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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查看Morgan McKinley 2021年度薪酬指南。这是我们每年度提供给雇
主及候选人的薪酬报告，将覆盖各个行业当前最新的薪资情况。

研究方法

此报告的薪酬数据是由我们的专业顾问在过去12个月的实践中，根据我们招聘系统中记
录的上千个招聘案例，雇主的反馈以及对招聘数据的分析得出的结果。 

此薪酬报告也将根据市场的任何变化进行实时更新。

数据范围 

由于每位候选人的工作年限，专业技能情况
以及职位的复杂程度都有所不同，此薪酬报
告针对每个职能岗位都提供了市场低位，中
位及高位的薪酬数据。 

关于



雇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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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计算起薪

聘请新员工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于您、他们将加入的团队以及整个企业
来说亦然。但是在新员工开始工作之前，您必须确定他们的薪资水平。

确定新员工的薪资时，需要考虑9个步骤。

1. 招聘预算  

确定您的总体招聘预算。了解所涉及的所有潜在成本将使您对可以提供的薪资
有更好的了解。  

2. 雇佣类型  

您应该使用预算聘请全职员工还是合同工？甚至是自由职业
者？衡量各种方案的利弊，以助您决定他们的就业类型。 

行业薪酬基准  

找出职位的市场平均薪资。使用我们的薪酬计算器， 查看最新的

薪资水平，以及了解您的竞争对手目前设定的薪资范围。  

3. 经验与教育  

当职位对候选人工作经验和教育水平的要求增高时，薪资水平随之
增高。  

4. 行业  

在不同行业中相同的职位薪资可能会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某一职能在
特定行业中对业务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此职能的平均薪资水平往往会偏
高，如果同样职能在其他行业中对业务影响相对较低，则平均薪资将会偏
低。

按此查阅更多关于计算起薪的资料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china-salary-guide-calculator
http://http//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article/%E5%A6%82%E4%BD%95%E8%AE%A1%E7%AE%97%E8%B5%B7%E8%96%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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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员工的加薪请求

当员工要求加薪时，您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通常，直线经理没有权限直接批准加薪请求，而必须与其他相关领导层共同决定。您可以通过
以下5个方式，以获得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 

1. 保持专业，询问信息，给员工一个机会，解释为什么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加薪，而不是直接批准或否
决。请记住，他们申请加薪是因为他们想留在公司，因此这是您稳固雇员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评估员工的涨薪请求时，您可以比较市场薪资。您可以使用我们的 薪酬计算器，查询其当前薪资
是否符合市场和行业趋势。 

3. 与人力资源同事或您的直线经理分享决策过程 - 他们在处理加薪请求方面经验丰富。但由于他们并
没有与员工朝夕相处，您才可以看到此员工能够为公司带来的价值，所以您需
要准备好令人信服的决策理由呈现给他们。 

4. 将结果告知您的员工。 不管结果如何，请说明做
出此决定的过程以及您采取了哪些行动（如比
较市场薪资、与人力资源同事交流、调动预算
等）。如果不能加薪，请与申请人讨论设定切
实可行的目标，并在几个月后进行考核。如
果可以加薪，告知对方获得加薪的原因同
样重要。

按这里阅读有关如何处理加薪请求

的全文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china-salary-guide-calculator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china-salary-guide-calculator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china-salary-guide-calculator
https://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article/%E5%A6%82%E4%BD%95%E5%A4%84%E7%90%86%E5%91%98%E5%B7%A5%E7%9A%84%E5%8A%A0%E8%96%AA%E8%AF%B7%E6%B1%82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article/%E5%A6%82%E4%BD%95%E5%A4%84%E7%90%86%E5%91%98%E5%B7%A5%E7%9A%84%E5%8A%A0%E8%96%AA%E8%AF%B7%E6%B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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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业务时需要考虑的5件事

您已经花了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在会议和电话会议上确定正确的增长策略。

现在，您需要开始思考办公地点，以及合适的招聘计划来帮助公司蓬勃发

展。

无论是设立初创公司，或是扩展您当前的业务，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都

是关键。您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 人才，薪资和福利  

人才是首要的考虑。您的办公选址是否有适合的人才储备？该
地点的人才薪资水平符合您的招聘预算吗？ 
 
您可能觉得在第一时间确定您的团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
非常困难的。与其专注于职位名称及描述，您应该首先
考虑您需要的核心技能是什么。将这部分招聘流程外包

通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办公地点同样会影响您的招聘预算及福利水平。在
某个特定地区招聘时，请使用“薪酬计算器”来查看
具体市场的平均薪资。 

2. 战略地理位置  

如果您有需要定期会面的供应商和客户，那么您将希望
在他们易于到达的地方办公。

查看更多在拓展业务时需要考虑的事项

https://www.m3ssolutions.com.cn/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china-salary-guide-calculator
https://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article/%E6%8B%93%E5%B1%95%E4%B8%9A%E5%8A%A1%E6%97%B6%E9%9C%80%E8%A6%81%E8%80%83%E8%99%91%E7%9A%845%E4%BB%B6%E4%BA%8B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en/article/growing-your-business-considerations


候选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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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升职

希望您的职业能有所发展是很自然的。许多人的目标是得到晋升，因为它可以使

您在企业中进一步发挥影响力，使您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日常工作，并获得赚

更多钱的机会。

在您思考提出内部晋升需求时，需要考虑以下9件事：

1.	 您是否把控整个项目？如果您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胜任从构思
到完成整个项目流程，那么您将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并且更有
可能被考虑晋升。 

2.	 与行业基准相比，您是否被低估了？在提出晋升需求前，
使用我们的薪酬计算器来了解当前市场平均薪资与您的
薪资水平是否有差距。 

3.	 您能提升同事的工作表现吗？领导者会希望一个员
工能够提高整个团队的绩效，而不仅仅是关注个
人绩效。 

4.	 您正在使公司受益吗？即使您的职位与产生收入没
有直接关系，总有其他方式能够将您的工作成效转化
为公司利润的影响因素 

5.	 您能传播正能量并保持冷静吗？在出现问题时保持冷静，努
力解决问题，并从中汲取教训。如果您的态度可以影响到周围
的同事，那将是一大优势。

查看更多提高晋升机会的方法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china-salary-guide-calculator
http://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article/%E7%99%BB%E9%A1%B6%E5%A6%82%E4%BD%95%E5%8D%87%E8%8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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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要求加薪	
7件要记住的事

您的工作表现出色，甚至可能非常出色。您是团队不可或缺的成员，也是更广泛

业务的拥护者。		

尽管如此，您已经有一段时间处于相同的工资水平了。您觉得自己的能力已经超过了目前工资的价

值，因此想要求加薪。遇到这种情况时，要记住以下7件事：

1. 了解与市场上其他人相比，自己的特殊价值是什么。我们的薪酬计算器可让您将自己的薪资与专业领
域内的其他人进行比较。 

2. 用清晰的示例和数据突出您的成就。概述您如何承担了更多的职责，如何克服挑战，如何对团队产生

积极影响或如何提高效率。	

3. 提出的期望要求要符合现实。 

4. 要求加薪的时机取决于公司的宏观情况和接受加薪要求的条件。 

5.	 与您的直线经理安排一次面对面的会议 - 如果您是远程工作，则可以
通过视频通话完成。
 

6.	 展现您的信心，保持专业、放慢语速、只讲事实并使
用积极的语言。 

7. 如果您成功获得了加薪，那您需要继续努力表现，
证明加薪是合理的。如果最终并没有获得加薪，向
您的直线经理询问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以便在不久
的将来有资格获得加薪。

查看更多要求加薪的好方法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china-salary-guide-calculator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sg/article/working-remotely-when-virtual-meetings-and-job-interviews-become-norm
https://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article/%E5%A6%82%E4%BD%95%E8%A6%81%E6%B1%82%E5%8A%A0%E8%96%AA7%E4%BB%B6%E8%A6%81%E8%AE%B0%E4%BD%8F%E7%9A%84%E4%B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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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工作机会后如何协商薪资

如果您已决定通过更换工作来获取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并成功获得了一个有趣

的工作机会！

在敲定最终细节时需要考虑一些要点。以下是11条关于薪资谈判之前、之中和之后可以做些
什么的建议。

1.	 对比行业平均薪资水平：请使用我们的薪酬计算器来找到与您经验相似的人的平均薪资 

2.	 考虑总薪酬方案：公司可能无法增加实际薪资，但高价值的额外收益（这将很大
程度上帮助您提高工作满意度）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3.	 找出是否有任何局限性：有些工作机会可能有具体的工资上限，这意
味着您的薪资一定不会超过一定的金额。如果公司存在薪资预算
限制，请考虑在哪些方面可以更灵活一些，例如增加年假天
数或进行额外的培训。 

4.	 建立信心：如果您已做过研究（我们的薪酬计算器能为您
提供帮助），您将充分了解自己在市场中的价值，这将为
您在薪资协商前建立信心。 

5.	 诚实地提供您过去的薪资：您的确想获得尽可能高的薪
资，但对于过去的薪资情况，您必须现实且诚实。 

6.	 等待您的直线经理提供一个具体数字：您可以让雇主在薪资
方面先提出一个数字，然后将其作为协商起点，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值得更多的理由。

阅读更多协商薪资的技巧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china-salary-guide-calculator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china-salary-guide-calculator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china-salary-guide-calculator
https://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article/%E8%8E%B7%E5%BE%97%E5%B7%A5%E4%BD%9C%E6%9C%BA%E4%BC%9A%E5%90%8E%E5%A6%82%E4%BD%95%E5%8D%8F%E5%95%86%E8%96%AA%E8%B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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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年年度度  设设计计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平平面面设设计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平平面面设设计计师师 ¥15,000 ¥35,000

平平面面设设计计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室室内内设设计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商商业业室室内内设设计计师师 ¥15,000 ¥30,000

商商业业室室内内设设计计经经理理 ¥30,000 ¥60,000

交交互互设设计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UI/UX 设设计计师师 ¥20,000 ¥40,000

UI/UX 设设计计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体体验验设设计计总总监监 ¥50,000 ¥70,000

工工业业设设计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消消费费品品工工业业设设计计 ¥20,000 ¥40,000

消消费费品品工工业业设设计计经经理理 ¥35,000 ¥55,000

设设计计战战略略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服服务务设设计计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Agile/Design Thinking/ Lean 设设计计教教练练 ¥25,000 ¥45,000

游游戏戏设设计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游游戏戏设设计计师师 ¥15,000 ¥30,000

游游戏戏总总设设计计师师 ¥30,000 ¥55,000

多多职职能能游游戏戏美美术术师师 ¥15,000 ¥25,000

游游戏戏总总美美术术师师 ¥20,000 ¥40,000

China - 2021 年度	设计薪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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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年年度度  财财务务  &&  会会计计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财财务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财财务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5,000

财财务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40,000

高高级级财财务务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8,000 ¥55,000

初初级级财财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50,000 ¥75,000

财财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70,000 ¥125,000

首首席席财财务务官官1188++年年 ¥125,000 ¥300,000

会会计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会会计计师师33--55年年 ¥10,000 ¥15,000

会会计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0,000

会会计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0,000 ¥35,000

高高级级会会计计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5,000 ¥60,000

会会计计总总监监//共共享享中中心心总总监监1155++年年 ¥58,000 ¥92,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员员33--55年年 ¥15,000 ¥20,000

高高级级财财务务分分析析员员//财财务务分分析析主主管管55--77年年 ¥20,000 ¥25,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45,000

高高级级财财务务分分析析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5,000 ¥65,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总总监监1155++年年 ¥65,000 ¥125,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专专员员33--55年年 ¥15,000 ¥20,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主主管管55--77年年 ¥20,000 ¥30,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45,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5,000 ¥65,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总总监监1155++年年 ¥65,000 ¥105,000

税税务务      (¥ 月薪)

China - 2021 年度	财务	&	会计薪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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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年年度度  财财务务  &&  会会计计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财财务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财财务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5,000

财财务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40,000

高高级级财财务务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8,000 ¥55,000

初初级级财财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50,000 ¥75,000

财财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70,000 ¥125,000

首首席席财财务务官官1188++年年 ¥125,000 ¥300,000

会会计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会会计计师师33--55年年 ¥10,000 ¥15,000

会会计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0,000

会会计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0,000 ¥35,000

高高级级会会计计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5,000 ¥60,000

会会计计总总监监//共共享享中中心心总总监监1155++年年 ¥58,000 ¥92,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员员33--55年年 ¥15,000 ¥20,000

高高级级财财务务分分析析员员//财财务务分分析析主主管管55--77年年 ¥20,000 ¥25,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45,000

高高级级财财务务分分析析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5,000 ¥65,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总总监监1155++年年 ¥65,000 ¥125,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专专员员33--55年年 ¥15,000 ¥20,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主主管管55--77年年 ¥20,000 ¥30,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45,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5,000 ¥65,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总总监监1155++年年 ¥65,000 ¥105,000

税税务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税税务务专专员员33--55年年 ¥15,000 ¥18,000

税税务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8,000 ¥30,000

税税务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50,000

税税务务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50,000 ¥70,000

税税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70,000 ¥110,000

资资金金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资资金金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5,000

资资金金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5,000 ¥45,000

资资金金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5,000 ¥65,000

资资金金总总监监1155++年年 ¥65,000 ¥105,000

信信控控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信信控控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2,000

信信控控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2,000 ¥38,000

信信控控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8,000 ¥60,000

信信控控总总监监1155++年年 ¥60,000 ¥10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成成本本专专员员33--55年年 ¥8,000 ¥1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3,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3,000 ¥3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5,000 ¥50,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总总监监1155++年年 ¥50,000 ¥85,000

China - 2021 年度	财务	&	会计薪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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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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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 年度	人力资源薪酬指南
China - 2021年年度度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综综合合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首首席席人人力力资资源源官官//人人力力资资源源副副总总裁裁 ¥120,000 ¥200,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总总监监 ¥80,000 ¥125,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业业务务伙伙伴伴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总总监监--业业务务合合作作伙伙伴伴 ¥60,000 ¥120,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经经理理--业业务务合合作作伙伙伴伴 ¥25,000 ¥60,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专专员员 ¥12,000 ¥20,000

招招聘聘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人人才才招招聘聘总总监监 ¥60,000 ¥100,000

人人才才招招聘聘经经理理 ¥25,000 ¥60,000

人人才才招招聘聘专专员员 ¥10,000 ¥25,000

学学习习发发展展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学学习习与与发发展展总总监监 ¥75,000 ¥125,000

学学习习与与发发展展经经理理 ¥25,000 ¥60,000

学学习习与与发发展展专专员员 ¥12,000 ¥20,000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75,000 ¥125,000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30,000 ¥60,000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专专员员 ¥12,000 ¥20,000

组组织织发发展展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组组织织发发展展总总监监 ¥80,000 ¥120,000

组组织织发发展展经经理理 ¥40,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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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薪酬酬福福利利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薪薪酬酬福福利利总总监监 ¥60,000 ¥120,000

薪薪酬酬福福利利经经理理 ¥30,000 ¥60,000

薪薪酬酬福福利利专专员员 ¥12,000 ¥20,000

雇雇主主品品牌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雇雇主主品品牌牌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雇雇主主品品牌牌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人人力力共共享享中中心心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共共享享中中心心总总监监 ¥50,000 ¥80,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共共享享中中心心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共共享享中中心心专专员员 ¥6,000 ¥15,000

行行政政支支持持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行行政政经经理理 ¥15,000 ¥40,000

执执行行助助理理 ¥15,000 ¥40,000

私私人人助助理理 ¥8,000 ¥20,000

China - 2021 年度	人力资源薪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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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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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 年度	工业	&	汽车薪酬指南
China - 2021年年度度  工工业业  &&  汽汽车车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销销售售与与市市场场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销销售售总总监监 ¥40,000 ¥100,000

销销售售&&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5,000 ¥110,000

客客户户开开发发总总监监 ¥40,000 ¥100,000

客客户户开开发发经经理理 ¥22,000 ¥45,000

售售后后市市场场总总监监 ¥45,000 ¥100,000

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市市场场总总监监 ¥45,000 ¥100,000

销销售售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170,000

销销售售工工程程师师 ¥8,000 ¥16,000

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15,000 ¥22,000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18,000 ¥28,000

后后市市场场渠渠道道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15,000 ¥30,000

后后市市场场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18,000 ¥28,000

应应用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5,000

大大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后后市市场场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后后市市场场区区域域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20,000 ¥32,000

应应用用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客客服服经经理理 ¥20,000 ¥28,000

技技术术应应用用经经理理 ¥20,000 ¥28,000

市市场场沟沟通通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市市场场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数数字字化化市市场场经经理理 ¥22,000 ¥40,000

经经销销商商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定定价价经经理理 ¥22,000 ¥35,000

公公关关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研研发发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工工程程副副总总裁裁 ¥90,0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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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年年度度  工工业业  &&  汽汽车车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销销售售与与市市场场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销销售售总总监监 ¥40,000 ¥100,000

销销售售&&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5,000 ¥110,000

客客户户开开发发总总监监 ¥40,000 ¥100,000

客客户户开开发发经经理理 ¥22,000 ¥45,000

售售后后市市场场总总监监 ¥45,000 ¥100,000

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市市场场总总监监 ¥45,000 ¥100,000

销销售售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170,000

销销售售工工程程师师 ¥8,000 ¥16,000

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15,000 ¥22,000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18,000 ¥28,000

后后市市场场渠渠道道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15,000 ¥30,000

后后市市场场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18,000 ¥28,000

应应用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5,000

大大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后后市市场场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后后市市场场区区域域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20,000 ¥32,000

应应用用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客客服服经经理理 ¥20,000 ¥28,000

技技术术应应用用经经理理 ¥20,000 ¥28,000

市市场场沟沟通通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市市场场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数数字字化化市市场场经经理理 ¥22,000 ¥40,000

经经销销商商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定定价价经经理理 ¥22,000 ¥35,000

公公关关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研研发发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工工程程副副总总裁裁 ¥90,000 ¥120,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工工程程总总监监 ¥50,000 ¥90,000

工工程程经经理理 ¥30,000 ¥55,000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首首席席工工程程师师 ¥40,000 ¥110,000

高高级级产产品品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21,000 ¥35,000

产产品品工工程程师师 ¥12,000 ¥22,000

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5,000 ¥70,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22,000 ¥35,000

前前期期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3,000 ¥33,000

前前期期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3,000 ¥33,000

前前期期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2,000

前前期期制制造造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前前期期制制造造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2,000

应应用用总总监监 ¥35,000 ¥50,000

应应用用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应应用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测测试试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实实验验室室经经理理 ¥20,000 ¥33,000

测测试试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材材料料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0,000

硬硬件件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0,000

软软件件工工程程师师 ¥19,000 ¥30,000

系系统统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5,000

标标定定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5,000

振振动动噪噪声声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2,000

光光学学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生生产产与与运运营营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45,000 ¥120,000

工工程程总总监监 ¥40,000 ¥100,000

精精益益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120,000

China - 2021 年度	工业	&	汽车薪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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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工工程程总总监监 ¥50,000 ¥90,000

工工程程经经理理 ¥30,000 ¥55,000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首首席席工工程程师师 ¥40,000 ¥110,000

高高级级产产品品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21,000 ¥35,000

产产品品工工程程师师 ¥12,000 ¥22,000

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5,000 ¥70,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22,000 ¥35,000

前前期期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3,000 ¥33,000

前前期期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3,000 ¥33,000

前前期期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2,000

前前期期制制造造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前前期期制制造造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2,000

应应用用总总监监 ¥35,000 ¥50,000

应应用用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应应用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测测试试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实实验验室室经经理理 ¥20,000 ¥33,000

测测试试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材材料料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0,000

硬硬件件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0,000

软软件件工工程程师师 ¥19,000 ¥30,000

系系统统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5,000

标标定定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5,000

振振动动噪噪声声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2,000

光光学学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生生产产与与运运营营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45,000 ¥120,000

工工程程总总监监 ¥40,000 ¥100,000

精精益益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120,000

China - 2021 年度	工业	&	汽车薪酬指南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供供应应链链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安安全全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厂厂长长 ¥55,000 ¥120,000

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0,000 ¥65,000

生生产产经经理理 ¥30,000 ¥50,000

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0,000 ¥65,000

生生产产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价价值值流流经经理理 ¥22,000 ¥35,000

工工厂厂工工程程经经理理 ¥30,000 ¥55,000

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3,000 ¥35,000

过过程程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生生产产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工工业业经经理理 ¥13,000 ¥18,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经经理理 ¥21,000 ¥35,000

设设施施经经理理 ¥21,000 ¥35,000

设设备备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机机械械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电电子子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工工厂厂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35,000 ¥55,000

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经经理理 ¥22,000 ¥33,000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0,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傅傅 ¥15,000 ¥23,000

安安全全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安安全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供供应应链链采采购购与与仓仓储储物物流流      (¥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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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工工程程总总监监 ¥50,000 ¥90,000

工工程程经经理理 ¥30,000 ¥55,000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首首席席工工程程师师 ¥40,000 ¥110,000

高高级级产产品品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21,000 ¥35,000

产产品品工工程程师师 ¥12,000 ¥22,000

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5,000 ¥70,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22,000 ¥35,000

前前期期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3,000 ¥33,000

前前期期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3,000 ¥33,000

前前期期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2,000

前前期期制制造造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前前期期制制造造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2,000

应应用用总总监监 ¥35,000 ¥50,000

应应用用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应应用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测测试试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实实验验室室经经理理 ¥20,000 ¥33,000

测测试试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材材料料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0,000

硬硬件件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0,000

软软件件工工程程师师 ¥19,000 ¥30,000

系系统统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5,000

标标定定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5,000

振振动动噪噪声声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2,000

光光学学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生生产产与与运运营营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45,000 ¥120,000

工工程程总总监监 ¥40,000 ¥100,000

精精益益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120,000

China - 2021 年度	工业	&	汽车薪酬指南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供供应应链链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安安全全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厂厂长长 ¥55,000 ¥120,000

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0,000 ¥65,000

生生产产经经理理 ¥30,000 ¥50,000

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0,000 ¥65,000

生生产产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价价值值流流经经理理 ¥22,000 ¥35,000

工工厂厂工工程程经经理理 ¥30,000 ¥55,000

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3,000 ¥35,000

过过程程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生生产产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工工业业经经理理 ¥13,000 ¥18,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经经理理 ¥21,000 ¥35,000

设设施施经经理理 ¥21,000 ¥35,000

设设备备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机机械械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电电子子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工工厂厂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35,000 ¥55,000

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经经理理 ¥22,000 ¥33,000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0,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傅傅 ¥15,000 ¥23,000

安安全全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安安全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供供应应链链采采购购与与仓仓储储物物流流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供供应应链链总总监监 ¥55,000 ¥120,000

供供应应链链经经理理 ¥25,000 ¥45,000

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55,000 ¥110,000

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品品类类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项项目目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2,000 ¥35,000

项项目目采采购购工工程程师师 ¥18,000 ¥25,000

直直接接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采采购购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2,000

成成品品评评估估 ¥18,000 ¥30,000

高高级级买买手手 ¥13,000 ¥20,000

间间接接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35,000 ¥60,000

间间接接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物物流流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物物流流主主管管 ¥18,000 ¥25,000

贸贸易易合合规规经经理理 ¥25,000 ¥33,000

物物流流经经理理 ¥18,000 ¥28,000

订订单单总总监监 ¥55,000 ¥120,000

规规划划经经理理 ¥25,000 ¥45,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供供应应链链规规划划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供供应应链链规规划划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客客服服总总监监 ¥50,000 ¥80,000

客客服服经经理理 ¥18,000 ¥30,000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供供应应链链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安安全全总总监监 ¥45,000 ¥90,000

厂厂长长 ¥55,000 ¥120,000

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0,000 ¥65,000

生生产产经经理理 ¥30,000 ¥50,000

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0,000 ¥65,000

生生产产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价价值值流流经经理理 ¥22,000 ¥35,000

工工厂厂工工程程经经理理 ¥30,000 ¥55,000

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3,000 ¥35,000

过过程程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生生产产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工工业业经经理理 ¥13,000 ¥18,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经经理理 ¥21,000 ¥35,000

设设施施经经理理 ¥21,000 ¥35,000

设设备备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机机械械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电电子子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工工厂厂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35,000 ¥55,000

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8,000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经经理理 ¥22,000 ¥33,000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0,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傅傅 ¥15,000 ¥23,000

安安全全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安安全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0,000

供供应应链链采采购购与与仓仓储储物物流流      (¥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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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 年度	信息技术	&	互联网薪酬指南	China - 2021年年度度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  互互联联网网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后后端端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TO

技技术术VP

技技术术总总监监

技技术术经经理理

技技术术leader

Java架架构构师师

Java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C++架架构构师师

C++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Golang架架构构师师

Golang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C#/.Net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Python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PHP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Node.J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Ruby on Rail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负负责责人人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leader

数数据据架架构构师师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数数仓仓架架构构师师

数数仓仓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40,000

¥40,000

¥40,000

¥25,000

¥40,000

¥25,000

¥40,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45000+股票期权

¥35000+股票期权

¥35,000

¥20,000

¥30,000

¥20,000

¥15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股票期权

¥50,000

¥50,000

¥50,000

¥35,000

¥50,000

¥40,000

¥50,000

¥40,000

¥35,000

¥35,000

¥30,000

¥35,000

¥30,000

¥65000+股票期权

¥45000+股票期权

¥45,000

¥30,000

¥40,000

¥30,000

¥200000+股票期权

¥12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60,000

¥60,000

¥60,000

¥50,000

¥60,000

¥50,000

¥60,000

¥50,000

¥50,000

¥50,000

¥40,000

¥50,000

¥40,000

¥85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60,000

¥40,000

¥50,000

¥40,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前前端端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前前端端负负责责人人

前前端端经经理理

前前端端架架构构师师

前前端端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移移动动端端负负责责人人

iOS架架构构师师

¥60000+股票期权

¥40,000

¥30,000

¥20,000

¥50000+股票期权

¥35,000

¥80000+股票期权

¥50,000

¥40,000

¥30,000

¥60000+股票期权

¥40,000

¥100000+股票期权

¥60,000

¥50,000

¥40,000

¥80000+股票期权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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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年年度度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  互互联联网网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后后端端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TO

技技术术VP

技技术术总总监监

技技术术经经理理

技技术术leader

Java架架构构师师

Java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C++架架构构师师

C++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Golang架架构构师师

Golang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C#/.Net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Python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PHP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Node.J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Ruby on Rail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负负责责人人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leader

数数据据架架构构师师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数数仓仓架架构构师师

数数仓仓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40,000

¥40,000

¥40,000

¥25,000

¥40,000

¥25,000

¥40,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45000+股票期权

¥35000+股票期权

¥35,000

¥20,000

¥30,000

¥20,000

¥15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股票期权

¥50,000

¥50,000

¥50,000

¥35,000

¥50,000

¥40,000

¥50,000

¥40,000

¥35,000

¥35,000

¥30,000

¥35,000

¥30,000

¥65000+股票期权

¥45000+股票期权

¥45,000

¥30,000

¥40,000

¥30,000

¥200000+股票期权

¥12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60,000

¥60,000

¥60,000

¥50,000

¥60,000

¥50,000

¥60,000

¥50,000

¥50,000

¥50,000

¥40,000

¥50,000

¥40,000

¥85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60,000

¥40,000

¥50,000

¥40,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前前端端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前前端端负负责责人人

前前端端经经理理

前前端端架架构构师师

前前端端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移移动动端端负负责责人人

iOS架架构构师师

¥60000+股票期权

¥40,000

¥30,000

¥20,000

¥50000+股票期权

¥35,000

¥80000+股票期权

¥50,000

¥40,000

¥30,000

¥60000+股票期权

¥40,000

¥100000+股票期权

¥60,000

¥50,000

¥40,000

¥80000+股票期权

¥50,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iO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25,000 ¥30,000 ¥35,000

Android架架构构师师 ¥35,000 ¥40,000 ¥50,000

Android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25,000 ¥30,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测测试试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测测试试负负责责人人

测测试试总总监监

测测试试经经理理

测测试试架架构构师师

测测试试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60000+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35,000

¥25,000

¥70000+股票期权

¥60,000

¥40,000

¥40,000

¥30,000

¥80000+股票期权

¥70,000

¥50,000

¥50,000

¥40,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运运维维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运运维维负负责责人人

运运维维架架构构师师

运运维维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运运维维工工程程师师

¥40,000

¥35,000

¥25,000

¥20,000

¥50,000

¥40,000

¥30,000

¥25,000

¥60,000

¥50,000

¥40,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算算法法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算算法法负负责责人人

算算法法经经理理

算算法法专专家家

算算法法工工程程师师

¥100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35000+股票期权

¥30,000

¥150000+股票期权

¥80000+股票期权

¥45000+股票期权

¥40,000

¥20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50,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数数据据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首首席席数数据据科科学学家家

数数据据总总监监

数数据据科科学学家家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负负责责人人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股票期权

¥35000+股票期权

¥45000+股票期权

¥35000+股票期权

¥15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45000+股票期权

¥65000+股票期权

¥45000+股票期权

¥200000+股票期权

¥120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85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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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iO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25,000 ¥30,000 ¥35,000

Android架架构构师师 ¥35,000 ¥40,000 ¥50,000

Android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25,000 ¥30,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测测试试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测测试试负负责责人人

测测试试总总监监

测测试试经经理理

测测试试架架构构师师

测测试试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60000+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35,000

¥25,000

¥70000+股票期权

¥60,000

¥40,000

¥40,000

¥30,000

¥80000+股票期权

¥70,000

¥50,000

¥50,000

¥40,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运运维维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运运维维负负责责人人

运运维维架架构构师师

运运维维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运运维维工工程程师师

¥40,000

¥35,000

¥25,000

¥20,000

¥50,000

¥40,000

¥30,000

¥25,000

¥60,000

¥50,000

¥40,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算算法法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算算法法负负责责人人

算算法法经经理理

算算法法专专家家

算算法法工工程程师师

¥100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35000+股票期权

¥30,000

¥150000+股票期权

¥80000+股票期权

¥45000+股票期权

¥40,000

¥20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50,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数数据据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首首席席数数据据科科学学家家

数数据据总总监监

数数据据科科学学家家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负负责责人人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股票期权

¥35000+股票期权

¥45000+股票期权

¥35000+股票期权

¥15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45000+股票期权

¥65000+股票期权

¥45000+股票期权

¥200000+股票期权

¥120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85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专专家家 ¥30,000 ¥40,000 ¥50,000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产产品品      B端端产产品品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产产品品VP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60000+股票期权

¥50,000

¥25,000

¥80000+股票期权

¥60,000

¥35,000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

¥50,000

互互联联网网产产品品      C端端产产品品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产产品品VP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60000+股票期权

¥50,000

¥25,000

¥80000+股票期权

¥60,000

¥35,000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

¥50,000

互互联联网网运运营营      运运营营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OO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60000+股票期权

¥40,000

¥25,000

¥80000+股票期权

¥60,000

¥35,000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

¥50,000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IT管管理理岗岗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IO

IT负负责责人人

¥80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股票期权

¥12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数数字字化化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数数字字化化技技术术负负责责人人 ¥60,000 ¥70,000 ¥80,000

数数字字化化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40,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40,000

商商业业分分析析 ¥25,000 ¥35,000 ¥40,000

解解决决方方案案架架构构师师 ¥30,000 ¥45,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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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专专家家 ¥30,000 ¥40,000 ¥50,000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产产品品      B端端产产品品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产产品品VP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60000+股票期权

¥50,000

¥25,000

¥80000+股票期权

¥60,000

¥35,000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

¥50,000

互互联联网网产产品品      C端端产产品品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产产品品VP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60000+股票期权

¥50,000

¥25,000

¥80000+股票期权

¥60,000

¥35,000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

¥50,000

互互联联网网运运营营      运运营营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OO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60000+股票期权

¥40,000

¥25,000

¥80000+股票期权

¥60,000

¥35,000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

¥50,000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IT管管理理岗岗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IO

IT负负责责人人

¥80000+股票期权

¥6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80000+股票期权

¥120000+股票期权

¥100000+股票期权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数数字字化化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数数字字化化技技术术负负责责人人 ¥60,000 ¥70,000 ¥80,000

数数字字化化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40,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40,000

商商业业分分析析 ¥25,000 ¥35,000 ¥40,000

解解决决方方案案架架构构师师 ¥30,000 ¥45,000 ¥60,000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信信息息安安全全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ISO ¥60,000 ¥80,000 ¥100,000

应应用用安安全全工工程程师师 ¥30,000 ¥40,000 ¥50,000

数数据据保保护护工工程程师师 ¥25,000 ¥35,000 ¥40,000

商商业业智智能能经经理理 ¥30,000 ¥40,000 ¥50,000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数数据据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网网络络安安全全工工程程师师 ¥30,000 ¥4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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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售售      店店铺铺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店店长长 ¥15,000 ¥35,000

旗旗舰舰店店店店长长 ¥30,000 ¥60,000

零零售售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城城市市经经理理 ¥30,000 ¥50,000

大大区区经经理理 ¥40,000 ¥60,000

零零售售总总监监 ¥60,000 ¥110,000

零零售售总总经经理理 ¥60,000 ¥150,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店店铺铺扩扩张张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门门店店拓拓展展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门门店店拓拓展展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渠渠道道拓拓展展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渠渠道道拓拓展展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大大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大大客客户户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与与分分析析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与与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与与分分析析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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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年年度度  零零售售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零零售售      店店铺铺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店店长长 ¥15,000 ¥35,000

旗旗舰舰店店店店长长 ¥30,000 ¥60,000

零零售售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城城市市经经理理 ¥30,000 ¥50,000

大大区区经经理理 ¥40,000 ¥60,000

零零售售总总监监 ¥60,000 ¥110,000

零零售售总总经经理理 ¥60,000 ¥150,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店店铺铺扩扩张张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门门店店拓拓展展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门门店店拓拓展展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渠渠道道拓拓展展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渠渠道道拓拓展展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大大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大大客客户户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与与分分析析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与与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与与分分析析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商商品品企企划划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商商品品企企划划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商商品品企企划划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配配货货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配配货货经经理理 ¥20,000 ¥40,000

配配货货总总监监 ¥40,000 ¥8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专专员员 ¥20,000 ¥3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商商品品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商商品品管管理理专专员员 ¥15,000 ¥30,000

商商品品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商商品品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50,000 ¥120,000

买买手手 ¥20,000 ¥50,000

采采买买经经理理 ¥30,000 ¥60,000

采采买买总总监监 ¥60,000 ¥120,000

零零售售      零零售售培培训训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销销售售指指导导 ¥15,000 ¥30,000

培培训训师师 ¥15,000 ¥25,000

培培训训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培培训训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培培训训师师  --学学院院 ¥20,000 ¥30,000

培培训训经经理理  --学学院院 ¥30,000 ¥50,000

培培训训总总监监  --学学院院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物物流流与与仓仓储储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物物流流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物物流流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中国薪酬计算器 2021 33|

China - 2021 年度	零售薪酬指南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商商品品企企划划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商商品品企企划划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商商品品企企划划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配配货货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配配货货经经理理 ¥20,000 ¥40,000

配配货货总总监监 ¥40,000 ¥8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专专员员 ¥20,000 ¥3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商商品品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商商品品管管理理专专员员 ¥15,000 ¥30,000

商商品品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商商品品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50,000 ¥120,000

买买手手 ¥20,000 ¥50,000

采采买买经经理理 ¥30,000 ¥60,000

采采买买总总监监 ¥60,000 ¥120,000

零零售售      零零售售培培训训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销销售售指指导导 ¥15,000 ¥30,000

培培训训师师 ¥15,000 ¥25,000

培培训训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培培训训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培培训训师师  --学学院院 ¥20,000 ¥30,000

培培训训经经理理  --学学院院 ¥30,000 ¥50,000

培培训训总总监监  --学学院院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物物流流与与仓仓储储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物物流流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物物流流经经理理 ¥20,000 ¥50,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物物流流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仓仓储储管管理理专专员员 ¥15,000 ¥250,000

仓仓储储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仓仓储储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供供应应链链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生生产产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生生产产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大大客客户户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6,0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60,000

总总监监 ¥60,000 ¥8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销销售售管管理理//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6,0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0,000 ¥18,000

经经理理 ¥18,000 ¥3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0,000 ¥50,000

总总监监 ¥50,000 ¥7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市市场场营营销销  (¥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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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物物流流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仓仓储储管管理理专专员员 ¥15,000 ¥250,000

仓仓储储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仓仓储储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零零售售      供供应应链链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专专员员 ¥15,000 ¥25,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生生产产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50,000

生生产产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50,000 ¥10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大大客客户户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6,0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60,000

总总监监 ¥60,000 ¥8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销销售售管管理理//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6,0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0,000 ¥18,000

经经理理 ¥18,000 ¥3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0,000 ¥50,000

总总监监 ¥50,000 ¥7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市市场场营营销销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0,0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20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渠渠道道营营销销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20,000

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15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公公关关&&活活动动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7,0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0,000 ¥18,000

经经理理 ¥18,000 ¥3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0,000 ¥5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85,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消消费费者者洞洞察察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5,000

经经理理 ¥1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10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媒媒体体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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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0,0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20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渠渠道道营营销销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20,000

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15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公公关关&&活活动动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7,0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0,000 ¥18,000

经经理理 ¥18,000 ¥3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0,000 ¥5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85,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消消费费者者洞洞察察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5,000

经经理理 ¥1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10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媒媒体体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5,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经经理理 ¥1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10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数数字字营营销销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5,0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20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9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电电商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4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5,0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20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会会员员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5,000

经经理理 ¥1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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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经经理理 ¥1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10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数数字字营营销销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5,0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20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5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9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电电商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4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5,0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20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会会员员管管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5,000

经经理理 ¥1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20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新新零零售售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 ¥50,000 ¥6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65,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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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 年度	战略薪酬指南China - 2021年年度度  战战略略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战战略略      咨咨询询公公司司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合合伙伙人人 ¥2,500,000 -

总总监监 ¥1,500,000 ¥2,500,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500,000 ¥1,800,000

顾顾问问 ¥400,000 ¥1,300,000

战战略略      企企业业战战略略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高高级级战战略略总总监监 ¥2,000,000 -

战战略略总总监监 ¥1,200,000 ¥2,000,000

高高级级战战略略经经理理 ¥800,000 ¥1,200,000

战战略略经经理理 ¥400,000 ¥800,000

兼兼并并收收购购      企企业业并并购购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并并购购总总监监 ¥1,200,000 ¥2,500,000

并并购购高高级级经经理理 ¥800,000 ¥1,200,000

并并购购经经理理 ¥400,000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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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 年度	金融服务薪酬指南	China - 2021年年度度  金金融融服服务务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业业务务拓拓展展，，销销售售和和产产品品专专员员      机机构构和和渠渠道道销销售售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销销售售人人员员）） ¥350,000 ¥800,000

经经理理（（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销销售售团团队队管管理理者者）） ¥800,000 ¥2,000,000

高高管管（（区区域域和和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2,000,000 ¥3,000,000

业业务务拓拓展展，，销销售售和和产产品品专专员员      客客户户组组合合管管理理和和产产品品专专员员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销销售售人人员员）） ¥350,000 ¥750,000

经经理理（（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销销售售团团队队管管理理者者）） ¥750,000 ¥1,600,000

高高管管（（区区域域和和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1,600,000 ¥2,800,000

投投资资和和研研究究      基基本本面面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研研究究员员 ¥400,000 ¥800,000

高高级级研研究究员员和和初初级级基基金金经经理理 ¥800,000 ¥2,500,000

研研究究总总监监和和高高级级基基金金经经理理 ¥2,500,000 ¥6,000,000

投投资资和和研研究究      量量化化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研研究究员员 ¥400,000 ¥800,000

高高级级研研究究员员和和初初级级基基金金经经理理 ¥800,000 ¥2,500,000

研研究究总总监监和和高高级级基基金金经经理理 ¥2,500,000 ¥6,000,000

执执行行和和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本本土土金金融融机机构构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初初级级交交易易员员（（11--33年年）） ¥180,000 ¥240,000

初初级级交交易易员员（（33--55年年）） ¥240,000 ¥4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11--33年年）） ¥250,000 ¥4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33--55年年）） ¥400,000 ¥8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55年年以以上上）） ¥800,000 ¥1,500,000+

量量化化交交易易员员（（11--33年年）） ¥400,000 ¥800,000

量量化化交交易易员员（（33--55年年）） ¥800,000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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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执行行和和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合合格格境境外外投投资资者者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初初级级交交易易员员 ¥300,000 ¥5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 ¥400,000 ¥2,000,000

量量化化交交易易员员 ¥400,000 ¥2,000,000

执执行行和和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本本土土银银行行和和券券商商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200,000 ¥1,400,000+

执执行行和和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合合资资券券商商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280,000 ¥1,400,000+

执执行行和和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合合资资银银行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350,000 ¥1,800,000+

监监察察稽稽核核      合合规规//风风控控//内内审审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300,000 ¥450,000 ¥50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600,000 ¥800,000 ¥1,2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1,000,000 ¥1,500,000 ¥2,500,000

后后台台支支持持      投投资资服服务务//基基金金运运营营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280,000 ¥350,000 ¥45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500,000 ¥750,000 ¥9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800,000 ¥100,000 ¥1,800,000

后后台台支支持持      财财务务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280,000 ¥350,000 ¥45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500,000 ¥650,000 ¥8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800,000 ¥100,00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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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执行行和和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合合格格境境外外投投资资者者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初初级级交交易易员员 ¥300,000 ¥5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 ¥400,000 ¥2,000,000

量量化化交交易易员员 ¥400,000 ¥2,000,000

执执行行和和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本本土土银银行行和和券券商商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200,000 ¥1,400,000+

执执行行和和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合合资资券券商商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280,000 ¥1,400,000+

执执行行和和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合合资资银银行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350,000 ¥1,800,000+

监监察察稽稽核核      合合规规//风风控控//内内审审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300,000 ¥450,000 ¥50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600,000 ¥800,000 ¥1,2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1,000,000 ¥1,500,000 ¥2,500,000

后后台台支支持持      投投资资服服务务//基基金金运运营营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280,000 ¥350,000 ¥45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500,000 ¥750,000 ¥9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800,000 ¥100,000 ¥1,800,000

后后台台支支持持      财财务务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280,000 ¥350,000 ¥45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500,000 ¥650,000 ¥8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800,000 ¥100,000 ¥1,500,000

技技术术部部门门      需需求求分分析析//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250,000 ¥300,000 ¥35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400,000 ¥450,000 ¥55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600,000 ¥750,000 ¥900,000

技技术术部部门门      基基础础运运维维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240,000 ¥280,000 ¥30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400,000 ¥550,000 ¥7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800,000 ¥1,000,000 ¥1,500,000

技技术术部部门门      网网络络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250,000 ¥280,000 ¥30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400,000 ¥450,000 ¥6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600,000 ¥750,000 ¥1,000,000

技技术术部部门门      信信息息安安全全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300,000 ¥380,000 ¥45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500,000 ¥650,000 ¥8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800,000 ¥950,000 ¥1,200,000

技技术术部部门门      研研发发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300,000 ¥380,000 ¥45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500,000 ¥650,000 ¥8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800,000 ¥1,000,000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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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技术术部部门门      需需求求分分析析//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250,000 ¥300,000 ¥35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400,000 ¥450,000 ¥55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600,000 ¥750,000 ¥900,000

技技术术部部门门      基基础础运运维维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240,000 ¥280,000 ¥30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400,000 ¥550,000 ¥7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800,000 ¥1,000,000 ¥1,500,000

技技术术部部门门      网网络络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250,000 ¥280,000 ¥30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400,000 ¥450,000 ¥6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600,000 ¥750,000 ¥1,000,000

技技术术部部门门      信信息息安安全全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300,000 ¥380,000 ¥45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500,000 ¥650,000 ¥8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800,000 ¥950,000 ¥1,200,000

技技术术部部门门      研研发发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一一般般员员工工  （（初初级级至至中中级级人人员员）） ¥300,000 ¥380,000 ¥450,000

经经理理  （（中中层层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500,000 ¥650,000 ¥800,000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800,000 ¥1,000,000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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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司司银银行行部部      企企业业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18,000 ¥25,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2,000 ¥45,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45,000 ¥55,000 ¥7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70,000 ¥90,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150,000 ¥180000+

公公司司银银行行部部      同同业业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6,000 ¥20,000 ¥28,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8,000 ¥35,000 ¥5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65,000 ¥8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4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40,000 ¥160,000 ¥200000+

公公司司银银行行部部      交交易易服服务务部部销销售售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3,000 ¥15,000 ¥23,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3,000 ¥30,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5,000 ¥75,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75,000 ¥90,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150,000 ¥180000+

公公司司银银行行部部      结结构构融融资资销销售售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8,000 ¥25,000 ¥30,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5,000 ¥6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75,000 ¥9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90,000 ¥120,000 ¥14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40,000 ¥160,000 ¥18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企企业业销销售售  (¥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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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1年年度度  银银行行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公公司司银银行行部部      企企业业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18,000 ¥25,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2,000 ¥45,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45,000 ¥55,000 ¥7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70,000 ¥90,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150,000 ¥180000+

公公司司银银行行部部      同同业业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6,000 ¥20,000 ¥28,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8,000 ¥35,000 ¥5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65,000 ¥8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4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40,000 ¥160,000 ¥200000+

公公司司银银行行部部      交交易易服服务务部部销销售售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3,000 ¥15,000 ¥23,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3,000 ¥30,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5,000 ¥75,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75,000 ¥90,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150,000 ¥180000+

公公司司银银行行部部      结结构构融融资资销销售售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8,000 ¥25,000 ¥30,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5,000 ¥6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75,000 ¥9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90,000 ¥120,000 ¥14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40,000 ¥160,000 ¥18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企企业业销销售售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20,000 ¥25,000 ¥30,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0,000 ¥5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75,000 ¥9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90,000 ¥120,000 ¥15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50,000 ¥180,000 ¥20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金金融融机机构构销销售售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20,000 ¥28,000 ¥35,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5,000 ¥55,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5,000 ¥80,000 ¥10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100,000 ¥130,000 ¥16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60,000 ¥180,000 ¥20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交交易易员员（（资资金金//同同业业））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3,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5,000 ¥7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70,000 ¥85,000 ¥10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00,000 ¥120,000 ¥15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交交易易员员  （（外外汇汇//债债券券//衍衍生生品品//期期权权//黄黄金金等等））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20,000 ¥25,000 ¥30,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0,000 ¥5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70,000 ¥9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90,000 ¥105,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150,000 ¥180,000

法法务务&&合合规规      合合规规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3,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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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20,000 ¥25,000 ¥30,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0,000 ¥5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75,000 ¥9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90,000 ¥120,000 ¥15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50,000 ¥180,000 ¥20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金金融融机机构构销销售售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20,000 ¥28,000 ¥35,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5,000 ¥55,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5,000 ¥80,000 ¥10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100,000 ¥130,000 ¥16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60,000 ¥180,000 ¥20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交交易易员员（（资资金金//同同业业））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3,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5,000 ¥7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70,000 ¥85,000 ¥10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00,000 ¥120,000 ¥15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交交易易员员  （（外外汇汇//债债券券//衍衍生生品品//期期权权//黄黄金金等等））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20,000 ¥25,000 ¥30,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0,000 ¥5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70,000 ¥9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90,000 ¥105,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150,000 ¥180,000

法法务务&&合合规规      合合规规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3,000 ¥40,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 ¥80,000 ¥90,000 ¥100,000

执执行行总总监监//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00,000 ¥130,000 ¥150,000

法法务务&&合合规规      反反洗洗钱钱//金金融融犯犯罪罪合合规规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3,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 ¥80,000 ¥90,000 ¥100,000

执执行行总总监监//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00,000 ¥130,000 ¥150,000

法法务务&&合合规规      法法务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20,000 ¥25,000 ¥3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0,000 ¥45,000

副副总总裁裁 ¥45,000 ¥55,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 ¥90,000 ¥105,000 ¥120,000

执执行行总总监监//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135,000 ¥150,000

风风险险管管理理      市市场场风风险险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5,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0,000

风风险险管管理理      信信用用风风险险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5,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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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 ¥80,000 ¥90,000 ¥100,000

执执行行总总监监//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00,000 ¥130,000 ¥150,000

法法务务&&合合规规      反反洗洗钱钱//金金融融犯犯罪罪合合规规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3,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 ¥80,000 ¥90,000 ¥100,000

执执行行总总监监//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00,000 ¥130,000 ¥150,000

法法务务&&合合规规      法法务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20,000 ¥25,000 ¥3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0,000 ¥45,000

副副总总裁裁 ¥45,000 ¥55,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 ¥90,000 ¥105,000 ¥120,000

执执行行总总监监//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135,000 ¥150,000

风风险险管管理理      市市场场风风险险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5,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0,000

风风险险管管理理      信信用用风风险险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5,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0,000

风风险险管管理理      操操作作风风险险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0,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5,000 ¥55,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5,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0,000

风风险险管管理理      内内部部审审计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30,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45,000 ¥55,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5,000 ¥60,000 ¥7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70,000 ¥85,000 ¥100,000

财财务务&&会会计计      财财务务控控制制//财财务务报报表表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5,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0,000

财财务务&&会会计计      业业务务财财务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20,000 ¥25,000 ¥3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35,000 ¥45,000

副副总总裁裁 ¥45,000 ¥55,000 ¥65,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5,000 ¥75,000 ¥85,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5,000 ¥105,000 ¥130,000

财财务务&&会会计计      税税务务  (¥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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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0,000

风风险险管管理理      操操作作风风险险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0,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5,000 ¥55,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5,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0,000

风风险险管管理理      内内部部审审计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30,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45,000 ¥55,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5,000 ¥60,000 ¥7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70,000 ¥85,000 ¥100,000

财财务务&&会会计计      财财务务控控制制//财财务务报报表表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5,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0,000

财财务务&&会会计计      业业务务财财务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20,000 ¥25,000 ¥3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35,000 ¥45,000

副副总总裁裁 ¥45,000 ¥55,000 ¥65,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5,000 ¥75,000 ¥85,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5,000 ¥105,000 ¥130,000

财财务务&&会会计计      税税务务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5,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0,000

运运营营      贸贸易易融融资资运运营营//国国际际结结算算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运运营营      贷贷款款运运营营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运运营营      资资金金运运营营//清清算算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2,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30,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0,000 ¥60,000 ¥65,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运运营营      现现金金运运营营//清清算算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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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35,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0,000 ¥6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80,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0,000

运运营营      贸贸易易融融资资运运营营//国国际际结结算算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运运营营      贷贷款款运运营营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运运营营      资资金金运运营营//清清算算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2,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30,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0,000 ¥60,000 ¥65,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运运营营      现现金金运运营营//清清算算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技技术术支支持持      基基础础架架构构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技技术术支支持持      系系统统应应用用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技技术术支支持持      项项目目管管理理//业业务务分分析析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技技术术支支持持      信信息息安安全全//技技术术风风险险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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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副副总总监监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高高级级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技技术术支支持持      基基础础架架构构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技技术术支支持持      系系统统应应用用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高高级级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技技术术支支持持      项项目目管管理理//业业务务分分析析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80,000

技技术术支支持持      信信息息安安全全//技技术术风风险险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专专员员//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0,000 ¥28,000 ¥35,000

副副总总裁裁 ¥35,000 ¥42,000 ¥50,000

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55,000 ¥65,000

总总监监 ¥65,000 ¥70,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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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515号，静安嘉里中心二期8楼880-886室，邮编200040

morganmckinley.com.cn

shanghai@morganmckinley.com+86 21 8033 3111

开始招聘 工作机会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employer/contact-us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search/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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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morgan-mckinley
https://www.zhihu.com/org/morgan-mckinley
http://v.qq.com/vplus/2027ae707e49ed05cea6582c984aec6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