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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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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范围数据范围

我们报告中每个职位的薪酬水平都受工作年限、公司规模、行业等因素影响。如果您需要更为详细的解

释，请随时联系我们。

欢迎查看Morgan McKinley 2022年度薪酬指南。我们每年度的薪酬报告能够将市场

合理的薪酬范围提供给雇主和候选人，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应该如何确定雇员薪酬

以及对如何预估自己下一年度的薪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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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员工的加薪请求

您的一位员工要求加薪，成功与否取决于您的回应。
但是，您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阅读更多 

如何计算起薪

确定新员工的薪资时，需要考虑9个步骤。

阅读更多 

金钱万能：是否应该将薪酬福
利纳入招聘广告？

你的招聘广告中涉及薪酬吗？招聘广告中缺少或涉及
薪酬可能会对招聘过程的成功与否造成影响。

阅读更多 

如何确定员工薪资范围：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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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_source=pdf&utm_medium=article-link&utm_campaign=salary-guid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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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_source=pdf&utm_medium=article-link&utm_campaign=salary-guide-2022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article/%E9%87%91%E9%92%B1%E4%B8%87%E8%83%BD-%E6%8B%9B%E8%81%98%E5%B9%BF%E5%91%8A%E4%B8%AD%E7%9A%84%E8%96%AA%E9%85%AC?utm_source=pdf&utm_medium=article-link&utm_campaign=salary-guid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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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薪资分析”显示你
的薪资低于同行平均水平，该
怎么做？

“薪资对比”为您展现您的薪资与其他类似职位薪资
的对比，并为您升职加薪要求提供一些良好的基础建
议。

阅读更多 

如何要求加薪：7件要记住的事

您觉得自己的能力已经超过了工资的价值，因此想要
求加薪。遇到这种情况时，要记住7件事。

阅读更多 

获得工作机会后如何协商薪资

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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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和之后可以做什么的建
议。

阅读更多 

薪酬建议：了解您的职位在市场平均薪资

如何在面试中回答薪资期望的
问题

 掌握如何回答薪资期望是面试中的重要一环。

阅读更多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article/%E5%A6%82%E6%9E%9C%E9%80%9A%E8%BF%87%E2%80%9C%E8%96%AA%E8%B5%84%E5%88%86%E6%9E%90%E2%80%9D%E6%98%BE%E7%A4%BA%E4%BD%A0%E7%9A%84%E8%96%AA%E8%B5%84%E4%BD%8E%E4%BA%8E%E5%90%8C%E8%A1%8C%E5%B9%B3%E5%9D%87%E6%B0%B4%E5%B9%B3%EF%BC%8C%E8%AF%A5%E6%80%8E%E4%B9%88%E5%81%9A%EF%BC%9F?utm_source=pdf&utm_medium=article-link&utm_campaign=salary-guid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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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_source=pdf&utm_medium=article-link&utm_campaign=salary-guid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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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_source=pdf&utm_medium=article-link&utm_campaign=salary-guide-2022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article/%E5%A6%82%E4%BD%95%E5%9C%A8%E9%9D%A2%E8%AF%95%E4%B8%AD%E5%9B%9E%E7%AD%94%E8%96%AA%E8%B5%84%E6%9C%9F%E6%9C%9B%E7%9A%84%E9%97%AE%E9%A2%98?utm_source=pdf&utm_medium=article-link&utm_campaign=salary-guid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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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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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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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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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

公公司司银银行行部部
同同业业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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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公公司司银银行行部部
交交易易服服务务部部销销售售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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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3,000 ¥3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55,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75,000 ¥9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150,000

¥23,000

¥40,000

¥75,000

¥120,000

¥180,000+

公公司司银银行行部部
结结构构融融资资销销售售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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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5,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75,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90,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40,000 ¥160,000

¥30,000

¥60,000

¥90,000

¥140,000

¥180,000+

中国 - 2022年度 银行薪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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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企企业业销销售售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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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75,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90,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50,000 ¥180,000

¥30,000

¥50,000

¥90,000

¥150,000

¥20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金金融融机机构构销销售售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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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交交易易员员（（资资金金//同同业业））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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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7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70,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20,000

¥33,000

¥55,000

¥85,000

¥150,00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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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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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 2022年度 银行薪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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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企企业业销销售售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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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75,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90,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50,000 ¥180,000

¥30,000

¥50,000

¥90,000

¥150,000

¥20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金金融融机机构构销销售售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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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交交易易员员（（资资金金//同同业业））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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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7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70,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20,000

¥33,000

¥55,000

¥85,000

¥150,00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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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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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 2022年度 银行薪酬指南 

合合规规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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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反洗洗钱钱//金金融融犯犯罪罪合合规规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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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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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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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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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企企业业销销售售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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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30,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75,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90,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50,000 ¥180,000

¥30,000

¥50,000

¥90,000

¥150,000

¥20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金金融融机机构构销销售售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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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金金融融市市场场部部
交交易易员员（（资资金金//同同业业））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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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经经理理//助助理理副副总总裁裁 ¥25,000 ¥40,000

副副总总裁裁//高高级级副副总总裁裁 ¥40,000 ¥70,000

总总监监//执执行行总总监监 ¥70,000 ¥120,000

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120,000

¥20,000

¥33,000

¥55,000

¥85,000

¥150,00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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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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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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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规规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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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反洗洗钱钱//金金融融犯犯罪罪合合规规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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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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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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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合规规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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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反洗洗钱钱//金金融融犯犯罪罪合合规规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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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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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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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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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操作作风风险险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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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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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120,000

财财务务&&会会计计
财财务务控控制制//财财务务报报表表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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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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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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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险险管管理理
信信用用风风险险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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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操作作风风险险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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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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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120,000

财财务务&&会会计计
财财务务控控制制//财财务务报报表表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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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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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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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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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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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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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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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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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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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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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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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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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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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技术术支支持持
基基础础架架构构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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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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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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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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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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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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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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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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技术术支支持持
基基础础架架构构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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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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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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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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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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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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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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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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2年年度度  财财务务  &&  会会计计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财财务务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财财务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2,000 ¥28,000

财财务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8,000 ¥35,000 ¥40,000

高高级级财财务务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0,000 ¥48,000 ¥55,000

初初级级财财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55,000 ¥65,000 ¥75,000

财财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70,000 ¥97,500 ¥125,000

首首席席财财务务官官1188++年年 ¥125,000 ¥212,500 ¥300,000

会会计计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会会计计师师33--55年年 ¥10,000 ¥12,500 ¥15,000

会会计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18,000 ¥20,000

会会计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0,000 ¥30,000 ¥35,000

高高级级会会计计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5,000 ¥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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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 ¥92,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员员33--55年年 ¥16,0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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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37,500 ¥45,000

高高级级财财务务分分析析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5,000 ¥55,000 ¥65,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总总监监1155++年年 ¥75,000 ¥112,500 ¥150,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专专员员33--55年年 ¥15,000 ¥18,000 ¥20,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主主管管55--77年年 ¥20,000 ¥25,000 ¥30,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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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55,000

中国 - 2022年度 财务 & 会计薪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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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总总监监1155++年年 ¥60,000 ¥90,000 ¥120,000

税税务务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税税务务专专员员33--55年年 ¥15,000 ¥16,500 ¥18,000

税税务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8,000 ¥24,000 ¥30,000

税税务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40,000 ¥50,000

税税务务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50,000 ¥60,000 ¥70,000

税税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70,000 ¥90,000 ¥110,000

资资金金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资资金金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0,000 ¥25,000

资资金金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5,000 ¥35,000 ¥45,000

资资金金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5,000 ¥55,000 ¥65,000

资资金金总总监监1155++年年 ¥65,000 ¥85,000 ¥105,000

信信控控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信信控控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18,500 ¥22,000

信信控控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2,000 ¥30,000 ¥38,000

信信控控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8,000 ¥49,000 ¥60,000

信信控控总总监监1155++年年 ¥60,000 ¥82,500 ¥10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成成本本专专员员33--55年年 ¥8,000 ¥11,500 ¥1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19,000 ¥23,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3,000 ¥29,000 ¥3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5,000 ¥42,500 ¥50,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总总监监1155++年年 ¥50,000 ¥67,500 ¥85,000

中国 - 2022年度 财务 & 会计薪酬指南

China - 2022年年度度  财财务务  &&  会会计计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财财务务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财财务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2,000 ¥28,000

财财务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8,000 ¥35,000 ¥40,000

高高级级财财务务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0,000 ¥48,000 ¥55,000

初初级级财财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55,000 ¥65,000 ¥75,000

财财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70,000 ¥97,500 ¥125,000

首首席席财财务务官官1188++年年 ¥125,000 ¥212,500 ¥300,000

会会计计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会会计计师师33--55年年 ¥10,000 ¥12,500 ¥15,000

会会计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18,000 ¥20,000

会会计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0,000 ¥30,000 ¥35,000

高高级级会会计计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5,000 ¥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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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 ¥92,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员员33--55年年 ¥16,0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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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37,500 ¥45,000

高高级级财财务务分分析析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5,000 ¥55,000 ¥65,000

财财务务分分析析总总监监1155++年年 ¥75,000 ¥112,500 ¥150,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专专员员33--55年年 ¥15,000 ¥18,000 ¥20,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主主管管55--77年年 ¥20,000 ¥25,000 ¥30,000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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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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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总总监监1155++年年 ¥60,000 ¥90,000 ¥120,000

税税务务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税税务务专专员员33--55年年 ¥15,000 ¥16,500 ¥18,000

税税务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8,000 ¥24,000 ¥30,000

税税务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40,000 ¥50,000

税税务务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50,000 ¥60,000 ¥70,000

税税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70,000 ¥90,000 ¥110,000

资资金金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资资金金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0,000 ¥25,000

资资金金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5,000 ¥35,000 ¥45,000

资资金金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5,000 ¥55,000 ¥65,000

资资金金总总监监1155++年年 ¥65,000 ¥85,000 ¥105,000

信信控控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信信控控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18,500 ¥22,000

信信控控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2,000 ¥30,000 ¥38,000

信信控控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8,000 ¥49,000 ¥60,000

信信控控总总监监1155++年年 ¥60,000 ¥82,500 ¥10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成成本本专专员员33--55年年 ¥8,000 ¥11,500 ¥1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19,000 ¥23,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3,000 ¥29,000 ¥3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5,000 ¥42,500 ¥50,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总总监监1155++年年 ¥50,000 ¥67,500 ¥85,000

中国 - 2022年度 财务 & 会计薪酬指南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内内审审//内内控控//合合规规总总监监1155++年年 ¥60,000 ¥90,000 ¥120,000

税税务务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税税务务专专员员33--55年年 ¥15,000 ¥16,500 ¥18,000

税税务务主主管管55--77年年 ¥18,000 ¥24,000 ¥30,000

税税务务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30,000 ¥40,000 ¥50,000

税税务务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50,000 ¥60,000 ¥70,000

税税务务总总监监1155++年年 ¥70,000 ¥90,000 ¥110,000

资资金金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资资金金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20,000 ¥25,000

资资金金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5,000 ¥35,000 ¥45,000

资资金金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45,000 ¥55,000 ¥65,000

资资金金总总监监1155++年年 ¥65,000 ¥85,000 ¥105,000

信信控控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信信控控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18,500 ¥22,000

信信控控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2,000 ¥30,000 ¥38,000

信信控控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8,000 ¥49,000 ¥60,000

信信控控总总监监1155++年年 ¥60,000 ¥82,500 ¥10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成成本本专专员员33--55年年 ¥8,000 ¥11,500 ¥1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主主管管55--77年年 ¥15,000 ¥19,000 ¥23,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经经理理88--1100年年 ¥23,000 ¥29,000 ¥35,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高高级级经经理理1100--1155年年 ¥35,000 ¥42,500 ¥50,000

成成本本控控制制总总监监1155++年年 ¥50,000 ¥67,500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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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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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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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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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销售售人人员员）） ¥350,000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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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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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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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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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销售售人人员员）） ¥35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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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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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0 ¥2,800,000

投投资资和和研研究究
基基本本面面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研研究究员员 ¥400,000 ¥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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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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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0 ¥6,000,000

投投资资和和研研究究
量量化化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研研究究员员 ¥400,000 ¥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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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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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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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初初级级交交易易员员（（11--33年年）） ¥180,000 ¥210,000 ¥240,000

初初级级交交易易员员（（33--55年年）） ¥240,000 ¥360,000 ¥4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11--33年年）） ¥250,000 ¥330,000 ¥4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33--55年年）） ¥400,000 ¥570,000 ¥8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55年年以以上上）） ¥800,000 ¥1,250,000 ¥1,500,000+

中国 - 2022年度 金融服务薪酬指南

China - 2022 Financial Services Salary Guide

Business Development, Sales, and Product Specialists
Institutional & Distribution sales - Permanent (¥ Per Annum)

Job Title Low Median High

General Staff (Junior-Mid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350,000 ¥550,000 ¥800,000

Manager (Junior-Mid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team captains) ¥800,000 ¥1,200,000 ¥2,000,000

Senior Executives (area heads, departmental heads) ¥2,000,000 ¥2,600,000 ¥3,000,000

Business Development, Sales, and Product Specialists
Client Portfolio Management/ Product Specialists - Permanent (¥ Per Annum)

Job Title Low Median High

General Staff (Junior-Mid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350,000 ¥500,000 ¥750,000

Manager (Junior-Mid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team captains) ¥750,000 ¥1,200,000 ¥1,600,000

Senior Executives (area heads, departmental heads) ¥1,600,000 ¥1,800,000 ¥2,800,000

Investment & Research
Fundamental - Permanent (¥ Per Annum)

Job Title Low Median High

General Staff (Analysts) ¥400,000 ¥570,000 ¥800,000

Manager (Senior Analysts, Junior-Mid PMs) ¥800,000 ¥1,300,000 ¥2,500,000

Senior Executives (Research Head, Senior PMs) ¥2,500,000 ¥3,200,000 ¥6,000,000

Investment & Research
Quantitative - Permanent (¥ Per Annum)

Job Title Low Median High

General Staff (Analysts) ¥400,000 ¥510,000 ¥800,000

Manager (Senior Analysts, Junior-Mid PMs) ¥800,000 ¥1,300,000 ¥2,500,000

Senior Executives (Research Head, Senior PMs) ¥2,500,000 ¥4,100,000 ¥6,000,000

Execution & Proprietary Trading
Local Institutions - Permanent (¥ Per Annum)

Job Title Low Median High

Dealer (1-3 years) ¥180,000 ¥210,000 ¥240,000

Dealer (3-5 years) ¥240,000 ¥360,000 ¥400,000

Execution Trader (1-3 years) ¥250,000 ¥330,000 ¥400,000

Execution Trader (3-5 years) ¥400,000 ¥570,000 ¥800,000

Execution Trader (5+ years) ¥800,000 ¥1,250,00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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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量量化化交交易易员员（（11--33年年）） ¥400,000 ¥540,000 ¥800,000

量量化化交交易易员员（（33--55年年）） ¥800,000 ¥1,600,000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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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初初级级交交易易员员 ¥300,000 ¥370,000 ¥5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 ¥400,000 ¥1,400,000 ¥2,000,000

量量化化交交易易员员 ¥400,000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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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200,000 ¥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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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280,000 ¥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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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350,000 ¥1,100,000 ¥1,800,000+

监监察察稽稽核核
合合规规//风风控控//内内审审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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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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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 2022年度 金融服务薪酬指南

China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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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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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销售售人人员员）） ¥350,000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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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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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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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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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销售售人人员员）） ¥35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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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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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0 ¥2,800,000

投投资资和和研研究究
基基本本面面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研研究究员员 ¥400,000 ¥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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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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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0 ¥6,000,000

投投资资和和研研究究
量量化化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研研究究员员 ¥400,000 ¥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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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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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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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初初级级交交易易员员（（11--33年年）） ¥180,000 ¥210,000 ¥240,000

初初级级交交易易员员（（33--55年年）） ¥240,000 ¥360,000 ¥4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11--33年年）） ¥250,000 ¥330,000 ¥4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33--55年年）） ¥400,000 ¥570,000 ¥8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55年年以以上上）） ¥800,000 ¥1,250,00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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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量量化化交交易易员员（（11--33年年）） ¥400,000 ¥540,000 ¥800,000

量量化化交交易易员员（（33--55年年）） ¥800,000 ¥1,600,000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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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初初级级交交易易员员 ¥300,000 ¥370,000 ¥500,000

执执行行交交易易员员 ¥400,000 ¥1,400,000 ¥2,000,000

量量化化交交易易员员 ¥400,000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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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200,000 ¥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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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280,000 ¥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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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自自营营交交易易员员 ¥350,000 ¥1,100,000 ¥1,800,000+

监监察察稽稽核核
合合规规//风风控控//内内审审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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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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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 2022年度 金融服务薪酬指南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900,000 ¥1,200,000 ¥2,000,000

后后台台支支持持
财财务务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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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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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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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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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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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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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2022年度 金融服务薪酬指南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管管（（部部门门负负责责人人）） ¥900,000 ¥1,200,000 ¥2,000,000

后后台台支支持持
财财务务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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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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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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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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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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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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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薪酬计算器 2022  |  23

人力资源



中国薪酬计算器 2022  |  24

中国 - 2022年度 人力资源薪酬指南
China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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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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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200,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5,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业业务务伙伙伴伴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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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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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60,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专专员员 ¥12,000 ¥16,000 ¥20,000

招招聘聘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人人才才招招聘聘总总监监 ¥80,000 ¥90,000 ¥120,000

人人才才招招聘聘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70,000

人人才才招招聘聘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学学习习发发展展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学学习习与与发发展展总总监监 ¥75,000 ¥95,000 ¥125,000

学学习习与与发发展展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60,000

学学习习与与发发展展专专员员 ¥12,000 ¥16,000 ¥20,000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75,000 ¥95,000 ¥125,000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30,000 ¥42,000 ¥60,000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专专员员 ¥12,000 ¥15,000 ¥20,000

组组织织发发展展
全全职职 (¥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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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2022年度 人力资源薪酬指南

China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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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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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200,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5,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业业务务伙伙伴伴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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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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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60,000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专专员员 ¥12,000 ¥16,000 ¥20,000

招招聘聘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人人才才招招聘聘总总监监 ¥80,000 ¥90,000 ¥120,000

人人才才招招聘聘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70,000

人人才才招招聘聘专专员员 ¥10,000 ¥15,000 ¥20,000

学学习习发发展展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学学习习与与发发展展总总监监 ¥75,000 ¥95,000 ¥125,000

学学习习与与发发展展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60,000

学学习习与与发发展展专专员员 ¥12,000 ¥16,000 ¥20,000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75,000 ¥95,000 ¥125,000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30,000 ¥42,000 ¥60,000

人人才才管管理理专专员员 ¥12,000 ¥15,000 ¥20,000

组组织织发发展展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组组织织发发展展总总监监 ¥80,000 ¥95,000 ¥125,000

组组织织发发展展经经理理 ¥40,000 ¥50,000 ¥70,000

薪薪酬酬福福利利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薪薪酬酬福福利利总总监监 ¥60,000 ¥85,000 ¥110,000

薪薪酬酬福福利利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60,000

薪薪酬酬福福利利专专员员 ¥12,000 ¥15,000 ¥20,000

雇雇主主品品牌牌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雇雇主主品品牌牌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雇雇主主品品牌牌专专员员 ¥15,000 ¥18,000 ¥25,000

人人力力共共享享中中心心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人人力力资资源源共共享享中中心心总总监监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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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0

¥35,000

¥9,000 ¥15,000

行行政政支支持持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行行政政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执执行行助助理理 ¥15,000 ¥25,000 ¥50,000

私私人人助助理理 ¥8,000 ¥12,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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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2年年度度  工工业业制制造造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销销售售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商商务务总总监监 ¥60,000 ¥90,000 ¥120,000

销销售售总总监监 ¥40,000 ¥70,000 ¥100,000

商商务务优优化化总总监监 ¥60,000 ¥80,000 ¥100,000

大大客客户户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80,000

渠渠道道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80,000

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80,000

销销售售支支持持与与客客户户服服务务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0,000

大大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行行业业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区区域域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15,000 ¥30,000 ¥50,000

商商务务优优化化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60,000

销销售售支支持持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渠渠道道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15,000 ¥30,000 ¥50,000

销销售售赋赋能能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60,000

销销售售培培训训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售售前前售售后后技技术术支支持持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50,000

客客服服经经理理 ¥12,000 ¥26,000 ¥40,000

市市场场营营销销与与业业务务拓拓展展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市市场场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业业务务开开拓拓总总监监 ¥40,000 ¥55,000 ¥70,000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50,000 ¥65,000 ¥80,000

业业务务开开拓拓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市市场场传传讯讯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数数字字化化营营销销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40,000

电电商商经经理理 ¥20,000 ¥40,000 ¥60,000

内内容容营营销销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市市场场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50,000

中国 - 2022年度 工业制造薪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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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2年年度度  工工业业制制造造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销销售售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商商务务总总监监 ¥60,000 ¥90,000 ¥120,000

销销售售总总监监 ¥40,000 ¥70,000 ¥100,000

商商务务优优化化总总监监 ¥60,000 ¥80,000 ¥100,000

大大客客户户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80,000

渠渠道道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80,000

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80,000

销销售售支支持持与与客客户户服服务务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0,000

大大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行行业业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区区域域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15,000 ¥30,000 ¥50,000

商商务务优优化化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60,000

销销售售支支持持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渠渠道道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15,000 ¥30,000 ¥50,000

销销售售赋赋能能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60,000

销销售售培培训训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售售前前售售后后技技术术支支持持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50,000

客客服服经经理理 ¥12,000 ¥26,000 ¥40,000

市市场场营营销销与与业业务务拓拓展展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市市场场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业业务务开开拓拓总总监监 ¥40,000 ¥55,000 ¥70,000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50,000 ¥65,000 ¥80,000

业业务务开开拓拓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市市场场传传讯讯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数数字字化化营营销销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40,000

电电商商经经理理 ¥20,000 ¥40,000 ¥60,000

内内容容营营销销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市市场场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50,000

中国 - 2022年度 工业制造薪酬指南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渠渠道道市市场场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35,000

公公共共关关系系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政政府府关关系系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研研发发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工工程程副副总总裁裁 ¥70,0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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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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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40,000

产产品品工工程程师师 ¥20,000 ¥25,000

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5,000 ¥70,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前前期期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前前期期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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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60,000

应应用用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应应用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5,000

测测试试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实实验验室室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测测试试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5,000

材材料料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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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60,000

¥40,000

¥35,000

¥60,000

¥35,000

¥23,000

¥50,000

¥32,000

¥30,000

¥30,000

¥17,000

¥25,000

¥17,000

¥50,000

¥30,000

¥2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16,000

¥22,000

¥20,000

¥20,000

¥17,000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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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2022年度 工业制造薪酬指南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渠渠道道市市场场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35,000

公公共共关关系系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政政府府关关系系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研研发发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工工程程副副总总裁裁 ¥70,0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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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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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40,000

产产品品工工程程师师 ¥20,000 ¥25,000

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5,000 ¥70,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前前期期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前前期期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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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60,000

应应用用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应应用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5,000

测测试试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实实验验室室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测测试试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5,000

材材料料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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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60,000

¥40,000

¥35,000

¥60,000

¥35,000

¥23,000

¥50,000

¥32,000

¥30,000

¥30,000

¥17,000

¥25,000

¥17,000

¥50,000

¥30,000

¥2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16,000

¥22,000

¥20,000

¥20,000

¥17,000 ¥22,000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渠渠道道市市场场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35,000

公公共共关关系系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政政府府关关系系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研研发发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工工程程副副总总裁裁 ¥70,0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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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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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40,000

产产品品工工程程师师 ¥20,000 ¥25,000

项项目目总总监监 ¥45,000 ¥70,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前前期期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前前期期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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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60,000

应应用用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应应用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5,000

测测试试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实实验验室室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测测试试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25,000

材材料料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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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60,000

¥40,000

¥35,000

¥60,000

¥35,000

¥23,000

¥50,000

¥32,000

¥30,000

¥30,000

¥17,000

¥25,000

¥17,000

¥50,000

¥30,000

¥2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16,000

¥22,000

¥20,000

¥20,000

¥17,000 ¥22,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光光学学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7,000 ¥20,000

生生产产与与运运营营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120,000

工工程程总总监监 ¥40,000 ¥70,000 ¥100,000

精精益益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120,000

供供应应链链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安安全全总总监监 ¥45,000 ¥55,000 ¥90,000

厂厂长长 ¥55,000 ¥80,000 ¥120,000

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5,000

生生产产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30,000

价价值值流流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35,000

工工厂厂工工程程经经理理 ¥30,000 ¥40,000 ¥55,000

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3,000 ¥30,000 ¥35,000

过过程程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生生产产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工工业业经经理理 ¥13,000 ¥15,000 ¥18,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经经理理 ¥21,000 ¥30,000 ¥35,000

设设施施经经理理 ¥21,000 ¥30,000 ¥35,000

设设备备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机机械械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电电子子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7,000 ¥20,000

工工厂厂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35,000 ¥40,000 ¥55,000

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25,000 ¥3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26,000 ¥30,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经经理理 ¥22,000 ¥28,000 ¥33,000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光光学学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7,000 ¥20,000

生生产产与与运运营营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120,000

工工程程总总监监 ¥40,000 ¥70,000 ¥100,000

精精益益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120,000

供供应应链链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安安全全总总监监 ¥45,000 ¥55,000 ¥90,000

厂厂长长 ¥55,000 ¥80,000 ¥120,000

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5,000

生生产产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30,000

价价值值流流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35,000

工工厂厂工工程程经经理理 ¥30,000 ¥40,000 ¥55,000

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3,000 ¥30,000 ¥35,000

过过程程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生生产产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工工业业经经理理 ¥13,000 ¥15,000 ¥18,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经经理理 ¥21,000 ¥30,000 ¥35,000

设设施施经经理理 ¥21,000 ¥30,000 ¥35,000

设设备备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机机械械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电电子子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7,000 ¥20,000

工工厂厂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35,000 ¥40,000 ¥55,000

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25,000 ¥3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26,000 ¥30,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经经理理 ¥22,000 ¥28,000 ¥33,000

China - 2022年年度度  工工业业制制造造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销销售售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工工厂厂））

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40,000

¥30,000

¥6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20,000

¥20,000

¥15,000

¥30,000

¥15,000

¥15,000

¥30,000

¥15,000

¥40,000

¥30,000

¥50,000

¥40,000

¥80,000

¥60,000

¥60,000

¥60,000

¥50,000

¥35,000

¥35,000

¥30,000

¥45,000

¥25,000

¥30,000

¥45,000

¥25,000

¥50,000

¥40,000

¥65,000

¥50,000

¥100,000

¥80,000

¥80,000

¥80,000

¥60,000

¥50,000

¥50,000

¥50,000

¥60,000

¥40,000

¥50,000

¥60,000

¥40,000

¥65,000

¥50,000

市市场场营营销销与与业业务务拓拓展展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市市场场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业业务务开开拓拓总总监监 ¥40,000 ¥55,000 ¥70,000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50,000 ¥65,000 ¥80,000

业业务务开开拓拓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市市场场传传讯讯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数数字字化化营营销销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40,000

电电商商经经理理 ¥20,000 ¥40,000 ¥60,000

内内容容营营销销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市市场场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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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光光学学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7,000 ¥20,000

生生产产与与运运营营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120,000

工工程程总总监监 ¥40,000 ¥70,000 ¥100,000

精精益益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120,000

供供应应链链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安安全全总总监监 ¥45,000 ¥55,000 ¥90,000

厂厂长长 ¥55,000 ¥80,000 ¥120,000

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5,000

生生产产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30,000

价价值值流流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35,000

工工厂厂工工程程经经理理 ¥30,000 ¥40,000 ¥55,000

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3,000 ¥30,000 ¥35,000

过过程程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生生产产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工工业业经经理理 ¥13,000 ¥15,000 ¥18,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经经理理 ¥21,000 ¥30,000 ¥35,000

设设施施经经理理 ¥21,000 ¥30,000 ¥35,000

设设备备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机机械械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电电子子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7,000 ¥20,000

工工厂厂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35,000 ¥40,000 ¥55,000

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25,000 ¥3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26,000 ¥30,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经经理理 ¥22,000 ¥28,000 ¥33,000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光光学学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7,000 ¥20,000

生生产产与与运运营营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120,000

工工程程总总监监 ¥40,000 ¥70,000 ¥100,000

精精益益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120,000

供供应应链链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总总监监 ¥45,000 ¥60,000 ¥90,000

安安全全总总监监 ¥45,000 ¥55,000 ¥90,000

厂厂长长 ¥55,000 ¥80,000 ¥120,000

生生产产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5,000

生生产产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30,000

价价值值流流经经理理 ¥22,000 ¥30,000 ¥35,000

工工厂厂工工程程经经理理 ¥30,000 ¥40,000 ¥55,000

工工艺艺经经理理 ¥23,000 ¥30,000 ¥35,000

过过程程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生生产产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工工业业经经理理 ¥13,000 ¥15,000 ¥18,000

精精益益六六西西格格玛玛经经理理 ¥21,000 ¥30,000 ¥35,000

设设施施经经理理 ¥21,000 ¥30,000 ¥35,000

设设备备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机机械械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电电子子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7,000 ¥20,000

工工厂厂质质量量总总监监 ¥35,000 ¥40,000 ¥55,000

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25,000 ¥30,000

过过程程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2,000 ¥26,000 ¥30,000

客客户户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18,000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经经理理 ¥22,000 ¥28,000 ¥33,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20,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35,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傅傅 ¥15,000 ¥18,000 ¥23,000

安安全全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30,000

安安全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7,000 ¥20,000

供供应应链链采采购购与与仓仓储储物物流流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供供应应链链总总监监 ¥55,000 ¥70,000 ¥120,000

供供应应链链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5,000

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55,000 ¥70,000 ¥110,000

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0,000

品品类类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项项目目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2,000 ¥28,000 ¥35,000

项项目目采采购购工工程程师师 ¥18,000 ¥22,000 ¥25,000

直直接接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采采购购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8,000 ¥22,000

成成品品评评估估 ¥18,000 ¥24,000 ¥30,000

高高级级买买手手 ¥13,000 ¥18,000 ¥20,000

间间接接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35,000 ¥45,000 ¥60,000

间间接接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物物流流经经理理 ¥18,000 ¥23,000 ¥28,000

物物流流主主管管 ¥18,000 ¥22,000 ¥25,000

贸贸易易合合规规经经理理 ¥25,000 ¥27,000 ¥33,000

订订单单总总监监 ¥55,000 ¥70,000 ¥120,000

规规划划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5,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经经理理 ¥22,000 ¥27,000 ¥30,000

供供应应链链规规划划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0,000

供供应应链链规规划划经经理理 ¥22,000 ¥26,000 ¥30,000

客客服服总总监监 ¥50,000 ¥60,000 ¥80,000

客客服服经经理理 ¥18,000 ¥25,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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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20,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35,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傅傅 ¥15,000 ¥18,000 ¥23,000

安安全全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30,000

安安全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7,000 ¥20,000

供供应应链链采采购购与与仓仓储储物物流流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供供应应链链总总监监 ¥55,000 ¥70,000 ¥120,000

供供应应链链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5,000

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55,000 ¥70,000 ¥110,000

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0,000

品品类类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项项目目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2,000 ¥28,000 ¥35,000

项项目目采采购购工工程程师师 ¥18,000 ¥22,000 ¥25,000

直直接接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采采购购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8,000 ¥22,000

成成品品评评估估 ¥18,000 ¥24,000 ¥30,000

高高级级买买手手 ¥13,000 ¥18,000 ¥20,000

间间接接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35,000 ¥45,000 ¥60,000

间间接接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物物流流经经理理 ¥18,000 ¥23,000 ¥28,000

物物流流主主管管 ¥18,000 ¥22,000 ¥25,000

贸贸易易合合规规经经理理 ¥25,000 ¥27,000 ¥33,000

订订单单总总监监 ¥55,000 ¥70,000 ¥120,000

规规划划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5,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经经理理 ¥22,000 ¥27,000 ¥30,000

供供应应链链规规划划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0,000

供供应应链链规规划划经经理理 ¥22,000 ¥26,000 ¥30,000

客客服服总总监监 ¥50,000 ¥60,000 ¥80,000

客客服服经经理理 ¥18,000 ¥25,000 ¥30,000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质质量量体体系系工工程程师师 ¥13,000 ¥15,000 ¥20,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35,000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量工工程程师师傅傅 ¥15,000 ¥18,000 ¥23,000

安安全全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30,000

安安全全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7,000 ¥20,000

供供应应链链采采购购与与仓仓储储物物流流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供供应应链链总总监监 ¥55,000 ¥70,000 ¥120,000

供供应应链链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5,000

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55,000 ¥70,000 ¥110,000

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0,000

品品类类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项项目目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2,000 ¥28,000 ¥35,000

项项目目采采购购工工程程师师 ¥18,000 ¥22,000 ¥25,000

直直接接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采采购购工工程程师师 ¥15,000 ¥18,000 ¥22,000

成成品品评评估估 ¥18,000 ¥24,000 ¥30,000

高高级级买买手手 ¥13,000 ¥18,000 ¥20,000

间间接接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35,000 ¥45,000 ¥60,000

间间接接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35,000

物物流流经经理理 ¥18,000 ¥23,000 ¥28,000

物物流流主主管管 ¥18,000 ¥22,000 ¥25,000

贸贸易易合合规规经经理理 ¥25,000 ¥27,000 ¥33,000

订订单单总总监监 ¥55,000 ¥70,000 ¥120,000

规规划划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45,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经经理理 ¥22,000 ¥27,000 ¥30,000

供供应应链链规规划划总总监监 ¥40,000 ¥50,000 ¥60,000

供供应应链链规规划划经经理理 ¥22,000 ¥26,000 ¥30,000

客客服服总总监监 ¥50,000 ¥60,000 ¥80,000

客客服服经经理理 ¥18,000 ¥25,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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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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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TO (¥ 年薪)

技技 技技术术 术术VP (¥ 年薪)

技技  技技术术  术术总总  总总监监  监监 (¥ 年薪)

技技术术经经理理 (¥ 月薪)

技技术术leader (¥ 月薪)

Java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Java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C++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C++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Golang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Golang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C#/.Net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Python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PHP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Node.J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Ruby on Rail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leader (¥ 年薪)

数数据据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数数仓仓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数数仓仓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1,500,000+ 
股票 期权

¥1,200,000+ 
股票 期权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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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股票期权

¥5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30,000

¥35,000

¥25,000

¥2,000,000+ 
股票 期权

¥1,500,000+ 
股票 期权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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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股票期权

¥7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40,000

¥30,000

¥5,000,000+ 
股票 期权

¥2,000,000+ 
股票 期权

¥1,500,000+ 
股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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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股票期权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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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前前端端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前前端端经经理理 (¥ 月薪)

¥8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1,5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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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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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TO (¥ 年薪)

技技 技技术术 术术VP (¥ 年薪)

技技  技技术术  术术总总  总总监监  监监 (¥ 年薪)

技技术术经经理理 (¥ 月薪)

技技术术leader (¥ 月薪)

Java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Java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C++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C++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Golang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Golang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C#/.Net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Python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PHP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Node.J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Ruby on Rail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leader (¥ 年薪)

数数据据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数数仓仓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数数仓仓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1,500,000+ 
股票 期权

¥1,200,000+ 
股票 期权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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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股票期权

¥5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30,000

¥35,000

¥25,000

¥2,000,000+ 
股票 期权

¥1,500,000+ 
股票 期权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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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股票期权

¥7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40,000

¥30,000

¥5,000,000+ 
股票 期权

¥2,000,000+ 
股票 期权

¥1,500,000+ 
股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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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股票期权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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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前前端端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前前端端经经理理 (¥ 月薪)

¥8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1,5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China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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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TO (¥ 年薪)

技技 技技术术 术术VP (¥ 年薪)

技技  技技术术  术术总总  总总监监  监监 (¥ 年薪)

技技术术经经理理 (¥ 月薪)

技技术术leader (¥ 月薪)

Java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Java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C++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C++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Golang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Golang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C#/.Net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Python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PHP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Node.J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Ruby on Rail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leader (¥ 年薪)

数数据据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数数仓仓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数数仓仓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1,500,000+ 
股票 期权

¥1,200,000+ 
股票 期权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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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股票期权

¥5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30,000

¥35,000

¥25,000

¥2,000,000+ 
股票 期权

¥1,500,000+ 
股票 期权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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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股票期权

¥7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40,000

¥30,000

¥5,000,000+ 
股票 期权

¥2,000,000+ 
股票 期权

¥1,500,000+ 
股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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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股票期权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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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前前端端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前前端端经经理理 (¥ 月薪)

¥8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1,5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互联网研发

数据开发 - 全职

互联网研发

数据开发 - 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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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前前端端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前前端端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移移动动端端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iOS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iO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Android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Android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30,000

¥20,000

¥700,000+
股票期权

¥35,000

¥25,000

¥35,000

¥25,000

¥40,000

¥30,000

¥9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30,000

¥40,000

¥30,000

¥50,000

¥40,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50,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测测试试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测测试试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测测试试总总监监 (¥ 月薪)

测测试试经经理理 (¥ 月薪)

测测试试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测测试试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8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35,000

¥25,000

¥1,0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40,000

¥40,000

¥30,000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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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运运维维负负责责人人 (¥ 月薪) ¥40,000 ¥50,000 ¥60,000

运运维维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35,000 ¥40,000 ¥50,000

运运维维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25,000 ¥30,000 ¥40,000

运运维维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20,000 ¥25,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算算法法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算算法法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算算法法经经理理 (¥ 年薪)

算算法法专专家家 (¥ 年薪)

算算法法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1,500,000+
股票期权

¥900,000+
股票期权

¥600,000+
股票期权

¥35,000

¥2,500,000+
股票期权

¥1,200,000+
股票期权

¥750,000+
股票期权

¥45,000

¥3,000,000+
股票期权

¥1,500,000+
股票期权

¥9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China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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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TO (¥ 年薪)

技技 技技术术 术术VP (¥ 年薪)

技技  技技术术  术术总总  总总监监  监监 (¥ 年薪)

技技术术经经理理 (¥ 月薪)

技技术术leader (¥ 月薪)

Java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Java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C++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C++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Golang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Golang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C#/.Net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Python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PHP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Node.J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Ruby on Rail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leader (¥ 年薪)

数数据据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数数据据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数数仓仓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数数仓仓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1,500,000+ 
股票 期权

¥1,200,000+ 
股票 期权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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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股票期权

¥5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30,000

¥35,000

¥25,000

¥2,000,000+ 
股票 期权

¥1,500,000+ 
股票 期权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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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股票期权

¥7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40,000

¥30,000

¥5,000,000+ 
股票 期权

¥2,000,000+ 
股票 期权

¥1,500,000+ 
股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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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股票期权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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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前前端端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前前端端经经理理 (¥ 月薪)

¥8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1,5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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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数数据据  --  全全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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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薪)

数数据据总总监监 (¥ 年薪)

数数据据科科学学家家 (¥ 月薪)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 年薪)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专专家家 (¥ 月薪)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专专员员 (¥ 月薪)

¥1,500,000+
股票期权

¥1,200,000+
股票期权

¥30,000

¥600,000+
股票期权

¥500,000+
股票期权

¥30,000

¥20,000

¥2,500,000+
股票期权

¥1,500,000+
股票期权

¥45,000

¥900,000+
股票期权

¥650,000+
股票期权

¥40,000

¥25,000

¥3,000,000+
股票期权

¥2,0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1,300,000+
股票期权

¥8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产产品品
B端端产产品品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产产品品VP (¥ 年薪)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 月薪)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9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25,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35,00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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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产产品品VP (¥ 年薪)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 月薪)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9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0,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40,000

¥1,500,000+
股票期权

¥80,000

¥50,000

互互联联网网产产品品
产产品品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用用户户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商商业业化化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策策略略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数数据据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AI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前前端端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前前端端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移移动动端端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iOS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iOS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Android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Android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30,000

¥20,000

¥700,000+
股票期权

¥35,000

¥25,000

¥35,000

¥25,000

¥40,000

¥30,000

¥9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30,000

¥40,000

¥30,000

¥50,000

¥40,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50,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测测试试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测测试试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测测试试总总监监 (¥ 月薪)

测测试试经经理理 (¥ 月薪)

测测试试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测测试试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8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35,000

¥25,000

¥1,0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40,000

¥40,000

¥30,000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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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运运维维负负责责人人 (¥ 月薪) ¥40,000 ¥50,000 ¥60,000

运运维维架架构构师师 (¥ 月薪) ¥35,000 ¥40,000 ¥50,000

运运维维开开发发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25,000 ¥30,000 ¥40,000

运运维维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20,000 ¥25,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算算法法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算算法法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算算法法经经理理 (¥ 年薪)

算算法法专专家家 (¥ 年薪)

算算法法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1,500,000+
股票期权

¥900,000+
股票期权

¥600,000+
股票期权

¥35,000

¥2,500,000+
股票期权

¥1,200,000+
股票期权

¥750,000+
股票期权

¥45,000

¥3,000,000+
股票期权

¥1,500,000+
股票期权

¥9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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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互联联网网研研发发
数数据据  --  全全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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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薪)

数数据据总总监监 (¥ 年薪)

数数据据科科学学家家 (¥ 月薪)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负负责责人人 (¥ 年薪)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 年薪)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专专家家 (¥ 月薪)

数数据据分分析析专专员员 (¥ 月薪)

¥1,500,000+
股票期权

¥1,200,000+
股票期权

¥30,000

¥600,000+
股票期权

¥500,000+
股票期权

¥30,000

¥20,000

¥2,500,000+
股票期权

¥1,500,000+
股票期权

¥45,000

¥900,000+
股票期权

¥650,000+
股票期权

¥40,000

¥25,000

¥3,000,000+
股票期权

¥2,0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1,300,000+
股票期权

¥8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5,000

互互联联网网产产品品
B端端产产品品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产产品品VP (¥ 年薪)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 月薪)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9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25,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35,00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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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产产品品VP (¥ 年薪)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 月薪)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900,000+
股票期权

¥50,000

¥30,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40,000

¥1,500,000+
股票期权

¥80,000

¥50,000

互互联联网网产产品品
产产品品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用用户户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商商业业化化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策策略略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数数据据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AI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平平台台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互互联联网网运运营营
运运营营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OO (¥ 年薪)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 月薪)

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 月薪)

¥9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25,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35,000

¥1,500,000+
股票期权

¥80,000

¥50,000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IT管管理理岗岗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IO (¥ 年薪)

IT负负责责人人 (¥ 月薪)

¥1,0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股票期权

¥1,300,000+
股票期权

¥80,000+
股票期权

¥2,000,000+
股票期权

¥100,000+
股票期权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数数字字化化  --  全全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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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薪) ¥60,000 ¥70,000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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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 月薪) ¥25,000 ¥35,000 ¥40,000

商商业业分分析析 (¥ 月薪) ¥25,000 ¥35,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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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信信息息安安全全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ISO (¥ 月薪) ¥60,000 ¥8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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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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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商业业智智能能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数数据据  --  全全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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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平平台台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互互联联网网运运营营
运运营营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OO (¥ 年薪)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 月薪)

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 月薪)

¥900,000+
股票期权

¥40,000

¥25,000

¥1,2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35,000

¥1,500,000+
股票期权

¥80,000

¥50,000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IT管管理理岗岗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IO (¥ 年薪)

IT负负责责人人 (¥ 月薪)

¥1,000,000+
股票期权

¥60,000+
股票期权

¥1,300,000+
股票期权

¥80,000+
股票期权

¥2,000,000+
股票期权

¥100,000+
股票期权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数数字字化化  --  全全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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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薪) ¥60,000 ¥70,000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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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 月薪) ¥25,000 ¥35,000 ¥40,000

商商业业分分析析 (¥ 月薪) ¥25,000 ¥35,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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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信信息息安安全全  --  全全职职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CISO (¥ 月薪) ¥60,000 ¥8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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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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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商业业智智能能经经理理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
数数据据  --  全全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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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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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薪) ¥30,000 ¥40,000 ¥50,000

China - 2022年年度度  工工业业制制造造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销销售售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商商业业智智能能经经理理  (¥ 月薪)

数数据据保保护护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30,000

¥25,000

¥6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20,000

¥20,000

¥15,000

¥30,000

¥15,000

¥15,000

¥30,000

¥15,000

¥40,000

¥30,000

¥40,000

¥35,000

¥80,000

¥60,000

¥60,000

¥60,000

¥50,000

¥35,000

¥35,000

¥30,000

¥45,000

¥25,000

¥30,000

¥45,000

¥25,000

¥50,000

¥40,000

¥50,000

¥40,000

¥100,000

¥80,000

¥80,000

¥80,000

¥60,000

¥50,000

¥50,000

¥50,000

¥60,000

¥40,000

¥50,000

¥60,000

¥40,000

¥65,000

¥50,000

市市场场营营销销与与业业务务拓拓展展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市市场场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业业务务开开拓拓总总监监 ¥40,000 ¥55,000 ¥70,000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50,000 ¥65,000 ¥80,000

业业务务开开拓拓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市市场场传传讯讯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数数字字化化营营销销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40,000

电电商商经经理理 ¥20,000 ¥40,000 ¥60,000

内内容容营营销销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市市场场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50,000

China - 2022年年度度  工工业业制制造造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销销售售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商商业业智智能能经经理理  (¥ 月薪)

数数据据保保护护工工程程师师  ((¥ 月薪)

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30,000

¥25,000

¥6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20,000

¥20,000

¥15,000

¥30,000

¥15,000

¥15,000

¥30,000

¥15,000

¥40,000

¥30,000

¥40,000

¥35,000

¥80,000

¥60,000

¥60,000

¥60,000

¥50,000

¥35,000

¥35,000

¥30,000

¥45,000

¥25,000

¥30,000

¥45,000

¥25,000

¥50,000

¥40,000

¥50,000

¥40,000

¥100,000

¥80,000

¥80,000

¥80,000

¥60,000

¥50,000

¥50,000

¥50,000

¥60,000

¥40,000

¥50,000

¥60,000

¥40,000

¥65,000

¥50,000

市市场场营营销销与与业业务务拓拓展展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市市场场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业业务务开开拓拓总总监监 ¥40,000 ¥55,000 ¥70,000

产产品品总总监监 ¥50,000 ¥65,000 ¥80,000

业业务务开开拓拓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市市场场传传讯讯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数数字字化化营营销销经经理理 ¥20,000 ¥25,000 ¥40,000

电电商商经经理理 ¥20,000 ¥40,000 ¥60,000

内内容容营营销销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市市场场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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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2年年度度  医医疗疗  &&  生生命命科科学学薪薪酬酬指指南南
销销售售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销销售售总总监监 ¥80,000 ¥100,000 ¥120,000

市市场场准准入入总总监监 ¥70,000 ¥90,000 ¥110,000

销销售售效效率率优优化化总总监监 ¥50,000 ¥70,000 ¥90,000

销销售售培培训训总总监监 ¥50,000 ¥70,000 ¥90,000

大大客客户户总总监监 ¥50,000 ¥70,000 ¥90,000

合合规规总总监监 ¥60,000 ¥80,000 ¥100,000

大大区区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60,000

商商务务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地地区区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招招商商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30,000

市市场场准准入入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销销售售效效率率优优化化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销销售售培培训训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35,000

大大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35,000

市市场场营营销销与与业业务务拓拓展展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市市场场总总监监 ¥60,000 ¥90,000 ¥120,000

业业务务拓拓展展总总监监 ¥60,000 ¥80,000 ¥100,000

市市场场经经理理 ¥35,000 ¥50,000 ¥60,000

高高级级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25,000 ¥40,000 ¥55,000

产产品品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区区域域市市场场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40,000

业业务务拓拓展展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数数字字化化营营销销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中国 - 2022年度 医疗 & 生命科学薪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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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2022年度 零售薪酬指南
China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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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店店长长 ¥15,000 ¥25,000 ¥35,000

旗旗舰舰店店店店长长 ¥30,000 ¥45,000 ¥60,000

零零售售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管管理理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城城市市经经理理 ¥30,000 ¥40,000 ¥50,000

大大区区经经理理 ¥40,000 ¥50,000 ¥60,000

零零售售总总监监 ¥60,000 ¥85,000 ¥110,000

零零售售总总经经理理 ¥70,000 ¥110,000 ¥150,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25,000 ¥37,500 ¥50,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零零售售
店店铺铺扩扩张张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门门店店拓拓展展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门门店店拓拓展展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渠渠道道拓拓展展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渠渠道道拓拓展展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零零售售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大大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大大客客户户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零零售售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  --  全全职职 (¥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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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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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店店长长 ¥15,000 ¥25,000 ¥35,000

旗旗舰舰店店店店长长 ¥30,000 ¥45,000 ¥60,000

零零售售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管管理理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城城市市经经理理 ¥30,000 ¥40,000 ¥50,000

大大区区经经理理 ¥40,000 ¥50,000 ¥60,000

零零售售总总监监 ¥60,000 ¥85,000 ¥110,000

零零售售总总经经理理 ¥70,000 ¥110,000 ¥150,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经经理理 ¥25,000 ¥37,500 ¥50,000

零零售售运运营营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零零售售
店店铺铺扩扩张张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门门店店拓拓展展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门门店店拓拓展展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渠渠道道拓拓展展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渠渠道道拓拓展展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零零售售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大大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大大客客户户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经经销销商商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零零售售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与与分分析析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与与分分析析经经理理 ¥25,000 ¥37,500 ¥50,000

零零售售企企划划与与分分析析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商商品品企企划划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商商品品企企划划经经理理 ¥25,000 ¥37,500 ¥50,000

商商品品企企划划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配配货货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配配货货经经理理 ¥20,000 ¥30,000 ¥40,000

配配货货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8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专专员员 ¥20,000 ¥25,000 ¥3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经经理理 ¥25,000 ¥37,500 ¥50,000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零零售售
商商品品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商商品品管管理理专专员员 ¥15,000 ¥22,500 ¥30,000

商商品品管管理理经经理理 ¥25,000 ¥37,500 ¥50,000

商商品品管管理理总总监监 ¥50,000 ¥85,000 ¥120,000

买买手手 ¥20,000 ¥35,000 ¥50,000

采采买买经经理理 ¥30,000 ¥45,000 ¥60,000

采采买买总总监监 ¥60,000 ¥90,000 ¥120,000

零零售售
零零售售培培训训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销销售售指指导导 ¥15,000 ¥22,500 ¥30,000

培培训训师师 ¥15,000 ¥20,000 ¥25,000

培培训训经经理理 ¥25,000 ¥37,500 ¥50,000

培培训训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培培训训师师  --学学院院 ¥20,000 ¥25,000 ¥30,000

培培训训经经理理  --学学院院 ¥30,000 ¥40,000 ¥50,000

培培训训总总监监  --学学院院 ¥50,000 ¥75,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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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售售
供供应应链链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生生产产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生生产产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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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6,000 ¥8,0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47,500 ¥60,000

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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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6,000 ¥8,0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0,000 ¥14,000 ¥18,000

经经理理 ¥18,000 ¥24,000 ¥3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0,000 ¥40,000 ¥50,000

总总监监 ¥50,000 ¥60,000 ¥7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市市场场营营销销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2,5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2,500 ¥40,000

China - 2022 Financial Services Salary Guide

Business Development, Sales, and Product Specialists
Institutional & Distribution sales - Permanent (¥ Per Annum)

Job Title Low Median High

General Staff (Junior-Mid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350,000 ¥550,000 ¥800,000

Manager (Junior-Mid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team captains) ¥800,000 ¥1,200,000 ¥2,000,000

Senior Executives (area heads, departmental heads) ¥2,000,000 ¥2,600,000 ¥3,000,000

Business Development, Sales, and Product Specialists
Client Portfolio Management/ Product Specialists - Permanent (¥ Per Annum)

Job Title Low Median High

General Staff (Junior-Mid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350,000 ¥500,000 ¥750,000

Manager (Junior-Mid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team captains) ¥750,000 ¥1,200,000 ¥1,600,000

Senior Executives (area heads, departmental heads) ¥1,600,000 ¥1,800,000 ¥2,800,000

Investment & Research
Fundamental - Permanent (¥ Per Annum)

Job Title Low Median High

General Staff (Analysts) ¥400,000 ¥570,000 ¥800,000

Manager (Senior Analysts, Junior-Mid PMs) ¥800,000 ¥1,300,000 ¥2,500,000

Senior Executives (Research Head, Senior PMs) ¥2,500,000 ¥3,200,000 ¥6,000,000

Investment & Research
Quantitative - Permanent (¥ Per Annum)

Job Title Low Median High

General Staff (Analysts) ¥400,000 ¥510,000 ¥800,000

Manager (Senior Analysts, Junior-Mid PMs) ¥800,000 ¥1,300,000 ¥2,500,000

Senior Executives (Research Head, Senior PMs) ¥2,500,000 ¥4,100,000 ¥6,000,000

Execution & Proprietary Trading
Local Institutions - Permanent (¥ Per Annum)

Job Title Low Median High

Dealer (1-3 years) ¥180,000 ¥210,000 ¥240,000

Dealer (3-5 years) ¥240,000 ¥360,000 ¥400,000

Execution Trader (1-3 years) ¥250,000 ¥330,000 ¥400,000

Execution Trader (3-5 years) ¥400,000 ¥570,000 ¥800,000

Execution Trader (5+ years) ¥800,000 ¥1,250,00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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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售售
供供应应链链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产产品品开开发发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专专员员 ¥15,000 ¥20,000 ¥25,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质质控控//质质保保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生生产产采采购购经经理理 ¥20,000 ¥35,000 ¥50,000

生生产产采采购购总总监监 ¥50,000 ¥75,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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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6,000 ¥8,0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0,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47,500 ¥60,000

总总监监 ¥60,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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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6,000 ¥8,0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0,000 ¥14,000 ¥18,000

经经理理 ¥18,000 ¥24,000 ¥3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0,000 ¥40,000 ¥50,000

总总监监 ¥50,000 ¥60,000 ¥7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市市场场营营销销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2,5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2,500 ¥40,000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140,000 ¥20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渠渠道道营营销销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0,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6,000 ¥20,000

经经理理 ¥20,000 ¥27,5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47,5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105,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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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7,000 ¥8,5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0,000 ¥14,000 ¥18,000

经经理理 ¥18,000 ¥24,000 ¥3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0,000 ¥40,000 ¥5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67,500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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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0,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3,500 ¥15,000

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47,5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80,000 ¥10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媒媒体体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0,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3,5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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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0,000 ¥60,0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140,000 ¥20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渠渠道道营营销销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0,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6,000 ¥20,000

经经理理 ¥20,000 ¥27,5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47,5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105,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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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7,000 ¥8,500 ¥10,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0,000 ¥14,000 ¥18,000

经经理理 ¥18,000 ¥24,000 ¥3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0,000 ¥40,000 ¥5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67,500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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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0,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3,500 ¥15,000

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47,5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80,000 ¥100,000

销销售售  &&  市市场场
媒媒体体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0,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3,500 ¥15,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47,5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8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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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2,5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2,500 ¥4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5,000 ¥62,5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14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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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7,500 ¥5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70,000 ¥9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电电商商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2,5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4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5,000 ¥62,5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14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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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0,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3,500 ¥15,000

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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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3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47,5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8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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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2,5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2,500 ¥40,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5,000 ¥62,5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14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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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7,500 ¥5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50,000 ¥70,000 ¥9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电电商商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10,000 ¥12,500 ¥15,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5,000 ¥20,000 ¥25,000

经经理理 ¥25,000 ¥35,000 ¥4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45,000 ¥62,500 ¥8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80,000 ¥14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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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专专员员 ¥8,000 ¥10,000 ¥12,000

主主管管//助助理理经经理理 ¥12,000 ¥13,500 ¥15,000

经经理理 ¥15,000 ¥25,000 ¥35,000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35,000 ¥47,500 ¥60,000

总总监监//副副总总裁裁 ¥60,000 ¥130,000 ¥200,000

数数字字化化  &&  电电商商
新新零零售售  --  全全职职 (¥ 月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 ¥50,000 ¥57,500 ¥65,000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副副总总监监 ¥65,000 ¥107,5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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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略略
咨咨询询公公司司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合合伙伙人人 ¥3,000,000 ¥5,000,000+ ¥10,000,000+

总总监监 ¥1,500,000 ¥2,250,000 ¥3,000,000

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700,000 ¥1,600,000 ¥2,500,000

顾顾问问 ¥500,000 ¥1,000,000 ¥1,500,000

战战略略
企企业业战战略略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高高级级战战略略总总监监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战战略略总总监监 ¥1,200,000 ¥1,600,000 ¥2,000,000

高高级级战战略略经经理理 ¥700,000 ¥950,000 ¥1,200,000

战战略略经经理理 ¥500,000 ¥600,000 ¥700,000

兼兼并并收收购购
企企业业并并购购  --  全全职职 (¥ 年薪)

职职位位名名称称 低低 中中 高高

并并购购总总监监 ¥1,500,000 ¥2,500,000 ¥3,500,000

并并购购高高级级经经理理 ¥800,000 ¥1,150,000 ¥1,500,000

并并购购经经理理 ¥600,000 ¥700,000 ¥800,000

中国 - 2022年度 战略薪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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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开始招聘 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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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21 8033 3111

shanghai@morganmckinley.com

morganmckinley.com.cn

mailto:shanghai@morganmckinley.com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employer/our-services
https://www.morganmckinley.com.cn/zh-hans/search/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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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authwall?trk=bf&trkInfo=AQFd8fRoA1TlhQAAAYPR8Apovr91T6QpgCbq4XyJQZiKs5VlR6V_-X4YusQwKMin4-GCnMsTQvhAZ3dRWjV9coQVX-rr6uCGIwoa9PzE33dELNf6x6xnK3qKx6OrbxD67HxgYzE=&original_referer=&sessionRedirect=https%3A%2F%2Fwww.linkedin.com%2Fcompany%2Fmorgan-mckinley%2F
http://v.qq.com/vplus/2027ae707e49ed05cea6582c984aec6e
https://www.zhihu.com/org/morgan-mcki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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