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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
大典》（以下简称大典）中未收录的，
社会经济发展中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
，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技能要
求的职业。

新职业信息主要包括：职业名称、职业
编码、职业定义和主要工作任务等内容
，与大典中的职业信息基本一致。

对具有“环保、低碳、循环”等绿色特
征的职业标示为绿色职业，统一以“绿
色职业”的汉语拼音首字母“L”标识
。

1999年，我国颁布了首部大典
，共收录了1838个职业。

首次新职业信息发布工作始于
2004年，至2009年，累计发布
了12批次120多个新职业。

2015年7月，颁布了2015年版
大典

国家新职业

6

56

2015大典  已发布新职业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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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L发布

2020年2月25日
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L

8

新职业定义

    从事电气电子产品的整机、元器件、材料等环保检验、检
测、监测、分析、数据处理及环保检测新方法开发，以及利用
以上结果改进产品环保设计、生产工艺、生产管理、供应链环
保溯源管理等工作的人员。

主要工作任务

序号 内容

1 研究并应用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法规、标准、检测方法、检测仪器设备装置； 

2 规划、设计、建置电气电子产品检测实验室，评估、校准、维护环保检测设备；

3 开发、确认、验证新的环保检测方法，参与相关检测标准制订；

4 组织、参与检测实验室的能力验证及测量审核；

5 制定产品环保检验、检测、监测方案，进行产品材料、设计、生产工艺的禁/限用物质风险评估

6
根据标准或规范进行样品的采集、拆分和制样等前处理，使用检测仪器设备对样品的禁/限用物质进行检
验、检测、监测及分析；

7 对样品检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结果符合性判定，形成记录或出具报告

8
分析并利用检验、检测和监测结果，制订产品环保设计、生产工艺及供应链产品环保符合性溯源管理的改
进方案

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
E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ician 

新职业编码：4-08-05-07

新职业定义、编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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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及供应链企业 第三方检测机构

实验室设备厂商

政府海关等监管部门

专业指导培训机构

研究机构，院校

电气电子环保检测员(EPT-EEE)相关方 
E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ician 

10

媒体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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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的守护者 绿色制造的先锋官

12

环保检测员职业背景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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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规背景

14

专业化复杂程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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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职业培训体系
无法按满足人才培训

无国家级职业标准
行业带动效果差

废弃电气电子产品成为
环境污染重要来源

2018年，我国手机、计算机、
彩电产量分别达到18亿部、
3亿台和2亿台，均稳居全球
首位

随着新产品更新-环保检测技术
应用及复杂度几何倍数增加

从原来的电器、电子、汽车、等
传统应用领域正向更多细分行业
快速拓展，精密半导体（芯片）、
新技术材料（石墨烯）、智能传
感器等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职业提升政策

高校，职业技校，专业培训机构

产业需要、配套不足

16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职业技能等级评价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
E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ician 

评价方式

   新职业

● IQC/来料质量控制
● IPQC/制程控制
● OQC/出货品质管制
● LAB/实验室

人员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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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业 数据来源 核算方案 人数

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
国家统计局，2018年规模以上
企业统计报告

40029家

每家企业及供应链50
200万人

2 第三方机构 CNAS认证机构、实验室、检验
机构认可通报2019.7

10863家机构，每家机构50
人按10%行业比例

5万人

3 海关检验检疫 海关总署2018年度报告  1.3万人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管理总
局2018年度报告  0.2万人

5 实验室设备厂商研发，测
试，应用专业技术人员

根据2018仪器仪表企业规模发
展年年鉴  12.5万人

6 高等院校在校，专业研发，
专业开发技术人员

根据2018年全国高等院校专业
设计统计  15万人

7 第三方专业技术咨询，培
训，指导专业技术人员

教育部，工商总局，人社部 
2018培训资格注册登记机构

其中主营专业对象企业评估
核算 1万人

合计    234万人

行业人员庞大基数

18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和政策支持

改革特点
1. 职业教育被提到和普通教育一

样的高度；
2. 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

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
元办学的格局转变；

3. 从政策、福利驱动型，向这家
支持产业升级，支持企业急需
要技术人员培养转变；

4. 国家将投入经费保障，提高职
业技能人才待遇水平；

5. 1+X证书制度，即 “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将
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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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要达到25%以

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比例要达到30%以上

为我国企业向高技术，高技能产业升级奠定人力基础。

国家产业升级

国家职业技能改革和政策支持

20

赋能企业升级

1.降低企业产业升级人力成本。

2.给予被认定为的新型学徒制培训企业一定补贴。

3.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4.助力企业员工培训前置，招工既用。

国家职业技能改革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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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利好政策

1.员工技能提升培训给予补贴。

2.对于特定人员给予免费培训 。

3.企业员工接受培训期间全额发放工资。

4.积分落户，个税抵扣，购房，购车资格给予支持。

国家职业技能改革和政策支持

22

PART 3
环保检测人员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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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及供应链企业 第三方检测机构

实验室设备厂商

政府海关等监管部门

专业指导培训机构

研究机构，院校

电气电子环保检测员(EPT-EEE)相关方 
E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ician 

24

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在企业的职业发

展方向是CQO（首席质量官）和CTO（首席技术

官），其中CQO是继CTO、CMO、COO、CFO等的

又一热门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职业

通道大致分为管理岗位职业和技术岗位职业。

管理岗位：环保专员、组长、主任、部长

、总监、CQC

技术岗位：检测员（初、中、高）、工程

师（助理、高级）、技术专家（高级）、技术

总监、CTO

环保检测人员职业发展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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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年龄分布】

25岁及以下占比4.82%，26-35岁占比53.1%，36-46岁占比33.73%，46岁以上占比8.43%。其中

男性占比60.24%，女性39.76%。

环保检测人员基本情况

26

【行业分布】
目前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分布在各个行业中，前几位分别是电气、电子产品品牌生产企业、
通信行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实验室设备制造，另外在政府机构、专业教育、高校研究机构等也
有较多从业者。

环保检测人员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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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企业规模】
20人及以下占比9.6%，21-50人占比9.6%，51-200人占比9.6%，200-500人占比7.2%，500-1000人
占比4.8%，1000人及以上占比59%。

环保检测人员基本情况

28

【学历分布】
62.7%的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是本科学历，14.5%为硕士研究生，22.9%的学历为大专及
以下。

环保检测人员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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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水平分布】
77.1%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薪资是当地平均工资1-3倍，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薪资普遍高
于当地平均薪资。

环保检测人员基本情况

30

【企业性质分布】

49.4%的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在民营企业工作，22.4%的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在国有企业

工作，9.4%的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在中外合资企业，在其他类型的有18.8%（创业、自由职业

者等），特别是民营经济占据行业主要地位，国有企业主要体现在大型支柱性企业，因此可见各

行各业都有环保发展的需求。

环保检测人员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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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技能人才可参加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在现工作岗位上近年年度考核合格。

获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工程师；

获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工程师；

获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高级工程师。

另外，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享受省级以上政府特殊津贴，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定的高技能领军人才，
可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2、同时，也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

取得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其累计工作年限达到申报条件的，可分别申请参加与现岗位相对应职业（工种）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业技能评价，合格后取
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专业技术人才在取得现从事职业（工种）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1年后，可按累计工作年限申报晋级评价。

助理工程师在取得现从事职业（工种）高级工1年后，其累计工作年限达到技师申报条件的，可申报技师考评；

工程师在取得现从事职业（工种）技师1年后，其累计工作年限达到高级技师申报条件的，可申报高级技师考评。

对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专业技术人才，注重技能考核。对具有所申报职业（专业）或相关职业（专业）毕业证书的，可免于理论知识考试

职称与技能政策

32

技能工种 年限 过程 专业技术 职称

高级工 +2年 +考评      = 助理工程师 助理级职称

技师 +3年 +考评      = 工程师 中级职称

高级技师 +4年 +考评      = 高级工程师 副高级职称

人社部发〔2018〕74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
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试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

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享受省级以上
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或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认定的“高精尖缺”高技能人
才，可直接申报评审正高级或副高级职称。

职称与技能政策

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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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级：国家突出贡献专家
              政府津贴获得者        

荣誉级：中华技能大奖
             全国技术能手 对照

副高级工程师，副教授

工程师，讲师

一  级：高级技师

二  级：技    师

四  级：中级技能

三  级：高级技能

对照

对照

对照 助理工程师，助教

高级工程师，教授

五  级：初级技能

职称与技能政策

技能型人才系列 学术工程型人才系列

34

PART 4
工作组主要工作及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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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小组

方法专家组 内容专家组 GMC会员企业工作组实际工作专家组

范围50+行业企业
行业设备生产商20+
第三方机构20+

GMC会员企业专享工信部教育考试中心
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工信部第五研究所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中国RoHS工作组秘书处
+50行业企业
+5高校研究机构
+5相关学会及专业机构

工作组内容发布平台
工作组企业登记端口

题库组 教材组

组长单位

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

执行组长单位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

副组长单位组员单位

标准工作组秘书处

36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

组长单位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服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虹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副组长单位 委员单位

纳优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石化联合会阻燃材料专委会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宏检验认证集团

海格电气（惠州）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必维申美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火炬检测有限公司

阿美特克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南京LG新港新技术有限公司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骏辉腾科技有限公司

联想集团

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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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职业标准 GZB

http://chinajob.mohrss.gov.cn/ywpd/pxjd/rmzt/zyjnbz/

38

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教材开发

教材 教材模块 讲义 视频课件

通用知识 样品管理与拆分 通用知识

基础知识 样品检测 基础知识

5级初级教材 结果记录与数据处理 5级初级教材

4级中级教材 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 4级中级教材

3级高级教材 技术文件编制与技术管理 3级高级教材

2级技师教材 培训与指导 2级技师教材

1级高级技师教材 1级高级技师教材

已完成，通用知识，基础知识 共计30余万字，工作内容部分完成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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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互联网+平台

40

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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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互联网+平台

42

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讲师、考评员、督导员

称谓 人数

讲师 16

认证讲师 8

考评员 23

督导员 7



2021-4-20

22

43

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认定站/点

序号 区域 分支机构名称

1 总部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

2

华北认定站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北京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3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山东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4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天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5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河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6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山西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7

华南认定站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广东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8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福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9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湖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10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江西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11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湖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12

华东认定站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江苏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13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上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14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浙江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15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安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16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河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17
西南认定站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四川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18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重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中心

44

培训/评价站类别 初/中/高级 技师/高级技师 认证讲师/考评员/督导员

AAA √ √ √
AA √ √

A √

1. 中国境内合法企事业单位；
2. 拥有质量督导员、考评员、认证讲师；
3. 拥有合格的实操基础条件（可自有或通过外部合作）； 
4. 拥有招生和培训评价实施能力；
5. 国家职业工作组成员优先。

基础资格条件

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认定站/点

AA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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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与CANS达标应标工作

46

PART 5 
参与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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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完成标准组工作任务

01
协会/专委会会员单位

02
行业代表性

04

保守秘密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电器电子产品绿
色制造专业委员会的会员单位

行业中处于先进水平，具有代表性

遵守标准工作制度，
积极完成标准组工作任务；

按国家职业标准编制规程保守秘密

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参与机构

48

05 实验室设备厂商
XRF、AAS、CV-AAS、ICP-
OES、ICP-MS、IC、UV-
VIS、Colorimetry；GC-
MS、IAMS、HPLC-UV、Py-
TD-GC MS…

01 整机及供应链企业

富士康，京东方，联想，
华为，美的，格力…

03 第三方、检测机构
广电计量，华测，SGS,
赛西，赛宝…

04 政府海关等监管部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检验检疫，中国认证
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06 社会培训机构
…

02 研究机构，院校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工信部第五研究所，中国
计量科学研究院，化学专
业，材料专业，技
校， …

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参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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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气电子行业环保检测认定联盟成员；

2.机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站点（理论+实操）；

3.梳理、提升供应链环保管控；

4.个人享受国家职业提升政策。

5.企业申请相关政策支持（国家标准）

6.提升企业形象与行业地位

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参与机构

50

为企业打通国家职业体系0
1 人社部、工信部最权威体系保证0
2

联合产，学，研，监管，技术，标准，多维聚合优势0
3

设备，人员，计量，标物，高校，第三方机构全产业链参与04

培训，考评，质量督导，就业对接，认定站最完善垂直服务0
5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赋能行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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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办公地址：
Add: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号国际创业园2#20A
Tel:010-62976096
E_mail:service@greenmade.com.cn
联系人：朴文荣
Tel:15811108800
微信公众号：绿色制造网

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参与联系

52

更多内容请用微信扫码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中 国 电 子 节 能 技 术 协 会
CHINA ELECTRONIC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ASSOCIATION

电话(Tel):  010-62976096  
朴文荣 副秘书长  15811108800
邮箱(Mail):  service@greenmade.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9号东配楼
Ad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Fuxing Road on the 49th East House   
PC: 100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