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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教育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惠敏、黄雪坚、梁为、戴俊雄、林媛媛、黄伟龙、陈浩、柯灿文、纪显

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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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校长职级管理核心元数据的元数据质量标准、元数据的描述方法、核心元数据内

容、元数据的扩展、元数据获取、管理及发布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中小学校长职级管理数据资源的应用、交换、集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1.1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 1 部分：人的性别代码

GB/T 2261.2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 2 部分：婚姻状况代码

GB/T 2659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GB/T 3304 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

GB/T 4762 政治面貌代码

GB/T 68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代码

GB/T 19488.1—2004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 1部分：设计和管理规范

GB 32100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488.1—200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 data

为便于交流、解释或处理，对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

[来源：GB/T 19710.2—2016，4.5]

3.2

元数据 metadata

描述数据的数据。

[来源：GB/T 19710.2—201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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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元数据元素 metadata element

元数据的基本单元。

[来源：GB/T 19710—2005，4.6]

3.4

元数据实体 metadata entity

一组说明数据相同特性的元数据元素。

[来源：GB/T 19710—2005，4.7]

3.5

核心元数据 core metadata

校长职级管理系统内常用且使用范围较多的元数据。

4 元数据质量标准

4.1 完整性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的完整性符合下列规定：

a） 元数据数据字典中约束条件为“必选”的元数据实体和元数据元素全部出现；

b） 当数据资源满足相应的约束条件时，元数据数据字典中约束条件为“条件必选”的元数据实

体和元数据元素出现。

4.2 正确性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的正确性符合下列规定：

a） 元数据实体和元数据元素的名称、缩写名正确；

b） 元数据元素的值正确，并能准确而简洁的描述校长职级应用数据的相应特征。

4.3 逻辑一致性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的逻辑一致性符合下列规定：

a） 元数据实体和元数据元素的出现次数符合元数据字典中“最大出现次数”的规定；

b） 元数据元素值符合元数据数据字典规定的数据类型并在相应的值域范围内；

c） 元数据元素出现在其对应的元数据实体中；

d） 扩展的元数据实体和元数据元素符合本文件第 6.3 条规定，并且是唯一的。

4.4 现实性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的现实性符合下列规定：

a） 元数据随其描述的校长职级管理数据的更新而更新；

b） 准确记录元数据的版本和修订信息。

5 核心元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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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核心元数据主要内容

5.1.1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概述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内容如表 1所示。

表 1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概述

元数据 描述

校长个人信息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基础信息的基本数据项

校长职级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的任职单位和职级信息的基本数据项

校长管理类任职经历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管理类任职经历的基本数据项

校长专业技术职务聘用经历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取得、受聘专业技术职务的基本数据项

校长技术工人聘用经历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取得、受聘技术岗位职务的基本数据项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经历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在其他单位兼任职务的基本数据项

校长教育经历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教育经历的基本数据项

校长专业技术资格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级等基本数据项

校长年度考核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年度考核的基本数据项

校长奖励信息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奖励信息的基本数据项

校长惩处信息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惩处信息的基本数据项

校长家庭与社会关系元数据 规定了校长家庭成员基础信息的基本数据项

5.1.2 校长个人信息元数据明细

校长个人信息元数据内容如表 2所示。

表 2 校长个人信息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姓名 字符型 M —

2 人员序号 数字型 O —

3 职工编号 字符型 M —

4 曾用名 字符型 O —

5 英文名称 字符型 O —

6 性别 字符型 M GB/T 2261.1 中的性别

7 出生日期 日期型 M —

8 民族 字符型 M GB/T 3304 中的民族名称

9 国籍 字符型 M GB/T 2659 中国家的中文简称

10 籍贯 字符型 M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11 户口所在地 字符型 M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12 出生地 字符型 M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13 有效证件类别 字符型 M —

14 证件号码 字符型 M —

15 健康状况 字符型 M —

16 婚姻状况 字符型 M GB/T 2261.2 中的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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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校长个人信息元数据明细（续）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7 计划生育状况 字符型 M —

18 人员类别 字符型 M A.2 中的代码

19 人员状态 字符型 M A.1 中的代码

20 员额类型 字符型 M —

21 个人经费性质 字符型 O —

22 首次进入本市事业单位方式 字符型 M A.18 中的代码

23 进入当前单位方式 字符型 M A.18 中的代码

24 进入当前单位日期 日期型 M —

25 当前工作单位名称 字符型 M —

26 所在内设机构名称 字符型 M —

27 照片 二进制 O —

28 是否双肩挑 字符型 M 0—不是，1—是

29 岗位名称（主） 字符型 M A.11 中的代码

30 岗位类别（主） 字符型 M A.16 中的代码

31 岗位级别（主） 字符型 M A.17 的代码

32 岗位属性（主） 字符型 M —

33 岗位聘用起始时间（主） 日期型 M —

34 政治面貌 字符型 M GB/T 4762 中的政治面貌

35 参加党派时间 日期型 O —

36 最高学历 字符型 M A.6 中的代码

37 最高学位 字符型 O GB/T 6864 中的学位

38 是否为深圳市认定高层次人才 字符型 M 0—不是，1—是

39 高层次人才类型 字符型 O A.15 中的代码

40 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类别 字符型 O —

41 事业单位人才类别 字符型 O —

42 最高专业技术资格 字符型 O —

43 参加工作时间 日期型 M —

44 参加工作转正时间 日期型 M —

45 工龄起算时间 日期型 M —

46 延迟退休到期时间 日期型 O —

47 是否干部身份 字符型 M 0—不是，1—是

48 干部身份起始日期 日期型 O —

49 是否军队转业干部标识 字符型 M 0—不是，1—是

50 是否港澳台及外籍人士标识 字符型 M 0—不是，1—是

51 个人社保电脑号 字符型 M —

52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字符型 M 0—不是，1—是

53 是否参加工伤保险 字符型 M 0—不是，1—是

54 调入深圳日期 日期型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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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校长个人信息元数据明细（续）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55 调入深圳批准日期 日期型 O —

56 调入深圳批准文号 字符型 O —

注 1：“M”表示必备数据元素。

注 2：“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5.1.3 校长职级元数据明细

校长职级元数据内容如表 3所示。

表 3 校长职级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职级编码 字符型 M A.20 中的代码

2 职级名称 字符型 M —

3 任职单位名称 字符型 M —

4 任职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字符型 M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任职单位所在地 字符型 M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6 任职单位性质 字符型 O 0—公办学校，1—民办学校

7 任职单位学段 字符型 O —

8 任职单位内设机构 字符型 M —

9 任职状态 字符型 M A.13 中的代码

10 任职时间 日期型 M —

11 免职时间 日期型 O —

12 免职原因 字符型 O —

13 生效标识 字符型 M 0—未生效，1—已生效

注 1：“M”表示必备数据元素。

注 2：“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5.1.4 校长管理类任职经历元数据明细

校长管理类任职经历内容如表 4所示。

表 4 校长管理类任职经历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任（聘）状态 字符型 M A.13 中的代码

2 职务（岗位）名称 字符型 M —

3 个人职务（岗位）级别 字符型 M A.4 中的代码

4 岗位级别 字符型 M —

5 岗位 字符型 M —

6 岗位属性 字符型 M 1—单位领导，2—内设机构领导，3—非领导

7 任职（聘任）开始日期 日期型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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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校长管理类任职经历元数据明细（续）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8 任职（聘任）拟终止日期 日期型 O —

9 任职（聘任）终止日期 日期型 O —

10 任职（聘任）单位名称 字符型 M —

11 任职（聘任）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字符型 M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 任职（聘任）内设机构 字符型 O —

13 正副职 字符型 O 0—副职，1—正职

14 单位性质 字符型 M A.12 中的代码

15 免职日期 日期型 O —

16 免职文号 字符型 O —

17 免职机关 字符型 O —

18 免职原因 字符型 O —

注 1：“M”表示必备数据元素。

注 2：“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5.1.5 校长专业技术职务聘用经历元数据明细

校长专业技术职务聘用经历如表 5 所示。

表 5 校长专业技术职务聘用经历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任(聘)状态 字符型 M A.13 中的代码

2 任(聘)专业技术职务名称 字符型 M —

3 任(聘)专业技术职务级别 字符型 M A.4 中的代码

4 岗位级别 字符型 M A.17 中的代码

5 岗位 字符型 M —

6 任职(聘任)开始日期 日期型 M —

7 任职(聘任)拟终止日期 日期型 O —

8 任职(聘任)终止日期 日期型 O —

9 任职(聘任)单位名称 字符型 M —

10 任职(聘任)内设机构 字符型 O —

11 免职日期 日期型 O —

12 免职文号 字符型 O —

13 免职机关 字符型 O —

14 免职原因 字符型 O —

15 任职(聘任)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字符型 M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 1：“M”表示必备数据元素。

注 2：“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5.1.6 校长技术工人聘用经历元数据明细

技术工人聘用经历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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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技术工人聘用经历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任(聘)状态 字符型 M A.13 中的代码

2 技术工人职务（岗位）名称 字符型 M —

3 所聘技术工人等级 字符型 M A.14 中的代码

4 岗位级别 字符型 M —

5 岗位 字符型 M —

6 任职(聘任)开始日期 日期型 M —

7 任职(聘任)拟终止日期 日期型 O —

8 任职(聘任)终止日期 日期型 O —

9 任职(聘任)单位名称 字符型 M —

10 任职(聘任)内设机构 字符型 O —

11 工种名称 字符型 M —

12 免职日期 日期型 O —

13 免职文号 字符型 O —

14 免职机关 字符型 O —

15 免职原因 字符型 O —

16 任职(聘任)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字符型 M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 1：“M”表示必备数据元素。

注 2：“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5.1.7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经历元数据明细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经历如表 7 所示。

表 7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经历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任职名称 字符型 M —

2 任职单位 字符型 M —

3 任职部门 字符型 M —

4 任职文号 字符型 O —

5 任命机关 字符型 M —

6 任职日期 日期型 M —

7 免职日期 日期型 O —

8 免职文号 字符型 O —

9 免职机关 字符型 O —

10 免职原因 字符型 O —

11 任职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字符型 M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 1：“M”表示必备数据元素。

注 2：“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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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校长教育经历元数据明细

校长教育经历如表 8 所示。

表 8 校长教育经历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学校名称 字符型 M —

2 所在院系 字符型 O —

3 所学专业 字符型 O —

4 入学日期 日期型 M —

5 毕（肄）业日期 日期型 M —

6 学制 字符型 M —

7 学习形式 字符型 M A.7 中的代码

8 教育类别 字符型 M A.5 中的代码

9 学历 字符型 M A.6 中的代码

10 学历证书号码 字符型 O —

11 学历等级 字符型 M —

12 是否最高学历 字符型 M 0—不是，1—是

13 学位 字符型 O —

14 学位证书号 字符型 O —

15 学位授予日期 日期型 O —

注 1：“M”表示必备数据元素。

注 2：“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5.1.9 校长专业技术资格元数据明细

校长专业技术资格如表 9 所示。

表 9 校长专业技术资格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资格证书编号 字符型 O —

2 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字符型 O —

3 专业技术资格等级 字符型 O —

4 取得日期 日期型 O —

5 取得途径 字符型 O A.10 中的代码

6 发证机构 字符型 O —

注：“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5.1.10 校长年度考核元数据明细

校长年度考核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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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校长年度考核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考核类别 字符型 M —

2 考核年度 字符型 M —

3 考核起始日期 日期型 M —

4 考核结论类别 字符型 M —

5 未参加考核原因 字符型 O —

6 参加考核不定等次原因 字符型 O A.8 中的代码

7 年度考核基本称职或不称职原因 字符型 O —

8 不晋升原因 字符型 O —

注 1：“M”表示必备数据元素。

注 2：“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5.1.11 校长奖励信息元数据明细

校长奖励信息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校长奖励信息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奖励名称 字符型 M —

2 奖励类别 字符型 M A.21 中的代码

3 授予荣誉称号级别 字符型 M A.22 中的代码

4 奖励原因类别 字符型 M A.23 中的代码

5 奖励批准单位 字符型 M —

6 奖励批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字符型 M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 奖励批准日期 日期型 M —

8 奖励文号 字符型 O —

注 1：“M”表示必备数据元素。

注 2：“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5.1.12 校长惩处信息元数据明细

校长惩处信息如表 12 所示。

表 12 校长惩处信息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处分名称 字符型 M A.24 中的代码

2 处分原因 字符型 M A.25 中的代码

3 处分原因类别 字符型 M A.26 中的代码

4 处分批准单位 字符型 M —

5 处分批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字符型 M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6 处分批准日期 日期型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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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校长惩处信息元数据明细（续）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7 处分文号 字符型 O —

8 解除处分日期 日期型 O —

9 解除处分文号 字符型 O —

注 1：“M”表示必备数据元素。

注 2：“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5.1.13 校长家庭与社会关系元数据明细

校长家庭与社会关系如表 13 所示。

表 13 校长家庭与社会关系元数据明细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约束 值域

1 姓名 字符型 M —

2 证件类型 字符型 M —

3 证件号码 字符型 M —

4 与本人关系 字符型 M A.9 中的代码

5 出生日期 日期型 M —

6 政治面貌 字符型 M GB/T 4762 中的政治面貌

7 民族 字符型 M GB/T 3304 中的民族

8 籍贯 字符型 M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9 学历 字符型 M A.6 中的代码

10 学位 字符型 O GB/T 6864 中的学位

11 国籍 字符型 M GB/T 2659 中的国籍

12 户口所在地 字符型 M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13 工作所在地 字符型 O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14 工作单位 字符型 O —

15 工作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字符型 O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6 职务 字符型 O —

注 1：“M”表示必备数据元素。

注 2：“O”表示可选数据元素。

5.2 分项描述

5.2.1 校长个人信息元数据

中文名称： 姓名

中文全拼： xing-ming

内部标识符： 1001

定义： 校长的姓名。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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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a..5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人员序号

中文全拼： ren-yuan-xu-hao

内部标识符： 1002

定义： 人员的排序序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an..ul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职工编号

中文全拼： zhi-gong-bian-hao

内部标识符： 1003

定义： 校长在任职单位的职工编号。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曾用名

中文全拼： ceng-yong-ming

内部标识符： 1004

定义： 校长的曾用名。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值域：

备注： 如果出现过多次改名记录，填写一条即可。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中文全拼： ying-wen-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005

定义： 校长的英文名称。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性别

中文全拼： xing-bie

内部标识符：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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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校长的性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20

值域： GB/T 2261.1 中的性别。

备注：

中文名称： 出生日期

中文全拼： chu-sheng-ri-qi

内部标识符： 1007

定义： 校长的出生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民族

中文全拼： min-zu

内部标识符： 1008

定义： 校长的民族。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ul

值域： GB/T 3304 中的民族名称。

备注：

中文名称： 国籍

中文全拼： guo-ji

内部标识符： 1009

定义： 校长的国籍。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ul

值域： GB/T 2659 中国家的中文简称。

备注：

中文名称： 籍贯

中文全拼： ji-guan

内部标识符： 1010

定义： 校长的籍贯信息。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值域：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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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户口所在地

中文全拼： hu-kou-suo-zai-di

内部标识符： 1011

定义： 校长的户口所在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值域：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备注：

中文名称： 出生地

中文全拼： chu-sheng-di

内部标识符： 1012

定义： 校长的出生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值域：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备注：

中文名称： 有效证件类别

中文全拼： you-xiao-zheng-jian-lei-bie

内部标识符： 1013

定义： 校长的有效证件类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证件号码

中文全拼： zheng-jian-hao-ma

内部标识符： 1014

定义： 校长的证件号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值域：

备注： 描述有效证件号码，与有效证件类别相匹配。

中文名称： 健康状况

中文全拼： jian-kang-zhuang-kuang

内部标识符： 1015

定义： 校长的健康状况。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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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婚姻状况

中文全拼： hun-yin-zhuang-kuang

内部标识符： 1016

定义： 校长的婚姻状况。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20

值域： GB/T 2261.2 中的婚姻状况。

备注：

中文名称： 计划生育状况

中文全拼： ji-hua-sheng-yu-zhuang-kuang

内部标识符： 1017

定义： 校长的计划生育状况。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人员类别

中文全拼： ren-yuan-lei-bie

内部标识符： 1018

定义： 校长的人员类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6

值域： A.2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人员状态

中文全拼： ren-yuan-zhuang-tai

内部标识符： 1019

定义： 校长的人员状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值域： A.1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员额类型

中文全拼： yuan-e-lei-xing

内部标识符：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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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校长的员额类型。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个人经费性质

中文全拼： ge-ren-jing-fei-xing-zhi

内部标识符： 1021

定义： 校长的个人经费性质。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首次进入本市事业单位方式

中文全拼： shou-ci-jin-ru-ben-shi-shi-ye-dan-wei-fang-shi

内部标识符： 1022

定义： 校长首次进入本市事业单位的方式。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值域： A.18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进入当前单位方式

中文全拼： jin-ru-dang-qian-dan-wei-fang-shi

内部标识符： 1023

定义： 校长进入当前单位的方式。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值域： A.18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进入当前单位日期

中文全拼： jin-ru-dang-qian-dan-wei-ri-qi

内部标识符： 1024

定义： 校长进入本单的位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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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当前工作单位名称

中文全拼： dang-qian-gong-zuo-dan-wei-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025

定义： 校长当前工作单位的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所在内设机构名称

中文全拼： suo-zai-nei-she-ji-gou-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026

定义： 校长所在内设机构的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照片

中文全拼： zhao-pian

内部标识符： 1027

定义： 校长的照片。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二进制

数据格式：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是否双肩挑

中文全拼： shi-fou-shuang-jian-tiao

内部标识符： 1028

定义： 校长是否双肩挑。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0—代表“不是”，1—代表“是”。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名称（主）

中文全拼： gang-wei-ming-cheng-(zhu)

内部标识符： 1029

定义： 校长的主岗位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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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n3

值域： A.11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类别（主）

中文全拼： gang-wei-lei-bie-(zhu)

内部标识符： 1030

定义： 校长的主岗位类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A.16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级别（主）

中文全拼： gang-wei-ji-bie-(zhu)

内部标识符： 1031

定义： 校长的主岗位级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A.17 的岗位级别。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属性（主）

中文全拼： gang-wei-shu-xing-(zhu)

内部标识符： 1032

定义： 校长的主岗位属性。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聘用起始时间（主）

中文全拼： gang-wei-pin-yong-qi-shi-shi-jian-(zhu)

内部标识符： 1033

定义： 校长的主岗位聘用起始时间。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政治面貌

中文全拼： zheng-zhi-mian-mao

内部标识符：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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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校长的政治面貌。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GB/T 4762 的政治面貌。

备注：

中文名称： 参加党派时间

中文全拼： can-jia-dang-pai-shi-jian

内部标识符： 1035

定义： 校长的参加党派时间。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最高学历

中文全拼： zui-gao-xue-li

内部标识符： 1036

定义： 校长的最高学历。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4

值域： A.6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最高学位

中文全拼： zui-gao-xue-wei

内部标识符： 1037

定义： 校长的最高学位。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GB/T 6864 中的学位。

备注：

中文名称： 是否为深圳市认定高层次人才

中文全拼： shi-fou-wei-shen-zhen-shi-ren-ding-gao-ceng-ci-ren-cai

内部标识符： 1038

定义： 校长是否为深圳市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0—代表“不是”，1—代表“是”。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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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高层次人才类型

中文全拼： gao-ceng-ci-ren-cai-lei-xing

内部标识符： 1039

定义： 校长的高层次人才类型。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A.15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类别

中文全拼： zhuan-ye-ji-shu-ren-yuan-zhuan-ye-lei-bie

内部标识符： 1040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类别。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事业单位人才类别

中文全拼： shi-ye-dan-wei-ren-cai-lei-bie

内部标识符： 1041

定义： 校长的事业单位人才类别。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最高专业技术资格

中文全拼： zui-gao-zhuan-ye-ji-shu-zi-ge

内部标识符： 1042

定义： 校长的最高专业技术资格。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参加工作时间

中文全拼： can-jia-gong-zuo-shi-jian

内部标识符： 1043

定义： 校长参加工作的时间。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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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参加工作转正时间

中文全拼： can-jia-gong-zuo-zhuan-zheng-shi-jian

内部标识符： 1044

定义： 校长参加工作转正的时间。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工龄起算时间

中文全拼： gong-ling-qi-suan-shi-jian

内部标识符： 1045

定义： 校长工龄起算的时间。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延迟退休到期时间

中文全拼： yan-chi-tui-xiu-dao-qi-shi-jian

内部标识符： 1046

定义： 校长延迟退休到期的时间。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是否干部身份

中文全拼： shi-fou-gan-bu-shen-fen

内部标识符： 1047

定义： 校长是否干部身份。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0—代表“不是”，1—代表“是”。

备注：

中文名称： 干部身份起始日期

中文全拼： gan-bu-shen-fen-qi-shi-ri-qi

内部标识符：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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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校长的干部身份起始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是否军队转业干部标识

中文全拼： shi-fou-jun-dui-zhuan-ye-gan-bu-biao-shi

内部标识符： 1049

定义： 校长是否为军队转业干部。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0—代表“不是”，1—代表“是”。

备注：

中文名称： 是否港澳台外籍人士标识

中文全拼： shi-fou-gang-ao-tai-wai-ji-ren-shi-biao-shi

内部标识符： 1050

定义： 校长是否为港澳台及外籍人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0—代表“不是”，1—代表“是”。

备注：

中文名称： 个人社保电脑号

中文全拼： ge-ren-she-bao-dian-nao-hao

内部标识符： 1051

定义： 校长的个人社保电脑号。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中文全拼： shi-fou-can-jia-yang-lao-bao-xian

内部标识符： 1052

定义： 校长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0—代表“不是”，1—代表“是”。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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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是否参加工伤保险

中文全拼： shi-fou-can-jia-gong-shang-bao-xian

内部标识符： 1053

定义： 校长是否参加工伤保险。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0—代表“不是”，1—代表“是”。

备注：

中文名称： 调入深圳日期

中文全拼： diao-ru-shen-zhen-ri-qi

内部标识符： 1054

定义： 校长的调入深圳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调入深圳批准日期

中文全拼： diao-ru-shen-zhen-pi-zhun-ri-qi

内部标识符： 1055

定义： 校长调入深圳的批准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调入深圳批准文号

中文全拼： diao-ru-shen-zhen-pi-zhun-wen-hao

内部标识符： 1056

定义： 批准校长调入深圳的文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5.2.2 校长职级元数据

中文名称： 职级编码

中文全拼： zhi-ji-bian-ma

内部标识符： 1057

定义： 校长的职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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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8

值域： A.20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职级名称

中文全拼： zhi-ji-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058

定义： 校长的职级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单位名称

中文全拼： ren-zhi-dan-wei-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059

定义： 校长的任职单位。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全拼： ren-zhi-dan-wei-tong-yi-she-hui-xin-yong-dai-ma

内部标识符： 1060

定义： 校长任职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值域：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单位所在地

中文全拼： ren-zhi-dan-wei-suo-zai-di

内部标识符： 1061

定义： 校长任职单位所在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值域：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单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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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 ren-zhi-dan-wei-xing-zhi

内部标识符： 1062

定义： 校长任职单位的办学性质。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0—代表“公办学校”，1—代表“民办学校”。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单位学段

中文全拼： ren-zhi-dan-wei-xue-duan

内部标识符： 1063

定义： 校长任职单位的学段。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

值域：

备注： 描述校长任职单位的学段信息，可以为多个学段。

中文名称： 任职单位内设机构

中文全拼： ren-zhi-dan-wei-nei-she-ji-gou

内部标识符： 1064

定义： 校长所在的单位内设机构。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状态

中文全拼： ren-zhi-zhuang-tai

内部标识符： 1065

定义： 校长在任职单位的任职状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值域： A.13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时间

中文全拼： ren-zhi-shi-jian

内部标识符： 1066

定义： 校长在任职单位的任职开始时间。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时间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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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时间

中文全拼： mian-zhi-shi-jian

内部标识符： 1067

定义： 校长在任职单位的被免职时间。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时间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原因

中文全拼： mian-zhi-yuan-yin

内部标识符： 1068

定义： 校长在任职单位被免职的原因。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生效标识

中文全拼： sheng-xiao-biao-shi

内部标识符： 1069

定义： 校长的任职信息当前是否已生效。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0—代表“未生效”，1—代表“已生效”。

备注：

5.2.3 校长管理类任职经历元数据

中文名称： 任（聘）状态

中文全拼： ren-(pin)-zhuang-tai

内部标识符： 1070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任职任(聘)状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值域： A.13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职务(岗位)名称

中文全拼： zhi-wu-(gang-wei)-mi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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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1071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职务（岗位）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个人职务（岗位）级别

中文全拼： ge-ren-zhi-wu-(gang-wei)ji-bie

内部标识符： 1072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个人职务（岗位）级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6

值域： A.4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级别

中文全拼： gang-wei-ji-bie

内部标识符： 1073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岗位级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

中文全拼： gang-wei

内部标识符： 1074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职务岗位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属性

中文全拼： gang-wei-shu-xing

内部标识符： 1075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岗位属性。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1—代表“单位领导”，2—代表“内设机构领导”，3—代表“非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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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开始日期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kai-shi-ri-qi

内部标识符： 1076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职务任职(聘任)开始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拟终止日期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ni-zhong-zhi-ri-qi

内部标识符： 1077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职务任职(聘任)拟终止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终止日期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zhong-zhi-ri-qi

内部标识符： 1078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职务任职(聘任)终止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单位名称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dan-wei-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079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任职(聘任)单位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dan-wei-tong-yi-she-hui-xin-yong-dai-ma

内部标识符： 1080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任职(聘任)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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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值域：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内设机构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nei-she-ji-gou

内部标识符： 1081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职务任职（聘任）内设机构。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正副职

中文全拼： zheng-fu-zhi

内部标识符： 1082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职务是正职还是副职。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0—代表“副职”，1—代表“正职”。

备注：

中文名称： 单位性质

中文全拼： dan-wei-xing-zhi

内部标识符： 1083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岗位所在单位的性质。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值域： A.12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日期

中文全拼： mian-zhi-ri-qi

内部标识符： 1084

定义： 校长在管理类岗位被免职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文号

中文全拼： mian-zhi-wen-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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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1085

定义： 校长在管理类岗位被免职的文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机关

中文全拼： mian-zhi-ji-guan

内部标识符： 1086

定义： 校长在管理类岗位被免职的免职机关。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原因

中文全拼： mian-zhi-yuan-yin

内部标识符： 1087

定义： 校长在管理类岗位被免职的原因。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0

值域：

备注：

5.2.4 校长专业技术职务聘用经历元数据

中文名称： 任(聘)状态

中文全拼： ren-(pin)-zhuang-tai

内部标识符： 1088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聘)状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值域： A.13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聘)专业技术职务名称

中文全拼： ren-(pin)-zhuan-ye-ji-shu-zhi-wu-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089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聘)职务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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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聘)专业技术职务级别

中文全拼： ren-(pin)-zhuan-ye-ji-shu--zhi-wu-ji-bie

内部标识符： 1090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聘)专业技术职务级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6

值域： A.4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级别

中文全拼： gang-wei-ji-bie

内部标识符： 1091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级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8

值域： A.17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

中文全拼： gang-wei

内部标识符： 1092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开始日期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kai-shi-ri-qi

内部标识符： 1093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聘任)开始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拟终止日期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ni-zhong-zhi-ri-qi

内部标识符：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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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聘任)拟终止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终止日期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zhong-zhi-ri-qi

内部标识符： 1095

定义： 校长在管理类岗位被免职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单位名称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dan-wei-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096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聘任)单位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内设机构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nei-she-ji-gou

内部标识符： 1097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聘任)的内设机构。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日期

中文全拼： mian-zhi-ri-qi

内部标识符： 1098

定义： 校长在专业技术岗位被免职的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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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免职文号

中文全拼： mian-zhi-wen-hao

内部标识符： 1099

定义： 校长在专业技术岗位被免职的文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机关

中文全拼： mian-zhi-ji-guan

内部标识符： 1100

定义： 校长在专业技术岗位被免职的免职机关。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原因

中文全拼： mian-zhi-yuan-yin

内部标识符： 1101

定义： 校长在专业技术岗位被免职原因。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dan-wei-tong-yi-she-hui-xin-yong-dai-ma

内部标识符： 1102

定义： 校长的管理类任职(聘任)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值域：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5.2.5 校长技术工人聘用经历元数据

中文名称： 任(聘)状态

中文全拼： ren-(pin)-zhuang-tai

内部标识符： 1103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职务任(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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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值域： A.13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技术工人职务（岗位）名称

中文全拼： ji-shu-gong-ren-zhi-wu-(gang-wei)-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104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职务技术工人职务（岗位）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所聘技术工人等级

中文全拼： ji-shu-gong-ren-deng-ji

内部标识符： 1105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职务所聘技术工人等级。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值域： A.14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级别

中文全拼： gang-wei-ji-bie

内部标识符： 1106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岗位级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岗位

中文全拼： gang-wei

内部标识符： 1107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岗位。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开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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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kai-shi-ri-qi

内部标识符： 1108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岗位任职(聘任)开始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拟终止日期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ni-zhong-zhi-ri-qi

内部标识符： 1109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岗位任职(聘任)拟终止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终止日期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zhong-zhi-ri-qi

内部标识符： 1110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岗位任职(聘任)终止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单位名称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dan-wei-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111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岗位任职(聘任)单位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内设机构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nei-she-ji-gou

内部标识符： 1112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岗位任职(聘任)内设机构。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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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工种名称

中文全拼： gong-zhong-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113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岗位工种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日期

中文全拼： mian-zhi-ri-qi

内部标识符： 1114

定义： 校长在技术工人岗位被免职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文号

中文全拼： mian-zhi-wen-hao

内部标识符： 1115

定义： 校长在技术工人岗位被免职的文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机关

中文全拼： mian-zhi-ji-guan

内部标识符： 1116

定义： 校长在技术工人岗位被免职的免职机关。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原因

中文全拼： mian-zhi-yuan-yin

内部标识符： 1117

定义： 校长在技术工人岗位被免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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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聘任)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全拼： ren-zhi-(pin-ren)-dan-wei-tong-yi-she-hui-xin-yong-dai-ma

内部标识符： 1118

定义： 校长的技术工人岗位任职(聘任)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值域：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5.2.6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经历元数据

中文名称： 任职名称

中文全拼： ren-zhi-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119

定义： 描述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任职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单位

中文全拼： ren-zhi-dan-wei

内部标识符： 1120

定义：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的任职单位。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部门

中文全拼： ren-zhi-bu-men

内部标识符： 1121

定义：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的任职部门。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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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文号

中文全拼： ren-zhi-wen-hao

内部标识符： 1122

定义：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的任职文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命机关

中文全拼： ren-ming-ji-guan

内部标识符： 1123

定义：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的任命机关。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日期

中文全拼： ren-zhi-ri-qi

内部标识符： 1124

定义：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的任职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日期

中文全拼： mian-zhi-ri-qi

内部标识符： 1125

定义：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的免职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文号

中文全拼： mian-zhi-wen-hao

内部标识符： 1126

定义：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的免职文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DB4403/T 197—2021

38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机关

中文全拼： mian-zhi-ji-guan

内部标识符： 1127

定义：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被免职的免职机关。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免职原因

中文全拼： mian-zhi-yuan-yin

内部标识符： 1128

定义：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被免职的原因。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任职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全拼： ren-zhi-dan-wei-tong-yi-she-hui-xin-yong-dai-ma

内部标识符： 1129

定义： 校长兼任其他单位职务任职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值域：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5.2.7 校长教育经历元数据

中文名称： 学校名称

中文全拼： xue-xiao-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130

定义： 描述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学校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值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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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所在院系

中文全拼： suo-zai-yuan-xi

内部标识符： 1131

定义： 描述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所在院系。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所学专业

中文全拼： suo-xue-zhuan-ye

内部标识符： 1132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所学专业。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入学日期

中文全拼： ru-xue-ri-qi

内部标识符： 1133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入学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毕（肄）业日期

中文全拼： bi-（yi）-ye-ri-qi

内部标识符： 1134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毕（肄）业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学制

中文全拼： xue-zhi

内部标识符： 1135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学制。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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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学习形式

中文全拼： xue-xi-xing-shi

内部标识符： 1136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学习形式。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值域： A.7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教育类别

中文全拼： jiao-yu-lei-bie

内部标识符： 1137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教育类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值域： A.5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学历

中文全拼： xue-li

内部标识符： 1138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学历。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值域： A.6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学历证书号码

中文全拼： xue-li-zheng-shu-hao-ma

内部标识符： 1139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学历证书号码。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学历等级

中文全拼： xue-li-deng-ji

内部标识符：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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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学历等级。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是否最高学历

中文全拼： shi-fou-zui-gao-xue-li

内部标识符： 1141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是否最高学历。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0—代表“不是”，1—代表“是”。

备注：

中文名称： 学位

中文全拼： xue-wei

内部标识符： 1142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学位。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学位证书号

中文全拼： xue-wei-zheng-shu-hao

内部标识符： 1143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学位证书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学位授予日期

中文全拼： xue-wei-shou-yu-ri-qi

内部标识符： 1144

定义： 校长学历学位信息中的学位授予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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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校长专业技术资格元数据明细

中文名称： 资格证书编号

中文全拼： zi-ge-zheng-shu-bian-hao

内部标识符： 1145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编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中文全拼： zhuan-ye-ji-shu-zi-ge-ming-chen

内部标识符： 1146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专业技术资格等级

中文全拼： zhuan-ye-ji-shu-zi-ge-deng-ji

内部标识符： 1147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资格等级。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取得日期

中文全拼： qu-de-ri-qi

内部标识符： 1148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取得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取得途径

中文全拼： qu-de-tu-jing

内部标识符： 1149

定义： 校长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取得途径。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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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值域： A.10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发证机构

中文全拼： fa-zheng-ji-gou

内部标识符： 1150

定义： 校长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发证机构。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值域：

备注：

5.2.9 校长年度考核元数据

中文名称： 考核类别

中文全拼： kao-he-lei-bie

内部标识符： 1151

定义： 校长年度考核的考核类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考核年度

中文全拼： kao-he-nian-du

内部标识符： 1152

定义： 校长年度考核的考核年度。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ul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考核起始日期

中文全拼： kao-he-qi-shi-ri-qi

内部标识符： 1153

定义： 校长年度考核的考核起始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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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考核结论类别

中文全拼： kao-he-jie-lun-lei-bie

内部标识符： 1154

定义： 校长年度考核的考核结论类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未参加考核原因

中文全拼： wei-can-jia-kao-he-yuan-yin

内部标识符： 1155

定义： 校长未参加年度考核的原因。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参加考核不定等次原因

中文全拼： can-jia-kao-he-bu-ding-deng-ci-yuan-yin

内部标识符： 1156

定义： 校长参加年度考核不定等次的原因。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值域： A.8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年度考核基本称职或不称职原因

中文全拼： nian-du-kao-he-ji-ben-chen-zhi-huo-bu-chen-zhi-yuan-yin

内部标识符： 1157

定义： 校长年度考核基本称职或不称职的原因。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不晋升原因

中文全拼： bu-jin-sheng-yuan-yin

内部标识符： 1158

定义： 校长年度考核不晋升的原因。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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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an..1000

值域：

备注：

5.2.10 校长奖励信息元数据

中文名称： 奖励名称

中文全拼： jiang-li-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159

定义： 校长所获取的奖励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奖励类别

中文全拼： jiang-li-lei-bie

内部标识符： 1160

定义： 校长所获取的奖励类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5

值域： A.21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授予荣誉称号级别

中文全拼： shou-yu-rong-yu-cheng-hao-ji-bie

内部标识符： 1161

定义： 校长所获取的荣誉称号级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值域： A.22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奖励原因类别

中文全拼： jiang-li-yuan-yin-lei-bie

内部标识符： 1162

定义： 校长获取奖励原因归属的类别。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

值域： A.23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奖励批准单位



DB4403/T 197—2021

46

中文全拼： jiang-li-pi-zhun-dan-wei

内部标识符： 1163

定义： 批准校长获取奖励的单位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奖励批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全拼： jiang-li-pi-zhun-dan-wei-tong-yi-she-hui-xin-yong-dai-ma

内部标识符： 1164

定义： 批准校长获取奖励的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值域：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奖励批准日期

中文全拼： jiang-li-pi-zhun-ri-qi

内部标识符： 1165

定义： 批准校长获取奖励的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奖励文号

中文全拼： jiang-li-wen-hao

内部标识符： 1166

定义： 校长获取奖励的文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5.2.11 校长惩处信息元数据

中文名称： 处分名称

中文全拼： chu-fen-ming-cheng

内部标识符： 1167

定义： 校长受到的处分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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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值域： A.24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处分原因

中文全拼： chu-fen-yuan-yin

内部标识符： 1168

定义： 校长受到处分的原因。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

值域： A.25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处分原因类别

中文全拼： chu-fen-yuan-yin-lei-bie

内部标识符： 1169

定义： 校长受到处分的原因归类。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值域： A.26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处分批准单位

中文全拼： chu-fen-pi-zhun-dan-wei

内部标识符： 1170

定义： 批准校长受到处分的单位名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处分批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全拼： chu-fen-pi-zhun-dan-wei-tong-yi-she-hui-xin-yong-dai-ma

内部标识符： 1171

定义： 批准校长受到处分的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值域：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处分批准日期

中文全拼： chu-fen-pi-zhun-ri-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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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1172

定义： 校长受到处分的批准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处分文号

中文全拼： chu-fen-wen-hao

内部标识符： 1173

定义： 校长受到处分的文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解除处分日期

中文全拼： jie-chu-chu-fen-ri-qi

内部标识符： 1174

定义： 校长受到的处分被解除的日期。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解除处分文号

中文全拼： jie-chu-chu-fen-wen-hao

内部标识符： 1175

定义： 校长受到的处分被解除的文号。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5.2.12 校长家庭与社会关系元数据

中文名称： 姓名

中文全拼： xing-ming

内部标识符： 1176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姓名。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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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an..5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证件类型

中文全拼： zheng-jian-lei-xing

内部标识符： 1177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证件类型。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证件号码

中文全拼： zheng-jian-hao-ma

内部标识符： 1178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证件号码。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值域：

备注： 描述校长家庭成员的证件号码，与证件类型一致。

中文名称： 与本人关系

中文全拼： yu-ben-ren-guan-xi

内部标识符： 1179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与校长的关系。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值域： A.9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出生日期

中文全拼： chu-sheng-ri-qi

内部标识符： 1180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出生日期。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政治面貌

中文全拼： zheng-zhi-mian-mao

内部标识符：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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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GB/T 4762 中的政治面貌。

备注：

中文名称： 民族

中文全拼： min-zu

内部标识符： 1182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民族。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值域： GB/T 3304 中的家庭成员民族。

备注：

中文名称： 籍贯

中文全拼： ji-guan

内部标识符： 1183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籍贯。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值域：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备注：

中文名称： 学历

中文全拼： xue-li

内部标识符： 1184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学历。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4

值域： A.6 中的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学位

中文全拼： xue-wei

内部标识符： 1185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学位。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值域： GB/T 6864 中的学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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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国籍

中文全拼： guo-ji

内部标识符： 1186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国籍。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值域： GB/T 2659 中的国籍。

备注：

中文名称： 户口所在地

中文全拼： hu-kou-suo-zai-di

内部标识符： 1187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户口所在地。

约束条件： 必备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值域：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备注：

中文名称： 工作所在地

中文全拼： gong-zuo-suo-zai-di

内部标识符： 1188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工作所在地。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值域： GB/T 2260 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备注：

中文名称： 工作单位

中文全拼： gong-zuo-dan-wei

内部标识符： 1189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工作单位。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值域：

备注：

中文名称： 工作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全拼： gong-zuo-dan-wei-tong-yi-she-hui-xin-yong-dai-ma

内部标识符： 1190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工作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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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an..18

值域： GB 32100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中文名称： 职务

中文全拼： zhi-wu

内部标识符： 1191

定义： 校长家庭成员的职务。

约束条件： 可选元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值域：

备注：

6 元数据扩展

6.1 元数据扩展原则

6.1.1 元数据扩展遵循需求导向原则

需求导向原则包含以下内容：

a） 需考虑校长职级管理的数据资源特点及工作的复杂性、难易程度，不宜选取太多的元数据元

素；

b） 需充分满足业务查询、提取数据的需要，不宜过于简单；

c） 需在复杂与简单中取平衡，既满足业务需求，又实现数据的有效使用。

6.1.2 元数据扩展遵循前瞻性原则

元数据的扩展满足现阶段的使用，更充分考虑校长职级管理的业务发展需求。

6.1.3 元数据扩展遵循大数据分析原则

在扩展元数据标准时，充分了解并梳理分析校长职级管理的现存元数据，大量收集并分析梳理元

数据设计的数据类型。

6.1.4 元数据扩展遵循现有方法参考原则

扩展元数据内容基于校长职级管理的数据资源，参考现有的元数据标准制定的要求，完成元数据

相关内容的拓展。

6.2 扩展规则

6.2.1 当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内容不能满足需要时，可通过下列方式对元数据进行扩展：

a） 增加元数据实体、新元数据元素；

b） 扩展代码表，增加新代码数据项；

c） 建立新代码表，代替现有值域，为自由文本的元数据值域；

d） 对现有元数据元素实施更加严格的约束条件，本文件中元数据元素是可选的，也可以是必选

的；

e） 对现有元数据元素的值域施加更多的限制；

f） 扩展的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可定义为实体，并可将扩展的和现有的元数据元素作为其组成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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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内容扩展时，不改变现有元数据元素的名称和定义。

6.2.2 对现有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元素扩展时，不进行以下改变：

a） 将必选项变更为可选项；

b） 将条件选项变更为可选项；

c） 将代码表变更为自由文本；

d） 改变代码表中已有代码。

6.3 扩展方法

6.3.1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内容扩展前，检查本文件规定的元数据内容，确定其不适合应用方面或需

扩展方面，并按照 6.2 规定的扩展规则确定扩展元数据实体和元素。

6.3.2 对每一个扩展的元数据实体和元素，按照与本文件相同的格式定义其名称、约束条件、数据类

型、数据格式和值域等。

6.3.3 当扩展元数据实体或元素在该标准中尚无规定时，则按 6.2 的规定，增加新的元数据实体和元

素。

7 元数据获取、管理与发布

7.1 元数据获取与管理

7.1.1 校长职级管理应用数据在获取、管理、更新、共享与服务时，采集和更新相应的元数据。

7.1.2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宜通过建立元数据管理系统来进行管理和维护。

7.1.3 元数据管理系统具备以下功能：

a） 元数据录入、修改、增加、删除和合并；

b） 元数据库创建；

c） 元数据的更新和维护；

d） 元数据导入、导出及格式转换；

e） 元数据浏览、查询、检索和统计；

f） 元数据质量检查；

g） 元数据备份和元数据版本控制管理；

h） 元数据发布支持。

7.2 元数据发布

7.2.1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宜通过建立包括元数据的信息发布系统来提供应用服务。

7.2.2 校长职级管理元数据发布系统符合下列规定：

a） 具备关键词、责任部门、系统名称、专题类型、数据集系列以及用户自行定制等查询方式；

b） 宜能对所描述的校长职级信息数据进行概略预览；

c） 可针对不同用户需求提供相应的元数据发布服务；

d） 系统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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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基础数据类

A.1 人员状态

表 A.1 规定了人员状态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1 人员状态

代码 描述

110 在职

120 试用期

130 长期病休

202 调离深圳市属机关

203 辞职

204 辞退

205 开除

206 离休

207 退休

208 离岗退养

209 死亡

210 留学上学

211 自动离职

250 事业单位其他人员出口

299 其他不在职

300 保留工资关系

400 调出本市事业单位

212 退职

399 暂缓聘用

A.2 人员类别

表 A.2 规定了人员类别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2 人员类别

代码 描述

01 机关人员

0101 公务员(含试用期)

0102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含试用期)

0103 聘任制公务员(含试用期)

0104 机关中使用行政类编制的其他人员

0105 机关中使用事业编制的人员

0106 机关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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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人员类别（续）

代码 描述

010601 机关高级雇员

010602 机关专业技术类普通雇员

010603 机关老干服务类普通雇员

010604 机关辅助管理类普通雇员

010605 机关工勤类普通雇员

0107 老工勤人员

02 事业单位人员

0201 职员

0202 老工勤人员

0203 临聘人员

0204 事业单位雇员

020401 事业单位高级雇员

020402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类普通雇员

020403 事业单位老干服务类普通雇员

020404 事业单位辅助管理类普通雇员

020405 事业单位工勤类普通雇员

03 企业人员类

0301 国有企业人员

0302 其他企业人员

04 现役军人

05 学生

06 自由职业者

07 个体经营者

08 无业人员

99 其他

A.3 职务类别

表 A.3 规定了职务类别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3 职务类别

代码 描述

010 党内职务

020 行政职务

030 其他党派职务

040 社会团体职务

A.4 职务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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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规定了职务层次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4 职务层次(级别)

代码 描述

010 行政管理类公职人员职务层次

010041 正厅级

010051 副厅级

010040 正局级（深圳）

010050 副局级（深圳）

010060 正处级

010070 副处级

010080 正科级

010090 副科级

010100 科员

010110 办事员

010120 未定级

012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层次

012010 专业技术一级

012020 专业技术二级

012030 专业技术三级

012040 专业技术四级

012050 专业技术五级

012060 专业技术六级

012070 专业技术七级

012080 专业技术八级

012090 专业技术九级

012100 专业技术十级

012110 专业技术十一级

012120 专业技术十二级

012130 专业技术十三级

012140 专业技术十四级

012150 专业技术十五级

012160 专业技术十六级

012170 专业技术十七级

012180 专业技术十八级

012190 专业技术十九级

012200 专业技术二十级

012300 未定级

030 专业技术类职员雇员职务级别

030020 正高级(教授级)

030030 副高级(副教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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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职务层次(级别)（续）

代码 描述

030040 中级(讲师级)

030060 助理级(助教级)

030070 员级(教员级)

030080 无职级

100 技术工人岗位级别

100010 高级技师

100020 技师

100030 高级技术工人

100040 中级技术工人

100050 初级技术工人

100060 普通工人

100070 无职级

110 其他信息

110010 未定级

A.5 教育类别

表 A.5 规定了教育类别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5 教育类别

代码 描述

1 全日制教育

2 在职教育

A.6 学历

表 A.6 规定了学历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6 学历

代码 描述

10 博士研究生

11 硕士研究生

12 研究生班

1 研究生

2 大学本科

3 大专

4 中等专科

5 职业高中

6 技工学校

7 普通高中

8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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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学历（续）

代码 描述

9 小学

99 其他

9901 大普

A.7 学习形式

表 A.7 规定了学习形式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7 学习形式

代码 描述

1 正规高等院校

2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3 夜大学

4 职工大学

5 电视大学

6 业余大学

7 函授

8 研修班

9 高等学校进修

10 培训

11 其它

A.8 参加考核不定等次原因

表 A.8 规定了参加考核不定等次原因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8 参加考核不定等次原因

代码 描述

1 新录(聘)用的人员在试用期间，对起其进行考核，但在年度考核时只写评语，不定等次

2 接受立案审查尚未结案的公务员，只进行年度考核，暂不写评语，不定等次，待问题考查清楚后再行确定

3 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公务员，对其进行考核，但在受处分期间只写评语，不定等次

9 其他

A.9 与本人的关系

表 A.9 规定了与本人的关系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9 与本人的关系

代码 描述

0 本人或户主

01 本人

02 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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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与本人的关系（续）

代码 描述

03 小集体户主

1 配偶

11 夫

12 妻

2 子

21 独生子

22 长子

23 次子

24 三子

25 四子

26 五子

27 养子或继子

28 女婿

29 其他儿子

3 女

31 独生女

32 长女

33 二女

34 三女

35 四女

36 五女

37 养女

38 儿媳

39 其他女儿

4 孙子孙女

41 孙子

42 孙女

43 外孙子

44 外孙女

45 孙(外孙)媳妇

46 孙(外孙)女婿

47 曾孙(外孙)子

48 曾孙(外孙)女

49 其他孙子孙女

5 父母

51 父亲

52 母亲

53 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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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与本人的关系（续）

代码 描述

54 婆婆

55 岳父

56 岳母

57 继父或养父

58 继母或养母

6 祖父母

61 祖父

62 祖母

63 外祖父

64 外祖母

65 配偶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66 曾祖父

67 曾祖母

68 配偶的曾祖父母

69 其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关系

7 兄弟姐妹

71 兄

72 嫂

73 弟

74 弟媳

75 姐姐

76 姐夫

77 妹妹

78 妹夫

79 其他兄弟姐妹

8 其他亲属(1)

81 伯父

82 伯母

83 叔父

84 婶母

85 舅父

86 舅母

87 姨父

88 姨母

89 姑父

9 其他亲属(2)

90 姑母

91 堂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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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与本人的关系（续）

代码 描述

92 表兄妹

93 侄子

94 侄女

95 外甥

96 外甥女

97 其他亲属

98 保姆

99 非亲属

A.10 取得途径

表 A.10 规定了证书取得途径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10 取得途径

代码 描述

010 评审

020 省外证书流动审核

030 初次认定

040 考试

090 其他

A.11 岗位名称

表 A.11 规定了岗位名称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11 岗位名称

代码 描述

010 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020 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030 中级专业技术岗位

040 助理级专业技术岗位

050 员级专业技术岗位

060 部级正职岗位

070 部级副职岗位

080 局级正职岗位

090 局级副职岗位

100 处级正职岗位

110 处级副职岗位

120 科级正职岗位

130 科级副职岗位

140 科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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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岗位名称（续）

代码 描述

150 办事员岗位

160 高级技师岗位

170 技师岗位

180 高级工岗位

190 中级工岗位

200 初级工岗位

210 普通工岗位

A.12 单位性质

表 A.12 规定了单位性质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12 单位性质

代码 描述

101 行政机关

102 行政事务

103 事业单位

104 行政管理类事业单位

105 行政执法

106 群团机关

107 参公管理类群团机关

A.13 任职状态

表 A.13 规定了任职状态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13 任职状态

代码 描述

001 在任(聘)

002 不在任(聘)

A.14 技术工人技术等级

表 A.14 规定了技术工人技术等级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14 技术工人技术等级

代码 描述

201 高级技师

202 技师

203 高级工

204 中级工

205 初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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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4 技术工人技术等级（续）

代码 描述

501 正高级

502 副高级

503 中级

504 助理级

505 员级

510 中小学教师试用期

512 中学高级教师

513 中学一级、小学高级

514 中学二级、小学一级

515 中学三级、小学二级

516 小学三级

520 护士见习期

521 主任护师

522 副主任护师

523 主管护师

524 护师

525 护士

530 地质、测绘野外工程技术人员试用期

531 高级工程师

532 工程师

533 助理工程师

534 技术员

540 船员试用期

541 船长

542 轮机长

543 大副、大管轮

544 二副、二管轮

545 三副、三管轮

601 高级技师

602 技师

603 高级工

604 中级工

605 初级工

701 普通工人

401 正部级

402 正市(副部)级

403 副市级

404 正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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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4 技术工人技术等级（续）

代码 描述

405 副局级

406 正处级

407 副处级

408 正科级

409 副科级

410 科员级

411 办事员级

A.15 高层次人才类型

表 A.15 规定了高层次人才类型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15 高层次人才类型

代码 描述

1 杰出人才

2 国家级领军人才

3 地方级领军人才

4 后备级领军人才

5 鹏城杰出奖人才

9 其它

A.16 常设岗位大类

表 A.16 规定了常设岗位大类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16 常设岗位大类

代码 描述

1 管理类

2 专业技术类

3 工勤技能类

A.17 岗位级别

表 A.17 规定了岗位级别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17 岗位级别

代码 描述

A1 常设岗位

A1010 管理类

A1010010 一级

A1010020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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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7 岗位级别（续）

代码 描述

A1010041 三级（厅）

A1010040 三级

A1010051 四级（厅）

A1010050 四级

A1010060 五级

A1010070 六级

A1010080 七级

A1010090 八级

A1010100 九级

A1010110 十级

A1020 专业技术类

A1020010 高级

A1020010010 正高级

A1020010010010 一级

A1020010010020 二级

A1020010010030 三级

A1020010010040 四级

A1020010020 副高级

A1020010020010 五级

A1020010020020 六级

A1020010020030 七级

A1020020 中级

A1020020010 八级

A1020020020 九级

A1020020030 十级

A1020030 初级

A1020030010 十一级

A1020030020 十二级

A1020030030 十三级

A1030 工勤技能类

A1030010 技工

A1030010010 一级

A1030010020 二级

A1030010030 三级

A1030010040 四级

A1030010050 五级

A1030020 普工

B2 非常设岗位

B2010 技术技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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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7 岗位级别（续）

代码 描述

B2010010 一级

B2010020 二级

B2010030 三级

B2010040 四级

B2010050 五级

B2010060 六级

B2010070 七级

B2010080 八级

B2010090 九级

B2010100 十级

B2010110 十一级

B2010120 十二级

B2010130 十三级

B2010140 十四级

B2010150 十五级

B2010160 十六级

B2010170 十七级

B2010180 十八级

B2010190 十九级

B2010200 二十级

B2010000 不定等级

B2020 综合服务类

B2020010 一级

B2020020 二级

B2020030 三级

B2020040 四级

B2020050 五级

B2020060 六级

B2020070 七级

B2020080 八级

B2020090 九级

B2020100 十级

B2020110 十一级

B2020120 十二级

B2020130 十三级

B2020140 十四级

B2020150 十五级

B2020160 十六级

B2020170 十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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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7 岗位级别（续）

代码 描述

B2020180 十八级

B2020190 十九级

B2020200 二十级

B2020000 不定等级

C3 特设岗位

C3010 管理类

C3010010 一级

C3010020 二级

C3010040 三级

C3010050 四级

C3010060 五级

C3010070 六级

C3010080 七级

C3010090 八级

C3010100 九级

C3010110 十级

C3020 专业技术类

C3020010 高级

C3020010010 正高级

C3020010010010 一级

C3020010010020 二级

C3020010010030 三级

C3020010010040 四级

C3020010020 副高级

C3020010020010 五级

C3020010020020 六级

C3020010020030 七级

C3020020 中级

C3020020010 八级

C3020020020 九级

C3020020030 十级

C3020030 初级

C3020030010 十一级

C3020030020 十二级

C3020030030 十三级

C3030 工勤技能类

C3030010 技工

C3030010010 一级

C3030010020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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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7 岗位级别（续）

代码 描述

C3030010030 三级

C3030010040 四级

C3030010050 五级

C3030020 普工

A.18 进入本单位方式

表 A.18 规定了进入本单位方式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18 进入本单位方式

代码 描述

1 2002 年底之前由单位自主聘用

2 公开招考

3 选聘

4 定向(仅适用于机构改革人员过渡)

5 直接聘用

51 本市公务员交流至事业单位

52 市外公务员交流至本市事业单位

53 从本市事业单位调入

54 接收高层次人才

55 安置高层次人才配偶

56 安置军转干部随调配偶

57 安置军转干部

58 安置退役运动员

59 聘用上级任命的单位领导

6 整建制转入

50 本市机关老工勤交流至事业单位

13 人员分流安置

14 聘用随军家属

15 考察聘用

501 按干部任免管理权限任免

502 符合其他有关政策规定

99 其他

A.19 编制类型

表 A.19 规定了编制类型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19 编制类型

代码 描述

1 行政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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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9 编制类型（续）

代码 描述

2 地税专项编制

3 基层工商行政编制

4 基层质监行政编制

5 基层药监行政编制

6 公安专项编制

7 检察院专项编制

8 法院专项编制

9 司法行政专项编制

10 劳教专项编制

11 监狱专项编制

12 森林公安专项编制

13 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14 事业编制编制

15 高级雇员编制

16 专业技术雇员编制

17 辅助管理雇员编制

18 工勤雇员编制

A.20 校长职级

表 A.20 规定了校长职级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20 校长职级

代码 描述

250010 特级正校长

250020 一级正校长

250030 二级正校长

250040 三级正校长

250050 四级正校长

250060 一级副校长

250070 二级副校长

250080 三级副校长

250090 四级副校长

A.21 奖励类别

表 A.21 规定了奖励类别中的代码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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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1 奖励类别

代码 描述

10 行政奖励

10010 授予荣誉称号

10020 记一等功

10030 记二等功

10040 记三等功

10050 嘉奖

10060 通报表扬

10070 其它奖励

20 党(团)内奖励

20010 授予荣誉称号

20020 通报表扬

20030 其它奖励

30 文化艺术类奖励

40 军队奖励

40010 授予荣誉称号

40020 记一等功

40030 记二等功

40040 记三等功

40050 嘉奖

40060 其它奖励

90 其它奖励

A.22 授予荣誉称号级别

表 A.22 规定了授予荣誉称号级别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22 授予荣誉称号级别

代码 描述

0 国家级荣誉称号

1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荣誉称号

2 部(委)级荣誉称号

3 地（市，厅，局）级荣誉称号

4 区（县，局）级荣誉称号

5 系统内部荣誉称号

6 基层企事业单位荣誉称号

7 国外授予的荣誉称号

9 其他

A.23 奖励原因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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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3 规定了奖励原因类别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23 奖励原因类别

代码 描述

1 奖励原因

11 忠于职守，积极工作，成绩显著

12 遵守纪律，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模范作用突出

13 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14 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

15 爱护公共财产，节约国家资材有突出贡献

16 防止或者消除事故有功，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免受或者减少损失

17 在抢险，救灾等特定环境中奋不顾身，做出贡献

18 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有功绩

19 在对外交往中为国家争得荣誉和利益

1Z 有其他突出功绩

A.24 处分名称

表 A.24 规定了处分名称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24 处分名称

代码 描述

11 停职审查

1 行政处分

10 警告

12 记过

13 记大过

14 降级

17 撤职

19 开除

2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

21 警告

22 记过

23 记大过

24 降级

25 撤职

26 开除

27 降低岗位等级

3 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

31 警告

32 严重警告

33 撤销党内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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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4 处分名称（续）

代码 描述

34 留党察看

35 开除党籍

4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纪律处分

40 警告

41 严重警告

47 撤销团内职务

48 留团察看

49 开除团籍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纪律处分

51 警告

52 严重警告

53 记过

54 记大过

55 降一级

56 降二级

57 降职

58 撤职

59 开除军籍

6 企业职工纪律处分

61 警告

62 记过

63 记大过

64 降一级

65 降二级

66 撤职

67 留用察看

68 开除

7 刑事处分

71 收容审查

72 拘留

73 羁押

74 缓刑

75 拘役

76 劳动教养

77 收容教育

A.25 处分原因

表 A.25 规定了处分原因中的代码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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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5 处分原因

代码 描述

1 公务员处分原因

21 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22 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组织或者罢工

23 玩忽职守，贻误工作

24 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25 压制批评，打击报复

26 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

27 贪污，行贿，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28 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资财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29 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

2A 在对外交往中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2B 参与或者支持色情，吸毒，赌博，迷信等活动

2C 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

2D 从事或者参加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职职务

2E 矿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

2F 违反纪律的其他行为

2 其他处分原因

101 组织，参加反对党的理论，政策等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102 组织，领导会道们或者邪教组织

103 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

104 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

105 违反干部选拔人用规定

106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

107 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

108 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109 矿工或者因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

110 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

111 非法占有非本人经营的国家，集体和个人财物

112 占有公物归个人使用

113 接受礼品馈赠不登记交公

114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115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

116 贪污贿赂行为

117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118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119 向他人行贿

120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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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5 处分原因（续）

代码 描述

121 进行走私

122 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

123 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

124 不履行法定纳税义务

125 虚开，伪造，非法出售，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

126 违反财经纪律行为

127 隐瞒，截留，坐支应当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

128 骗取国家财政拨款，退税款或者补贴

129 不按规定核拨国家财政经费，资金

130 个人借用公款超过 6个月不还

131 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

199 其他

A.26 处分原因类别

表 A.26 规定了处分原因类别中的代码和描述。

表 A.26 处分原因类别

代码 描述

10 经济问题

20 政治问题

30 道德品质问题

40 工作失职问题

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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