如组织指导材料、成品入库、仓储、出
库，维护存货卡和存货收发纪录等。 

供应链 
仓库保管
员 

046.01.09.W1 W1 
协助入库和签发存货；依据日常工作程序
完成成品入库、包装、发货、盘点等工
作。 

成本合约 
招投标总
监 

007.12.01.H1 H1 

参与制定公司发展战略、管理策略，统筹
招投标职能模块的发展策略和计划，协
调、管理、监督工作，负责公司各个项目
的招投标工作，如编制招投标工作计划，
招投标文件等。 

成本合约 
招投标经
理 

007.12.03.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公司各个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如
编制招投标工作计划，招投标文件等。 



职能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层
级 

职务描述 

成本合约 
招投标主
管 

007.12.04.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公司各个项目的招投标
工作，如编制招投标工作计划，招投标文
件等。 

成本合约 
招投标专
员 

007.12.06.M2 M2 

掌握招投标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招投标
具体事务，负责公司各个项目的招投标工
作，如编制招投标工作计划，招投标文件
等。 

成本合约 
招投标工
程师 

007.12.10.T2 T2 
从事招投标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
公司各个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如编制招投
标工作计划，招投标文件等。 

成本合约 
成本控制
经理 

002.05.03.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公司成本核算、分析、预算和指
标考核体系的建立、完善和执行，如参与
年度预算准备，审核成本核算数据等。 

成本合约 
成本控制
主管 

002.05.04.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公司成本核算、分析、
预算和指标考核体系的建立、完善和执
行，如参与年度预算准备，审核成本核算
数据等。 

成本合约 
成本控制
专员 

002.05.06.M2 M2 

掌握成本控制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成本
控制具体事务，负责公司成本核算、分
析、预算和指标考核体系的建立、完善和
执行，如参与年度预算准备，审核成本核
算数据等。 

成本合约 结算专员 002.04.06.M2 M2 
掌握结算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结算具体
事务，负责公司各项与结算有关事务的管
理，如负责公司货款的计算和核算等。 

成本合约 
预/决算经
理 

002.10.03.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编制公司各项目的预决算管理工
作，如进行项目成本核算，编制项目预算
和决算。 

成本合约 
预/决算主
管 

002.10.04.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编制公司各项目的预决
算管理工作，如进行项目成本核算，编制
项目预算和决算。 

成本合约 
预/决算专
员 

002.10.05.M2 M2 

掌握预决算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预决算
具体事务，负责编制公司各项目的预决算
管理工作，如进行项目成本核算，编制项
目预算和决算。 

建筑装饰
设计 

工程设计
总监 

034.03.01.H1 H1 

参与制定公司发展战略、管理策略，统筹
工程设计职能模块的发展策略和计划，协
调、管理、监督工作；负责工程设计方面
的相关工作，负责具体工程项目的方案设
计、审核等工作。 

建筑装饰
设计 

工程设计
经理 

034.03.02.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工程设计方面的相关工作，负责
具体工程项目的方案设计、审核等工作。 



职能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层
级 

职务描述 

建筑装饰
设计 

工程设计
主管 

034.03.03.M3 M3 

根据部门职能，制定、监督、完成团队专
项工作目标；负责工程设计方面的相关工
作，负责具体工程项目的方案设计、审核
等工作。 

建筑装饰
设计 

工程设计
工程师 

034.03.08.T2 T2 
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
责工程设计方面的相关工作，负责具体工
程项目的方案设计、审核等工作。 

建筑装饰
设计 

结构工程
师 

034.09.06.T2 T2 

从事结构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公
司结构职能的工作，如依据结构设计图
纸，具体实施项目中有关结构方面的工
作；结构施工的技术交底等。 

建筑装饰
设计 

土建工程
师 

034.08.06.T2 T2 

从事土建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公
司土建职能的工作，如编制土建施工计划
和规格说明；具体实施土建施工计划包括
挖土方、打地基等工作。 

建筑装饰
设计 

装饰设计
师 

061.06.06.T2 T2 

从事装饰设计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
责公司装饰设计职能的工作，如负责室内
外装饰设计方案的确定，编制室内外装饰
设计图等工作。 

建筑装饰
设计 

土地勘测
员 

061.02.03.M2 M2 

掌握土地勘测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土地
勘测具体事务。负责公司土地勘测职能的
工作，如进行土地调查、土地勘测定界等
工作。 

建筑装饰
设计 

室内工程
师 

034.11.05.T2 T2 
从事室内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公
司室内职能的工作，如负责室内装饰、装
修工作，控制室内施工进度等。 

建筑装饰
设计 

建筑设计
师 

061.03.06.T2 T2 

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
责公司建筑设计职能的工作，如建筑项目
的设计图绘制；建筑设计方案的研讨与标
准建立等工作。 

建筑装饰
设计 

深化设计
师 

034.09.06.T2 T2 

及时向公司反馈现场与原设计存在的问
题，并提供解决的方案；补充项目二次装
修的深化设计图纸，绘制竣工图；配合采
购人员，做好各种材料的的规格，面积，
材料核实，并配合相应材料商或分包商现
场勘查，及施工过程中跟踪；参与技术交
底，参加施工阶段节点验收、工程例会和
甲方或监理方组织的设计会议，并处理现
场与设计不符的问题。 

建筑装饰
设计 

施工图设
计师 

061.23.05.T2 T2 
从事施工图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
公司施工图职能的工作。如从事施工图设
计，绘制详细施工图等。 

建筑装饰
设计 

效果图设
计师 

061.19.06.T2 T2 

从事效果图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
公司效果图职能的工作，如负责各项建筑
效果图的设计、修改；整套效果图方案的
编制。 

建筑装饰
设计 

设计助理 034.09.07.T1 T1 

配合设计人员完成项目的相关设计工作；
协助部门经理制定部门计划；协助部门经
理开展部门人员招聘、培训、考核及管理
工作；配合部门经理、项目负责人对项目
的进度进行把控，协助编制项目计划表；
整理、归档和保存设计资料。 



职能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层
级 

职务描述 

建筑装饰
设计 

强电工程
师 

027.06.05.T2 T2 

从事强电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公
司强电方面的工作，如变配电室的运行和
管理，以及电力系统、照明系统的运行、
维修和保养。 

建筑装饰
设计 

弱电工程
师 

027.07.05.T2 T2 

从事弱电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公
司弱电方面的工作，如绘制弱电图纸，参
与弱电相关设备、材料的选型及进场材料
的验收工作等。 

建筑装饰
设计 

暖通工程
师 

027.08.06.T2 T2 

从事暖通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采
暖、通风、空气调节方面的工作，如负责
日常暖通设备的操作和养护，负责中央空
调设备设施正常运行等。 

建筑装饰
设计 

给排水工
程师 

027.09.06.T2 T2 
从事给排水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
给排水工作，如保证各楼层供水，维护给
排水设备。 

建筑装饰
设计 

水电工程
师 

034.15.05.T2 T2 

从事水电工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
公司水电工职能的工作，如负责水电项目
的具体施工，解决水电施工过程中出现的
技术问题等。 

建筑装饰
设计 

安全总监 036.02.10.H1 H1 

参与制定公司发展战略、管理策略，统筹
安全综合职能模块的发展策略和计划，协
调、管理、监督工作；负责公司安全的综
合工作，如信息安全、工程安全、生产安
全等。 

建筑装饰
设计 

安全经理 036.02.11.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公司安全的综合工作，如信息安
全、工程安全、生产安全等。 

建筑装饰
设计 

安全员 036.02.03.W1 W1 
负责公司或者工厂具体的安全防护相关工
作，如保证公司设备安全、生产安全等。 

建筑装饰
设计 

质检总监 038.01.01.H1 H1 

执行国家颁发的安装工程质量验评标准和
施工验收规范，照章独立行使质量监督检
查权和处罚权；负责专业检，随时掌握各
作业区内分项工程的质量情况；负责分项
工程质量的评定，建立质量档案，定期向
项目总工和上级质量管理部门上报质量情
况；负责分项工程各工序、隐蔽工程的施
工过程和施工质量的图像资料记录；对不
合格项及时向项目总工和上级质量管理部
门汇报，监督各专业工程师制定纠正措
施，并协助进行质量损失的评估。 

建筑装饰
设计 

质检经理 037.01.09.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对公司产品质量管理的相关工
作，比如监控产品全程质量，参与内部质
量审核监督，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日常质量
工程问题等。 

建筑装饰
设计 

质检员 034.26.03.M2 M2 

掌握工程质量控制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
工程质量控制具体事务，负责工程实施过
程中的质量控制工作，比如定期汇总分析
质量数据，制定和实施工程质量控制计划
等。 

建筑装饰
设计 

施工工程
师 

034.07.07.T2 T2 

从事施工工程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
责公司施工工程职能的工作，如施工方案
的编制与落实；施工人员、物料的统筹安
排等。 



职能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层
级 

职务描述 

建筑装饰
设计 

施工员 034.07.15.T0 T0 
现场指导施工工程相关领域技术，辅助完
成施工方案的编制，落实施工人员、物料
的安排等工作。 

建筑装饰
设计 

审图员 061.18.03.T2 T2 

从事审图工作，指导初级工程师；负责公
司审图职能的工作，如从事审图工作，做
好审核记录；及时反映审图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 

建筑装饰
设计 

材料员 046.01.10.W1 W1 

熟悉施工工艺编制材料计划，按计划组织
材料进场；对进场材料质量负责，做好跟
踪服务工作。掌握材料的使用情况；对进
入现场材料应分门别类堆放，根据材料性
质采取有效防腐、防潮、防变型（质）措
施；对须复检的材料应及时送检，并与进
场材料相对应；对现场材料损耗情况及时
统计上报；保证零库存，对积压材料合理
应用；建立材料分析档案（价格、货源）
及时反馈决策层。 

建筑装饰
设计 

造价经理 061.15.01.M4 M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监督部门工
作；负责公司造价职能的综合工作，如制
定项目造价方案，对公司项目、工程进行
估算。 

建筑装饰
设计 

造价员 002.09.07.M2 M2 

掌握预算管理方面技能或特长，处理预算
管理具体事务，负责完成各项预算计划的
编制和执行工作，做好预算部门相关的日
常事务工作。 

建筑装饰
施工 

资料员 046.07.02.M2 M2 

负责工程项目过程中的技术档案、文件、
图纸等资料的收发、归档日常管理工作；
负责工程技术类会议的记录，会议纪要的
制作、发放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