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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上海山屿海技资管理有限公司

~~，"""阴 山东圣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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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I FESCO Adecc。

噩噩噩噩噩 | 公司网趾:…~14_:Îi4í{.It!t.lûl 单位刷地址:黄浦区中山南路1'I'1号姆大厦瞅 ' 

FESCO Adecco (外企德科)是中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最具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的 FESCO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与全球人力资源服务行业领航者 Adecco(德科集团)成立的一家中外合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FESCO Adecco 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大的专业化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提供商，成为客户最值得信赖的人力资源合作伙伴。为客户
打开通向国际市场及创新型人力资源服务模式的大门，推动中国乃至全球的人力资源外包产业的健康发展

噩噩噩噩

1 、 Trade Sales Manager Location: Shanghai 

• Job Description 
1.Presen↑。ndpi↑ch trade solutions to existing and prospective clients 
2.Develop marketing strategy to focus on: 
Beneficiary marketing. cap•uring export negotiation. confirmation and discounting. including opera• ing account 
lor the bank. 
- increase trade utilization 
-work with the branches (GMs/RMs) to leverage on existing relationships to position •rade solu• ions and reach out 
to new customers. 
3.dentify new leads through beneficiary marketing. 
4.Review clients' transactions to ensure that the trade facilities gran•ed are well utilized. 
5.Prepare clienl calling plans 10 dimension Ihe wallel size and oppo付unilies.

6.Eslablish and maintain exisling and prospective clienl relationships. 
7.Follow up on new leads and referrals resul•ing from field activity. 
8.Respond 10 requesl for proposal and presenlations. 
9.Coordinale with inlernal resources to ensure clienl' s requiremen•s are addressed or mel to close a sales deal. 
1 O.Develop and mainlain sales / marketing malerialsαnd curren• product knowledge. 

FESCO Adecco I 北京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1 .Review product and pricing conditions to ensure overall profitability for the business. 
12.0rganize marke•ing campaigns. trade workshops and roadshows to customers to create and build brand 
awareness and product recogni•ion. 
13.Keep abreast of competitor banks' trade offerings and provide updates to business head. 
14.Review SLA and pricing templates. understand the market trends and development and work with Operations 
and Product Management Team in Singapore to address product gaps and to implement required product 
features. 
• Qualifica tions & Skills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rade sales working with local corporates and MNCs especially in China. 
2.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regulations and trade products. 
3.Ability to structure Irade solutions to meet customers' requirements. 
4.Dedicated. self driven. independent and highly motivated. 
5.Strong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with good spoken English and Mandarin. 
6.Good writing skills . 
7.Strong business acu付len and be able •o deliver targe•s. 
8. Good team player with the ability to establish strong rapport with clien•s. 

2、 Technicallmplementation Manager - Associate Location: Shanghai 

• Job Description 

Department Summary: 
To differentia•e our end-to-end client service from the co付lpe↑itors by providing seamless implemen•G• ion and 
value added service experience to our clients. To help growing and defending our revenue from the existing clients 
by developing excellent relationships with clients through proactive services and efficient clie时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Technicallmplemen• ation Manage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nd-to-end Technicallmplementation of Treasury 
Services Electronic Banking clients in Asia - encompassing deployme时. training. consul•ing. sales and 
implementation in Internet Banking and Hosl • o Hos• solution across 18 countries in 4 major languages 

Position Summary: 
This role will have core responsibility for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Manager in the defined business hours. 
languages and locations. The role has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covering pre-sales activities and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This position is also required to maintain close alignment and partnership with Customer Service. 
Sales and Implementation •eams to ensure an integrated and effective service model. 

• Key Accountabilities/Major Responsibilities: 
l .Transform Ihe Clienl Experience. 
2.As parl of Technicall门lplemenlation ↑eam. supporl client base as defined by •he coverage and support model in 
•he defined geographical area. 
3.Provide lechnical implemenlalion for all Treasury Services e-Banking products including Internel Banking and Host 
to Host platform. 
4.Work closely wilh Funclional team leaders to ensure key melrics and service levels are met in a timely and 
accurate manner to deliver best in class services and lulfillmenls 10 clients. 
5.Work closely wilh sales parlners in providing Ebanking demonstralion in de•ails and participalion in RFP 10 
maximize deal-won oppo付unily
6.Differentiale from compelilors by providing the full range of end-Io-end value added lechnical services. including 
scoping. producl deploymen• and client Iraining. 
7.Enhance and slreng•hen clien• relalionship through providing proac•ive services. remole and onsile visit aclivities. 
Slrenglhen Risk and Conlrol Environ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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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ngthen Risk and Control Environment 
1.Ensur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re updated. And team members are adhering to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in 
carrying out day-to-day adivities to mitigate operational risks. 
2.Act as the channel for incident escalation and notification process for tea付1 付le付lbers. Handle complex 
escalations and sensitive issues. 
3.Adively participate in resolution of operational, technologγand/or product servicing issues of a sensitive, high risk 
and complain nature for clients. 
4.Emure daily operation are adhered 10 JPM' 5 guidelines and regulations. 
S.Work closely wlth manager fo carry ouf continual and periodic self audit exercises. 

• Qualifìcations & Skills 

I.Technical qualilication with minimum 2 years of technical and business experience in banking Industry. 
2. Experience wi•h cashmanαgeme时， including paymenls processing and clearing systems would be an advantage 
3.Excellent customer handling coupled with strong interpersonal skills with good command 01 Mandarin and English, 

plus Cantonese will be an advanlage. 
4.Regional experience in managing clients and working with business partners w ith diverse background and 
culture 
5.Superior time management, analytic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6.Strong linancial systems integration experience wlth clienl systems. 
7.Superior analytical skills wilh proven experience and skills in dlagnosing problems. 

3、 Client Service Manager ~ Associate locatlon: Shanghai 

• Job Description 

The Wholesale Client On-Boarding (WCOB) team is a global team with locations in major locations such as New 
York, Delaware, London, Bournemouth,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The team fundions in close partnership wlth 
Sales, Operalions, Credit, Legal and Compliance to ensure efficienl and timely on-boarding 10 the infrastrudure. 
WCOB plays a crifical role in introducing new clients 10 our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ensuring lull due diligence is done 
with respect 10 new and existing relationships. This team is responsible lor fhe enlorcemenl 01 conlrols associated 
wilh Know Your Client (KYC) αnd Anti Money Laundering (AML) regulatory requiremen•s. 
The Client On-boarding Specialist is accounlable lor successlully on-board ing new clients for the Corporate & 
Investment Bank in a high quality and timely manner. The Specialist is required to oversee the on-boarding of 0 
client through a complex internal inlrastrudure, and applications 

• Responsibilities: 
I .Manage the client on-boαrding (including KYC) process 
2.Reviews KYC records submitted by KYC Analyst for accuracy / completeness / compliance with AML Local and 
Corporate Due Diligence requiremen怡，

3.ldentifies and communicales outstanding requirements or potential issues to KYC Analysl in 0 timely manner. 
4.Review and validate documents suppo忖ing evidence to the KYC record in the system. 
5.Liaises with Quality Assurance and Compliance during the Onboarding process. 
6.Provide guidance and oversight to Onboarding fea阿lwi↑h resped to policies, priorities and procedures. 
7.Liaise with team leads within country and region to facilita•e knowledge sharing. 
8.ldentify and execute process improvements and provide support on key process and technology initiatives. 

• Qualifications & Skills 
1.Strong AML / KYC experience, with some knowledge 01 China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2.Knowledge 01 linancial indusfry with expertise in multiple lines 01 business and client types preferred. 
3.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ESCO Adecco I 北京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4.Ability fo directly address conflicts and escalafe issues where appropriafe and communicate effectivelγwithall 
levels of management. 
5.Strong sense of accountabili•y and ownership over end 10 end clienl on-boarding process. 
6.Detail-oriented with strong controls mindset and time management skills. 
7.Self-starter, ability to mul•itask and work effectively under pressure and stress. 
8.B.A. Degree or equivalenf. 
9.Minimum 3-5 years' experience in flnancial services operations or compliance, Invesfment Banking, clienf service, 
。nd audlt. 

4、投资风控岗

· 工作职责

1.协助建堂和完善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制度;
2 运用投资系统和风险监控系统平台，针对投资及交易过程实施事前、事中和事后监控;
3 对投资组合进行绩效评估和归因分析;
4 对新产品、新业务进行投资风险评估和分析;

· 职位要求
l 金融工程、统计学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有金融和数学复合专业背景、有 fRM 资格优先;
3 具杳扎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和数理统计理论基础，能熟练使用一种或一种以上统计分析工具;
4 在公募基金、专户、期货、信托产品上有凤控相关工作经历;
5.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责任心。

5、 渠道销售

· 工作职责

1 根据公司总体与地区性的销售策略，制定个人的销售执行计划并达成;
2 负责指定范围内代销渠道及其分支机构的开拓、维护与服务工作，包括对渠道负责人的走访，
3 向渠道提供投资建议与市场咨询;
4. 对渠道各类营销推广活动进行支持、渠道工作人员的培训与交流、重要代销客户的维护等等.
5. 做好渠道客户经理访问及接待记录、会后客户经理踉踪工作，建立并完善客户经理数据库，
6. 协助上级主管制定和实施各类工作流程，培训计划;
7. 完成公司与上级主管交办的英他任务.

· 职位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仪表端庄，品德优良，认同基金行业及公司文化价值观;
2.3 年以上销售经验，既往业绩优良，
3. 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及全局观;
4. 有较强的沟通能力与演讲水平，学习能力强.具有良好的销售习惯;
S. 勤奋、自信、进取、企图心强;
6 能够适应经常出差，承受压力能力强。

6、机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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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职责
1.负责上海及周边区域的机构销售业务，配合公司总体机构销售策略和目标，制定和实施所负责区域内机构销售策略计划和策略;
2.负责指定范围内机构客户的开拓、维护与服务工作，包括客户走访、安排公司投研人员路演、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与市场咨询，协
助客户完成交易，举办各类讲座、研讨会和推介活动等:
3.做好客户拜访和接待记录，会后客户跟踪工作，建立并完善客户数据库;
4.协助上级主管制定和实施各类流程、培训计划;
5.完成公司及上级主管交办的其它任务。

· 任职要求

: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
2.1 年以上共同基金、证券市场或其他金融机构相关工作、实习经验;
3.对基金市场各类机构客户的特点有一定了解，有能力针对产品特点选择机构客户并开展营销;
4 具有较强的执行能力，服务意识，热爱本职工作，并能够承受市场与业绩压力;
5.性格开朗，愿意与人沟通;思维清晰，具有良好的语言及书面表达能力;亲合力强，热爱运动，具团队合作精神.

7、高级信托经理

· 工作职责
1.信托项目的开发、业务谈判、项目评估和尽职调查;
2 信托产品的交易结构设计;
3. 项目评估报告和信托文件的编写;
4. 信托项目的过程管理。

· 任职要求

1.专业背景·经济、金融类或法律类专业毕业;
2. 学历:硕士学历及以上;
3. 从业经验:具有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行业工作经验且从业时间在 5 年以上;
4. 能力要求.具有较强的项目开发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专业研究能力，能够独立完成信托项目的开发、信托产品的设计及信托资

金的安排。

8、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 工作职责

1.根据业务发展战略，制定部门信托业务发展规划及具体工作计划;
2 管理团队开展信托业务，完成信托项目的开发、管理工作;
3. 组织推动部门信托产品的研发、创新，及与相关金融结构的合作;
4. 配合上海总部负责人做好其他管理、发展工作。

· 任职要求

1.专业背景.经济、金融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毕业;
2. 具有信托、银行、基金、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相关工作经验且从业年限在 7年以上;
3 具有三年以上类信托业务的团队管理经验.罔业业务部门总助以上、基金子公司总助以上入选优先考虑;
4. 具有较强的项目开发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专业研究能力，能够带领团队完成信托项目的开发、信托产品设计及信托资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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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 工作职责
1.了解客户需求，帮助客户了解和选择我行零售理财业务品种，为其提供我行业务范围内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2. 发展新客户，维护老客户，设计个性化营销服务方案，实现金融产品的销售，落实各项销售指标e

· 任职要求

1.年龄: 35周岁以下(含)
2.具有3年以上金融从业经历，其中财富管理工作经历不少于2年;
3.金黯、经管、营销及相关专业毕业，持有AFP、 CFP者优先;
4.掌握金融理财产品、证券基金等专业知识以及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知识.

10、 业务经理

· 工作职责
1.负责公司租赁业务战略制定，并策划市场营销方案和可行的客户开发措施;
2. 承担公司业务指标，并带领业务团队达成公司既定业绩;
3. 在公司授权下代表公司进行租赁业务谈判和报批签署等工作;
4 与银行、协会等机构积极开展公关等活动，进行市场营销推广，并提升公司知名度;
5. 进行业务团队建设，并与相关部门保持良好沟通合作，
6. 维护公司关键客户关系并积极拓展集团性业务等。

· 任职要求

1.具有管理、投资、金融、财务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八年以上金融业工作经历，五年以上融资租赁行业工作经验;
3. 熟悉融资租赁业务运作和相关金融市场情况，市场拓展、财务分析或综合管理等经验丰富，具有良好的计划、控制、协调等能力;
4. 具有优秀的职业素养和团队精神，责任心强，能承受压力和接受挑战，具有良好的计划、控制、协调力，有较强的谈判技能，具备良
好的沟通能力;

S. 掌握融资租赁等金融相关法律知识，有良好的银行及政府社会资源者.

1 1 、 风控经理

·工作职责

1.负责所属区域融资租赁业务信用审查揭示并提示业务凤险，出具独立信审意见;
2 开展所辖区域违约情况分析，撰写逾期罔户典型案例，对信审政策及关注点调整提出建议;
3. 参与客户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工作，并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价;
4 协助/参与专业课题研究，收集所辖区域的设备的租赁价格信息以及设备施工情况等数据;
S. 协助/参与信息系统开发与完善，优化信用审查功能模块;
6.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学、会计学、法学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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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年以上融资租赁凤险管理、信贷调查工作经验;
3. 接受过财务分析、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公司法等方面的培训JI ，掌握基本的财务、法律、租赁业务市场等知识;
4. 熟练运用 WORD、EXCELPPT 等办公软件;

5 具备出色的沟通协调能力和风险识到能力，具备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具有良好的抗压能力;
6 个性开朗大方、阳光正直.做事认真严谨、细致.抗压性强.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7. 能适应因工作需要而安排的出差.

12、 财务管理(资产负债管理)

· 工作职责
1.负责贵金属业务的资产负债管理;
2. 负责资产负债结构摆布、监测和调整，定期撰写资产负债管理执行情况报告，调控信贷规模并监测j分析，
3. 进一步完善全行资产负债、利率和流动性管理体系.

· 任职要求

l 会计、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2 全臼制大学本料及以上学历;
3. 五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13、 电商管理(营销宣传方向)

· 工作职责
1.负责组织编制网络营销制度，制定网络营销工作方案;
2. 负责网络业务推广和市场开拓工作;
3. 负责本部网络品牌发展战略、品牌建设和市场调研等工作;
4. 负责网站宣传推广方案制定。

· 任职要求

1.营销、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
2.全日常l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14、 交易员

· 工作职责
1.在搜权范围内开展黄金、臼银等贵金属的境内外交易;
2 负责根据市场状况和客户需求，配合研发贵金属创新产品。

· 任职要求

1.经济、 金融、管理、数学、 理学等相关专业;
2金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3.三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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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融资业务

·工作职责
1.负责黄金租赁等各类责金属融资业务市场营销方案的制定、落实和管理;
2. 牵头负责全行重点融资客户营销推进工作 i 指导分行开展贵金属融资营销;
3. 负责对公融资产品的调研，提出新产品开发意见。

· 任职要求

1.营销、经济、金融等专业;
2.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16、 融资业务

· 工作职责
1.负责市场调研与分析;
2. 负责本行贵金属产品的统计分析;
3. 负责资金属产品(包括包装盒、证书、仿真品等)的研发、优化工作;
4. 负责产品开发的项目立项、运作等项目管理工作。

· 任职要求

1.产品设计等相关专业;
2.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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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作为亚洲领先的整体招聘解决方案提供商，成立于 1996 年，在大中华地区拥有 40 个分支机构.
超过 1500 名专业招聘顾问。在过去的一年中，科锐国际成功为企业推荐的长期雇员及派遣雇员总数超过 2 万人，中高级管理人才
及专业技术人才超过 16000 名。与超过 1500 家著名跨国及中资企业长期合作。其中 70% 为外资、 25% 为快速成长民营、 5% 为国
有。

• 

BRecruit 
~ ()C"_"of~"，lt相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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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微博

BRecrui↑(英智)是一个招聘服务提供方，是世界第四大人力资源服务商(据 2014 年最新排名)Recruit Holdings Co. Ltd气简
称 Recrui↑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在全球， BRecruit 与集团 50 多个办公点协同合作，其中 27 个办公室覆盖亚洲范围内主要城市;
在中国， BRecruit 覆盖中国 9 个主要城市。我们遍布世界各地的顾问以团队模式运作，擅于运用强大的全球人际网络为客户提供
人力资源定制化服务.

自成立以来，BRecrui↑已为超过 820 家知名企业提供服务，其中 65% 是跨国企业，35% 为国内大中型企业。

噩噩噩噩噩

1 、 某知各地产招聘国际业务交易结算经理 (1 人) 行业商业地产工作地点:上海

· 工作职责

1.负责国际地产业务日常费用及时准确的结算，包括收入、支付的对账及票据管理等;
2. 负责结算的异常处理，并定期总结反馈出商务合同存在问题、系统问题、运营问题等，梳理优化流程，提出解决方案并跟进方案实
施;
3. 根据前端房地产业务的发展提出结算产品方案，并管理国际业务结算产品的落地实施;
4. 对成本收益、账期情况、结算异常等数据或现象进行汇总分析，从而对业务发展提出改进建议;
5. 负责集团财务部的相关外汇交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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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l.本科以上.5 年以上国际业务交易与结算方面的经验 :
2 有地产领域国际业务经验者优先、业务理解与分析能力强;
3. 熟悉跨境业务政策，熟悉国际结算方式;

BRecruit 

4. 工作积极主动，责任心强，有团队精神，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能承担较大的压力;
5. 能够用英语顺畅进行读写和交流(必需).

2、某上市地产集团招聘核算高级经理 (2 人) 行业上市地产工作地点:上海

· 工作职责

l根据上市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结合集团商业模式要求，提出上市公司的核算管理思路，并通过制度加以落实;
2. 织编写和修订上市公司的财务核算管理制度(含财务报表体系、统-会计科目、会t十政策、账务处理规则等);
3. 和完善资产管理、成本核算管理、销售统计管理制度，统一财务系统的工作流程;
4. 建设和{前7成本核算系统，及时反映上市公司的目标成本执行情况和成本超标情况.推进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
5. 销售统计工作，定期反馈上市公司的业务销售和资金回笼情况，为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并推进销售统计系统的建设;
6. 财务核算工作 z组织内部和外部对帐工作，不定期对往来款项进行检查;
7、上市公司下属的各事业部及产业集团的编制年度财务预算，并审核、汇总、分析、报告;
8. 合年度下这经营指标.每月定时收集各地区报表，编制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并分析下属各公司经营状况，为上市公司经营班子提出财
务管理意见;

9. 财务业务需要对上司公司下属各公司的财务业务操作提供指导、培训11.

· 任职要求

l 统计、财务、会计类本科或以上学历;
2. 八年以上房地产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经验，四年以上国内上市公司核算工作经验;
3. 熟悉国内上市公司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上市房地产企业会计核算办法、法规及政策;
4. 职业资格:会计师或注册会计师.

3、某上市地产集团招聘融资高级经理/经理 汇报对象!副总裁工作地点上海

· 工作职责

1.材料准备: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结合公司资产及项目情况，按照融资政策准备所需材料.包括数据信息收集、提炼、沟通、优化等，确保
材料通过融资机构审核，获得最优融资条件;

2. 政策研究:充分了解各大银行的业务品种及融资政策.通过比对研究，提出最佳融资方案供管理层决策;
3. 渠道管理:银行、股票增发、PE基金、证券、股权、信托等融资渠道拓展.与各投资机构维护良好的合作关系;
4. 流程控制:对融资及资金使用全过程进行控制，及时、高效地满足项目开发资金需求。

· 任职要求
1.具备房地产项目开发全过程财务管理经验;
2. 具备商业地产项目开发及业态运营融资、财务管理相关经验;
3. 熟悉银行业务品种与融资政策，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4. 主动积极，眼里有活，能提前筹划融资相关工作，计划性好，执行力强(今日事今日毕) .工作有条理(工作文档管理有序).谦虚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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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某上市商业地产集团招聘证券事务管理经理(1 人) 行业:商业地产工作地点上海

· 工作职责

1.负责集团和相关当事人与证券交易所及其他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和联络;
2. 负责集团的股票短交易(管理的账户市值根据业绩水平而定).严格按照即定的交易策略执行，止盈止损果断，每天收盘后更新市场
信息，关注公司重要公告，做好日内的盘前盘后功课如实记录当天交易记录，反馈市场信息，提出合理化操作建议，盘后迸什汇总与复盘

3. 根据资本市场可胡、竞争对手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制定适合公司的工作策略，并协助公司执行投资者关系管理项目计划;监测竞争对
手的相关信息(通过外部沟通、媒体以及研究报告).每个季度撰写分析报告，并对后期工作提供有效建议等;

4 协助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了解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协议中关
于其法律责任的内容，对证券股票市场交易做出预期判断，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5 协调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接待投资者来访，回答投资者咨询，向投资者提供公司披露的资料，并向管理层转达投资者的信息.

·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法律、工商管理、金融或相关专业;
2.5 年以上工作经验，有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经验者优先，
3. 具备对证券市场的整体把握能力.具备良好的资金投资风险控制能力 s熟悉掌握股票的买进、抛出等专业技能，具敏锐市场嗅觉，
能根据市场导向以及国内、国际局势的走向，学会发现趋势，判断趋势，并且根据趋势进行顺势操作;

4. 熟悉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熟悉上市公司运作规则，具备良好
的文字功底，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具备敬业精神与责
任感，工作细致，作风严谨，原则性强;

5. 有证券资格证、董秘资格证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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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resario 英飞集团是一家英资的全球百强人才顾问企业，在 2013 年的营业额这到了 20 亿人民币。作为一家从事专业人
才招聘和顾问的跨国公司，不论是地理区域上还是行业划分上，都做到了多样化的细分和平衡，总体来说，公司更专注于那些高速
成长的市场领域，我们遵从多品牌发展路线，至今已经在 19 个国家开设了 100 多个办公室.拥有 20 个品牌的服务机构。我们集团
在全球范围 6 个主要的行业开展高级人才顾问服务。我们的目标是为各行业的客户寻找企业所需要的高级专业人才，这是我们业
务的重心.

Empresario In↑elligenceHR 英飞睿盟人才顾问(上海)有限公司是 Empresaria 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于 2003 年成立.我们专

注于为中国区以下行业提供全方位的人才服务
-化工与医药健康
-消费品，零售与奢侈品
-工业和制造业
-金融和专业服务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

Intelligence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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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Marketing Manager(l 人)

• Job Descript io n 

Customer Acquisition 
I.Monoge SEO ond SEM ogency' s work for 011 officiol sites: optimize the campoigns to ochieve better ROAS. 
2.Plan and execute the display compaigns for official sites. 
3.Partner with marketing team on the promotion plonning and execution. branding digital compaigns ond product 
digital campaigns. 
4.lnitiate other marketing compaigns to drive quality troffic to sites. 
Customer Retention 
1. Work with ecommerce head to develop ecommerce CRM life-cycle plan. 
2.Develop ond execu•e emoil communicotlon plan for all online s•ores: track and onalyze the result: optimize the 
design. copγand dotabase segmentation to ochieve better ROI. 
3.Work close wi th brand morketing team. plon ond execute all sociol / EPR campoigns for 011 online stores, 

especially lor HK and TW sites. 
4.Suppor• ecommerce operotion manoger to onalγze online cross-platlorm sales dota, ond develop and execute 
ecommerce customer re•ention plan. 
5.lnitiate customer researches to better understand customers' needs and improve ecommerce operations 
Buslness Analysls 
1.Collect and onalyze 011 compaigns' performance do•a , and optimize compaign ROI. 
2. Generote online business insight lor ecommerce and brond' s decision making reference. 

• Qua lif ications & Skills 

1 .Deep understanding 01 digital marketing in China 
2.Good analytical ond market research skills. 
3.Proliciencγwith Microsoft Excel, Office and PowerPoint 
4.Good organization capabilitγand strong communication skills. 
5.Fost learn旬， teom player, diligent ond positive working ottitude. 
6.Multi-task and detail-oriented. 
7.Good Chinese copy-writing skills is 0 plus. 
8.Possionote obout sports: pa付icipate in sports at leost weekly bosis. 
9.University degree or obove 
10.5+ years 01 working experience, with minimum 3 yeors' experience 01 digital marketing / ecommerce marketing. 
II.Proficient in English. 

2、 Shanghai Office Manager(l 人)

• Job Description 

1.ln charge 01 Shonghai region sales planning ond execution. 
2.Ensure the target achieved on 0 monthly and yearly basis. 
3.Develop busines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retoil partners, manage the re•ail ond wholesole chonnels to drive the 
compony business in 0 healthy way. 
4.Team management, including discipline. troining, assignments etc., to ensure appropriote techniques and skills 
are developed and consistently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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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mprove brand exposure and visua! merchandising by cooperating with Marketing, Sales Operation etc. 
6.Ensure compliance within company regulations while maintaining high levels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performances. 
7.Use excellenl presentation skills to motivale sales leam and demonslrate 10 customers and wilh our clienls. 
8.Provide repo付ing data/analysis required 10 senior management. 
9.0ther lask assigned. 

• Quαlifications & Skills 
I.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2.AI least 6 years experience in sales & marketing (01 which at leas• 3 years shall be on managerial position) in relail industry. 
3.Relaled sales experience within durable goo出， luxury and cosmetics. 
4.Strong leadership skills. 
5.Excellent presentalion and communicalion skills. 
6.Good business sense. 
7.Good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al skills. 
8.Proactive, open and potient. 
9.Able to work in 0 fost-growing environment and to be self-motivated. 
10.lntegrity. 
II.Good English in spoken and written. 

3、 Key Account Manager(l 人)

• Job Description 
I<ey Areas of Activity: 
I.Strategy developme时， plonning ond implementalion. 
2.Accelerate and lead Key Accounl Sales Growlh and Development. 
3.Talent Developmenl. 
Key Responsibilities in Oetail : 
Strategy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implemenlation 
I.Support stralegy developmenl 10 achieve organization' s objectives. 
2.Develop, communicate and implement short and long-term operational KA plans to deliver objectives, slrategγ 
and capabilily development. 
3.lmplemenl "Dispense Beverage strategy pa付ner" and Key Accoun• Management strategies • hrough Ihe KA teom 
and indirectly through sales and lechnical •eams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direction. supporl and cooching. 
4.Product Manageme时: - Propose and facilitale timelγintroduction of new solulions, product upgrades through 
our engineering / supply chain in China, Europe and US 10 mainlain our compelitive position and drive total solulion 
/ Key accounl slralegy and growth. 
Accelerate and lead Key Account Sales Growth and Oevelopment 
I.Proactive monagemenl 01 and development of Brand relolionships wilh Key Customers. Become key contact 
poinl w计h senior leadership in Ihe accounts across all influential lunctions - general managemenl, sal肘，
marketing, R&D and operational. 
2.Develop an inlimate understanding af our key cuslomer' s business - strategy, KPls and drivers. salutions, 

equipment. training and service needs. 
3.Develop and implemenl lraining and marketing programs 10 lacilitale dispense beverage adoption and success 
Ihrough both Ihe brand-owner and retailer. 
4.Develop new business opportunifies wilhin the key accounls and protect current market posilion. 
5.Plan and execute key account strategies and priority projects 
6.Achieve sales growth and financial targets lor key accounts 
7.Review and refine currenl inlernal processes 10 suppo付 Key accounl and deliver objectives. 
8.Cross departmentalliaison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our global Key Account structure in Ihe areas 01 soles, 

Intelligenc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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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付lanage厅lent， service and operations to ensure that customer needs are mef. 
9.Work with regional Sales team to drive forecasling, sales and regional sales initiatives. 
1 O.Monitor Market trends and adjust plans accordingly. 
Talent development : 
I.Coach and develop direct and indirect repo叫s) for possible succession plannlng and promotion wilhin 2-3 years 
in leadership, commercial and lechnical capacilies. 

. Qυalificatlons & Skills 
l .7yrs+ commercial experience in B to B markets and at leost 3γears in China. 
2.Proven 竹ack record of sales achievements and crilically in developing new business and selling volue-based solutions. 
3.Customer focused with slrong business judgment and experienced in manoging sales teams in China. 
4.Dynamic and motivated decision maker with pro-aclive approach, and who does nol need close monogement. 
Willing 10 be hands-on and involved in all operational aspecls 01 the business. Willing to work in a lean organization. 
5.Good communicator with strong interpersonolαnd cultural skills and significant relatlonship managemenl 
experience at senior levels 
6.Fluenc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xperience working and communicaling wilh inlernalional teams. 
7.Preferably MBA. 

4、 CFO(l 人)

• Job Descrip• ion 
I.Manage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forecasting and planning for all company JV entities in China acting as 0 single 
point 01 contact/consolidation. 
2.Ensure timelγ& accurate consolidations 01 lorecas怡， repo付s， etc. 
3.Working closely with his/her corpora•e finance colleagues in European HQ, and Ihe local linance and IT teams in 
the JV en↑l利时， drive projects Ihat improve process efficiency. Examples include aligning integration projeds and 
work streams relaled 10 SAP FI/CO, IFRS implementalion and rollout, standardizing in•ernal repo叶ing ， suppor•ing 
external repo付ing requlrements and other corporate initiatives. 
4.Monage Budget and Business Plon development 10 suppo付 corporote timing requirements os well os local JV 
Shoreholder meeting cadence. 
5.Suppo付 the CEO in implementing corporote strategy lor Asio and optimizing the local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s. 
6.Develop linance and I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 region 10 ensure local support for JV entities and ability to deploγ 
stondard solutions are balanced. 

• Qualìfications & Skills 
1.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finance/accounting managemenl wilh a strong record of career progression. 
2.Significant experience working in China. 
3.Experience in, IFRS, Chinese GAAP. HGB. 
4.10+ yeors experlence managing people and reputation for being a great people manager. 
5.Experience & results providing linance business pa付nering to Management executives; previous experience as a 
divisional or Business Unit FD an advan•age. 
6.Demonstrated success designing and improving processes. 
7.Strong and independen• thinker and inlluencer. 
8.Strong understanding 01 accounting and compliance requiremen•s. 
9 .Track record 01 showing finance leadership in a last-paced, high-growth environmenl. 
1 O.Ability to build analytical models thal can be driven inlo standard planning tools 
I 1.S•rong initiative ond collaborative work-style 
12.Experience with Microsoft Excel. and Oracle Financials reports and S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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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ccounting Manager(l 人)

• Job Descrip•ion 
I.Ensure tax claim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regulations, reasonable arrangements for tax planning. 
2.Prepare cash flow analyses and monitor company cash position, manage financial planning. 
3.Developme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follow-up and cost control. 
4.Establishαeditcon甘01 process, Wαk adively with accounts receivable collec白on， and reduce business risk of company. 
5.Analyze monthly financial perfor付lance and make internal reports to shareholders conference. 
6.ln chorge of compony' s tox motters ocross 011 branches, supply guidance and related financial procedures to the 
branches 
7.Manoge daily cash liquidity and perfαm short to long term cosh flow forecasting 
8.Be responsible for regular withholding tax, and BT, stomp tax decloration. 
9.Coordinote with tox bureous for all the updated tax rela• ed regul。↑ions and policy. 
IO.Manage consolidation of all occounting and budge• ing repo叶s.
11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standardized treasury management procedure in headquarters. 
12.Manage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怡， balance sheets ond management reports. 
13.Ensure all payment complionce with control policy and procedure. 
14.1nteract with bonks ond the subsidiaries to optimize the group accounts structure. 
15.Arrange surrender of exchange ond payment by applying to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board. 
16.Analyze, compar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 to the monogement on the capex, collection and poyment. 

• Qualifications & Skills 
I .Bachelor' s degree, and 8+ years' experience; familiar with China tax regula•ion, and all the financial and 
occounting management: or equivalent combina•ion of educotion and reloted experience. 
2.Apparel/ footweor ond / or retail bockground preferred. Must be 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be self 
motiva•ed to complete task by set deodlines. Must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communicote with individuols ot 011 
levels of the orgonization. Must have knowledge of a variety of computer software application in word processing, 

spreadsheet, datobase and presentotion software (MSWord, Excel, Outlook) 
3.Fluencγin English is preferred bu• not required. 
4.Ability to colculote figures and amounts such os discounts, average and percentoges. 
5.Ability to define problems, collect data, eslablish facts, and draw valid conclusion. Ability to interpret an extensive 
variety of technical ins•ructions in ma•hematical or diagram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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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edin.com-优秀跨国企业雇主品牌形象展示平台，致力于帮助企业打造优秀雇主品牌形象，用市场营销的理念，包装和打
造企业形象，用精:佳定位方式推广并宣传企业招聘活动，帮助企业找到合适的人选。同时我们也致力于为个人用户提供针对跨国企
业的求职、入职及在职培训，帮助求职者更好、更快的适应跨国企业的要求。

噩噩冒盟国·

1 、 Operational Transaction Services - Senior Manager(l 人)
企业用户 E&Y/ 安永工作城市 Shanghai /上海工作年限: 8 年以上

• Job Description 
Wi•hin EY's Transaction Advisory Services (TAS) practice, our Operotional Transaction Services group provides 0 full 
range of operationally focused services including M&A In•egra• ion, Carve-out. Operational, HR and IT Due 
Diligence, Commercial Due Diligence, Synergy and Doy one reodiness assessment, and operational restructuring. 
Operational Transac•ion Services works with cross-functional teams made up of members of both the acquiring and 
acquired orgonizations. We currently have a coreer oppo竹unity for a Senior Manager to join our Opera•ionol 
Transaction Services teom. 
了AS offers companies professional transaction experience, from the strategic analysis phase of the transaction 
lifecycle, through execution, to transaction integration. We provide clients with a single point of contact, help 
clients determine the right deol to do ond ossist them in doing the deol right. 

• Responsibilities 
1 .Lead client engagement teams executing Operationol Transac• ion Services, focusing on Finance and/or 
Operational and/or HR and/or 汀， which support key decision makers in developing and execu• ing their transaction 
strategy •o secure deal value. 
2.Demons•rate advanced knowledge of all phases and aspects of methodology across in•egrations, carve-outs, 
operational due diligence and other types of transaction engagements. 
3.Responsible for assessing the client's state of readiness wi•h respec• to people, resources, planning, data 
collection and strategγ， identifying high-risk areas, unidentified issues and areas for overall improvement 
4.Lead commercial due diligence projects, including market assessments, competitor studies and opportunity 
assessments. 
5.Demonstrate ability to not only identify risks and issues, but also recommend resolutions. 

. • 



吨!卢4

U@b.cJin . 翼

聚博英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Jobedin 

6.Lead business development acfivities to sell work through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lient relationship 
ne•works 
7.Deliver a high degree of client sa• isfacfion with the engagement process and work producfs sufficient 10 drive 
additional and repeated engagemenls 
8.Successfully supervise. coach. and mentor alllevels of staft. 
9.Provide engagement • eam leadership in fostering an open and inclusive environment and eHectively lead and 
motivate teams wlth diverse skills and backgrounds. 

• Re q u irem ent s 

I.Bachelor's or Mast凹's Degree in accounting. finance. engineering. business, or a rela•ed field; MBA is a plus. 
2.8 years relevant transαctional advisory experience and/or commercial experience and/or consulting experience 
in Big 4. MNC, investment banks. consulting firms or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firms in managing business strategy, 
M&A projects, finance operation, HR or IT areas. 
3.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of CPA or other relevant qualification is preferred but nol essential. 
4.Combination of Industry and Consulting experience is preferred 
5.Experience in re-engineering. turnarounds or business integrations , such as synergy evalu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organiza•lon. operating model developme时. or sales force. finance. HR. supplγchain and IT 
implementation with a demons•rated aptitude for quan•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6.Experience in large-sca怡. post-merger integralion or carve out is preferable but not mandatory. 
7.Experience in leading and managing complex business environmen•s. 
8.Ability 10 develop approaches and synthesize information in complex integralion projects. 
9.Excellent problem solving. project management, facilitation and in•erpersonalskills. 
1 O.Strong written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I.Advance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using Microsoft OHice applications (e.g.. Visio. Access and MS Project) . 

2、 Assistant Manager 
企业用户 Maza陪工作城市 Shanghai /上海工作年限:8年以上

• Jo b descrip t ion 

Your day 10 day role will be to manage a leam responsible lor providing outsourced accounting services 10 a 
por忏。lio of clients. 

• As feam leader γou will be expeded to 

1 .Prepare the accounting reports for use by client' s 付lanagement.
2.Prepar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statutory purposes. 
3.Ensure that the accounting services provided by your team are completed on lime whilst maintaining a high 
standard of quality. 
4.Develop strong client relationships 
5.Motivate, develop and train Ihe accountants within your team. 

• Assist t们e Manager and Diredor to 

l .1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team to perform accounting services within budget. 
2.where there are bUdget overruns, identify the causes and implement solutions. 
3.Support the preparation 01 proposals to prospecfive clients. 
4.lmprove the quality conlrol and internal processes of I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5.You may be required to under•ake the role of your clie时， s Financial Controll凹， providing their Board of Direcfors 
with relevant analysis. value-added and business-oriented comment on their financial resul怡，
6.You will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erform one-off assignments such as eslablishing accounting proces$, 

control procedures or supporting business advisory projec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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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 u irements 

1.9-10 years' work experience with GL. accounling vouchers. accountant slatement and tax 
2.Firm experience is a must 
3.Familiar with 金蝶 .SAP.

3、 Senior E-Commerce Manager 
企业客户 博马努瓦服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Cache-Cache 工作城市:上海工作年限: 5-7 年

• Re sponsibilit ies 

1.lden• ify stra•egic opportunities in China e-commerce. in the fashion/apparel space. Develop s•ralegic roadmap 
to capitalize on market trends and oppor•unities in this space. 
2.0perational management of the group's e-commerce business. over multiple 3rd-party e-commerce channels 
and s•andalone e-commerce sites. Manage bolh in-house team, vendors. and TP's. 
3.Develop business reporting and performance analytics for e-commerce channels. 
4.0versee e-commerce performance marketing. leaφgen. and eCRM. 

• Q ualifications 

1 .Deep understanding 01 omni-channel e-commerce in the China market, particularly in fast lashion apparel. 
2.Understands both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aspecfs 01 running e-com付lerce businesses, both on standalone sites 
and on 3rd-party platforms. Deep understanding 01 the TMALL ecosystem and proven track record in generating 
positive P&L in this channel is a must. Experience in operating successful shops in Amazon, Yihaodian. JinDong, and 
other channels 0 plus 
3.ln-depth e-commerce operations experience: merchandising, eCRM. customer service, fulfillme时， and logistics 
4.Proven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leading in-house e-commerce teams. 
5.Experienced in e-commerce performance marketing - strong grasp of most effective channels for lead gen / 
customer acquisition. 
6.Experience in mair甘aining relationships/connections with market platform representa• ives (e.g., Tmal l. JD. 
Amazon. Flash Sales pla付。rms. etc.) a plus. 
7.Native fluency in Chinese and minimum 5γears of China work experienced required. English a plus. 

4、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Manager 
企业用户 Carrefour 家乐福工作地点:上海工作主历: 3-5年语言要求- 英语(精通)

• M ission 

I .Managing Carrefour China in-store & out store media project. 
2.Planning, managing and executing various online/offline Marke• ing programs (including ever甘. trade shows. 
etc.). 
3.lnternal and cross-funcfional collaboration managemenl: work closely with internal parties to ensure Marketing 
informalion. besl praclices as well as inlernal collaboralions been effectively deployed. 
4.Agency management: identify key agencies and manage daily operationol service relationship to insure 
agency's service level. working efficiency 

• Job Requirem e n t 

1 .Working experience: above 1 year, have relevant experience or experience in adve付ising company is priorily. 
2.Education: Bachelor. 
3.Languages: English 
4.Competency/Skills: PPT/Excel/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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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etrochemicals & Intermediates Purchasing Director 
企业客户 Arkema 中国工作城市上海工作年限 10 年以上

• Managem e nt 

I.REPORT TO THE HEAD OF THE JOINT VENTURE AND INFORM THE ARKEMA PURCHASING TOP MANAGEMENT. 
2.Manage the JV team for strategic petrochemicals key raw materials and Intermediates 
3.Coordinate with the others regions. 
4.0rganize and manage the team meetings. 
5.0rganize mee•ings between the top management of the main actors and Arkema. 
6.Manage the Propylene / Butanol domestic purchases. 

• Busin ess 

I.Define and develop the short / medium / long term strategy. 
2.Strong commercial involment (monthly/quar↑erlγprice， volumes, arbitrage, rebate manageme时 ， etc...). 
3.Meet regularlγthe main actors of the identified key raw materials. 
4.Negotiate & Supervise the main contracts developments. 
5.Create new models of pa叶nership (conso付ium / tolling / ....) 
6.Attend the major petrochemicals conference (APIC / AFPM / EPCA / GPCA...) . 

• Qυalifica↑ions 
I.Availability 
2.Business experience. 
3.Foreign experience/exposure. 
4.Knowhow, Knowledge and Network in Petrochemicals business (including Legal. Logisti口，…).
5.Team management. 
6.Fluent En例如 (oral and written) is a must. 

Jobedin外企招聘罔职位发布(鄙常跚跚值翻}

'号 职位鲁f&l 招聘单位 行业 工作城市 细鹏人"

1 Process awner Arkema 中国 化工 上;帮 1 

2 Quality Engineer Carrefour Global Sourcing 
家乐福全球采购

快销 上海 1 

3 市场部公共经理 Carrefour家乐福 快i肖 上海 1 

4 销售工程师 HORlBA集团 仪锦 上海 1 

E Business Director 销售总监 Micropole China π 上海 1 

工作军限

4-5年

6-10年

3-5年

1-3年

10年以上

查模式

Yimoshi.com I 董模式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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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模式是中国实训教育产业链领导品牌，致力于为各级地方政府打造一站式的创新创业综合体，帮助地方企业提升管理能力、
解决企业用人需求.机构以实训基地化运作为核心战略，目前拥有遍布全国 6 个城市的实训基地，其中，上海西虹桥-中国梦谷实
训基地室内一期面积 2000 多平米，户外实训基地 5000 平米，为目前华东地区最大的一站式实训基地.为多家大型跨区域公司承
托企业内训11、管理培训生、人力资源输出等一站式整合企业实训和人力资源服务。
置模式集团旗下拥有两大核心业务板块，一是帮助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打造一站式创业培训和创业孵化基地，二是承托各类型

企业员工招聘、企业内训等人力资源服务.

EZE噩噩

1、 副总经理 (1 人)

·工作职责

1.主要负责公司产品的市场营销和业务拓展，
2.直接管辖营销部门和销售部门，负责对公司营销和销售设计整体思路和方法，招聘、培训和管理营销团队和销售团队，制定
营销计划，分析市场需求;
3.参与公司重大营销决策，直接向CEO负责;
4.对公司营销和销售情况进行及时总结和分析，每月向CEO汇报.
5.打造公司精英营销团队和销售团队.

· 任职要求

1.硕士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方向;
2.具有一定的市场营销和团队管理实战经验;
3.对人力资源领域和教育培训领域具有一定的认识，热爱并渴望从事相关行业;
4.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并善于激发团队;
5.有较好人脉资源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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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总监 (3 人)

· 工作职责

l负责集团旗下实训基地的开拓和建设工作;
2. 负责并参与和合作伙伴及地方政府的谈判工作;
3. 带领项目团队进行实训基地的建设，包含规划、设计、建设、验收、宣传、开业等工作;
4. 协助 CEO进行分公司的组建工作，包含工商登记、人员招聘与I剖11、岗位分工、业务带领等工作。

· 任职要求

l 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建筑设计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具有一定的项目管理经验，并具有 PMP 项目管理证书;
3. 对创业孵化、创业培训11等领域具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者更佳;
4 熟悉政策，尤其是全国各地创业培训相关的政策，
5. 具有较强的政府公关能力和谈判能力;
6. 具有团队管理经验，善于激发团队.

⑤!喷泉县

Chyjr I 海银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Em&面回 | 公司阴址:…叫lOOOÜl 础地址:上海徐汇区虹桥路 1 号瓶中心-座阳剖时 I

海银财富是一家全国性的财富管理公司。总部位于上海，目前在全国有 20 家分公司，注册资金 5 亿元，是国内首批获得财富管
理牌照的专业机构，并在 2014年 1 月获得公募基金销售牌照。

海银财富长期专注于为高端人群提供专业性、个性化、综合性的财富管理服务。我们凭借富有创新理财服务理念的专业管理团
队，通过对客户财务状况、理财需求、投资偏好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为客户提供资产配置方案和优质理财产品，现已服务
客户万余人。除了主流的信托计划、资管计划、有限合伙等产品，海银财富还提供期限灵活的"财富遇"债权转让系列产品以满足离
净值人群对资产配置的更多需求。

EEE噩噩

1 、 营销部副总经理(6 人) 工作地点:上海或厦门

· 工作职责

1.协助分公司总经理制定团队销售策略并有效执行，管理本部门员工，协助员工达成业绩任务;
2.对团队成员进行专业知识及业务能力的训练和辅导，实行监督考核;
3.了解团队成员日常工作进度情况及服务客户情况，帮助成员挖掘和维护优质客户;
4.激发团队士气，培养良好的团队精神;
5.负责营销团队日常管理工作。

· 任职要求

1.金融、经济或财经院校专业正规本科学历，有证券、保险、基金或理财师等相关资格证书者;
2.具有丰富的金融专业知识，了解投资理财市场的发展，对于该行业有自己的认识与思考;
3.现任银行理财部门主管/经理、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第二万财富管理机构等金融机构部门经理级别以上，并具有 5 年
以上从业经验，2 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4.有一定高端客户资源，有广泛人脉资源者优先，
5. 沟通能力良好，能够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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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销部经理 (10 人) 工作地点:上海或厦门

· 工作职责

1 通过各种渠道开发高端私人客户.并通过对客户的综合理财需求分析，帮助客户制订资产配置方案并提供合理的投资建议;
2.督促本团队有效完成面访量、电话数和沙龙邀约，保证会员数达到分公司要求;
3.每日关注团队成员的动态并对其进行相应指导和针对性的帮助;
4.指导并负责所属理财师达成年度工作指标，安排所属理财师的工作，陪同所属理财师拜访客户，并培训他们的营销技巧，全面提
升理财师多层次技能水平;
5 配合人事部完成优秀理财师入司的推荐工作。

· 任职要求

1 .金融、经济、营销等相关专业正规本科学历;
2 有证券、保险、理财师等资格证书;
3.具有丰富的金融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投资理财市场的发展，对于该行业有自己的认识与思考;
4 现任银行个人理财部客户经理、证券公司经纪人等职位，并具有 3年以上从业经验;
5 .有一定客户资源或销售经验者优先。

3、 高级理财经理 (10 人) 工作地点上海或厦门

· 工作职责

1 通过对高端私人客户的的综合理财需求分析，帮助客户制订资产配置方案并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
2.通过各类渠道，接触并筛选有效客户;
3.通过参与组织的理财沙龙和理财讲座等活动的筹备工作，提升客户转化率;
4.通过持续跟进与服务，为客户不断提供专业的理财咨询与服务。

· 任职要求

1 . 金融、经济或财经院校营销专业本科学历;
2.有证券、保险、理财师等资格证书者优先;
3 具有丰富的金融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投资理财市场的发展，对于该行业有自己的认识与思考;
4.现任银行个人理财部理财经理、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第三为理财机构理财经理等相关职位，并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验;
5.有一定客户资源或销售经验者优先;
6 良好地沟通与理解能力.

⑨ 思!t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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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活博)鸣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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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融资总监

· 工作职责

1.根据公司项目进展，负责设计融资方案的，制定和完成融资计划;
2. 建立、开发和维护公司与国内外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
3. 负责融金成本和收益的测算、融资渠道的评估等工作;

噩噩罩面回·

上海浩博投资有限公司{浩博财富)成立于 2007 年，是以财
富管理、地产投资、股权投资以及小微借款咨询服务等为主要业
务的综合性投资和金融服务企业.由活跃在国内外金融市场领
域的精英团队及行业资深入士组建而成，公司全方位吸纳了信
贷和风控领域的专业人才，研究范围覆盖了资产现状分析、风险
分析、投资组合收益率评估等各个专业环节，能为客户提供独特
和个性化的理财服务.面对未来，浩博以创新的管理理念、全新
的服务模式、杰出的管理团队，为广大客户一如既往的提供专业
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致力于打造安全可靠、高效增值且极具影响
力的金融服务平台。

·四冒冒回国l'IIII'1I1l.!圃&WMi帽栩栩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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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负责对黯资项目的评估，实施尽职调查，提供分析报告，参加商业谈判，进行风险管理;
5. 对已完成的投融资工作负责进行后续监控、分析、评估、管理;
6. 了解相关金融政策及行业政策的变化，并及时出具分析报告，提出应对措施。

· 任职要求

1.经济、金融、法律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 具有财务分析、融资流程等专项业务知识;
4. 具有丰富的融资渠道和业内广泛的人际关系，有成熟的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熟练掌握各种直接、间接融资工具;
5.具备良好的开拓能力，具有较强对外协调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
6. 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操守，有责任心、事业心.

2、市场策划总监

· 工作职责
1.根据公司战略目标及行业发展趋势，制定总体市场渠道策略并监督实施;
2. 研究分析市场状况、跟踪行业发展趋势、竞争对手动态和政府相关法规，关注战略的实施结果和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提出战略
调整建议;

3.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合行业与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落实市场发展策略及计划，不断提升部门市场管理水平;
4. 协同公司营销市场部门，组织部门参与公司所服务客户的市场活动、品牌推广、公关活动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参与战略合作项
目的谈判，维护与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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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1 .本科以上学历，具备丰富的市场运营、策划维广、渠道建设、人员组织的实践经验;
2.较强的企业经营决策能力、统筹策划经营能力、分析研究解决问题能力;

3.具有较强团队组织管理能力，能熟练运用各种激励策略引导团队;
4 具有P2P或相关行业5年经验。

3、 网络运营总监

· 工作职责
1 负责进行公司同站的整体规划及市场推广，搞好网站的运营、运行和维护;
2 分析并把握用户需求，调整各级栏目的建设，负责网站内容及时和更新与完善;
3 负责网站品牌建设以及各种商务合作中的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4.配合销售部门推广产品，拓展新的网络销售渠道，承担部分销售业绩;
5 持续跟进与服务来自网络渠道的客户，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财富管理咨询

·任职要求
1 本科以上学历，五年以上网站相关管理工作经验，金融类网站优先;
2.有丰富的网站运营经验，从事过大型网站的整体运营和品牌建设、推广工作，有团队管理成功经验者优先;
3.熟悉金融、信托业务，具有较好的金融基础理论、财务管理知识、投资理论知识，熟悉行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政策;
4 具有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或金融理财类公司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S 细致、耐心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技巧和组织协调能力，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的精神。

4、项目部总监

· 工作职责

1.收集行业信息，为项目投资提供支持;
2. 寻找股权、债权、项目的投资;
3. 负责对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理财顾问公司等营销渠道的开发与维护;
4. 对投资部人才进行管理.

·任职要求

1.硕士以上学历;
2.3年以上投资负责人经验;
3.能独立主持项目投资金面工作 z 具有对项目独立判断、分析和商务谈判能力;
4.品行端正，思维敏捷，具备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⑧ 在!t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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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控经理

· 工作职责
1 负责拟定营业部凤控管理流程和风险管理制度，设计风险管理岗位的工作指引和动作流程等;
2. 负责建立营业部业务风险管理体系，推进营业部内外风险的全面防范与控制;
3. 熟悉金融市场与相关法律法规及信贷风险防范识别、监控、化解，
4. 贷前，贷中，贷后凤控操作流程和操作标准的制定与完善;
S. 负责部门业务线具体项目的风险审核及凤险控制稽查工作;
6. 完善逾期报表，各城市或者高风险营业部的逾期分析，定期出具公司风险常规管理报告，评估风险状态与程度，分析风险来源和
影响.提供解决方案;

7. 完成总经理交付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 任职要求
1.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
2. 金融、经济、审计、风险管理等相关专业;
3. 熟悉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政策;
4. 数理统计理论基础扎实，熟悉风险管理分析工具，熟悉风
险模型在实务中的应用;
S. 熟悉银行机构信贷审批业务或金融行业凤险控制者优先;
6.能熟练操作日常办公硬件和相关软件;
7.3年以上金融行业风控管理经验;
8.有小额借款，财富管理，舆当行业等罔行业经验者优先，
9 
1阳O.良好的t抗瓦压能力.有积极主动地工作态度;
1 1.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和执行能力。

6、 理财产品设计与研发

· 工作职责
1.参与金融理财产品研究和创新设计;
2. 参与公司创新业务研究，协助完成相关市场、产品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3. 跟踪、收集和整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信托等机构已推出和拟推出的各种金融理财产品，并进行比较和分析;
4. 根据理财业务发展最新动态、公司已有产品、市场需求，进行金融产品的设计、委托理财品种的业务创新;
S. 根据不同客户的财务状况、凤险偏好，针对不同需求的客户制定相应的产品方案。

· 任职要求
1 年龄 :22-40岁，大专及以上学历，金融、经济、财务等相关专业;一年及以金融产品研究、开发或管理经验有证券公司、基金公司、
银行业、第三万理财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金融产品设计与开发经验者优先考虑;

2.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3. 敏锐的市场、客户分析能力和洞察力;
4. 优秀的谈判与沟通协调能力，良好的策划能力、表达能力;
5 具备独立的业务渠道资源、金融市场资源、人脉资源及营销经验及有银行、贷款公司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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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AVA 工程师 · 任职要求

1.文秘、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一年以上董事长文秘/助理工作经验.工作认真细致;
3 具备优秀的职业素养、品德操守;
4.兽子沟通，协调能力强;
S.拥有外企总经理/总裁秘书经验者和驾照着优先考虑。

· 工作职责
1 根据产品需求编写测试计划，设计并编写测试数据和测试用例;
2. 针对于测试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给予详细的信息描述，并且填写测试报告;
3. 定位并跟踪软件问题，推动问题及时合理的解决，
4. 与研发、策划人员保持良好沟通和提供支持，提出合理化建议a

· 任职要求

:计算机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2.3 年以上 JAVA测试相关工作经验;
3. 熟练掌握主流性能测试工具，例如 loadRunner、Selenium 、 Webdriver，能够编写自动化测试脚本;
4 熟悉软件开发流程，熟悉软件测试理论和方法，熟悉测试的工作流程，对常用的 BUG管理工具(Mantis、Bugfree、bugzilla 、qc)

等有一定的了解;
5. 有较强的团队精神，沟通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6. 熟悉数据库操作，和基本的 sql 语句。

10、法律顾问

8、 交易策略研发人员

· 工作职责
1.起草、修订公司法律事务等相关制度;
2. 从法律角度对项目进行凤险预审，配合尽调、完成对项目的综合凤险评估;
3. 合同起草或审核，参与相关谈判，保证及时签署、抑制凤险、最大可能地争取公司利益、规范管理;
4. 对风险项目提出风险预警，参与风险事件的处置过程;
5. 参与公司重大经济活动的决策，提出专业法律意见和建议，解决公司业务发展过程中的法律合规问题;
6. 处理公司重大经济纠纷案件;
7. 向公司各部门提供有关法律咨询，确保各项流程严格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司员工的利益;
8. 优化公司内部审核流程.

· 工作职责

1 负责建立和完善量化研究体系，进行各类资产的量化模型研究，定期向公司提交量化研究成果;
2.对金融投资产品(般指期货、商品期货)进行数据的及时汇总，量化数据分析和建模;
3 研发各种稳定的交易策略(套利、波段和趋势追踪等) ，并进行可操作性研判;
4 对交易策略进行数据论证，出具交易原理、交易报告;
5.建立预警和严格的风控体系.

· 任职要求
1.全日制大学法律相关专业本科(含)以上学历，
2. 具有律师资格证，两年以上大型企业法务或者专业律师事务所工作经验，
3. 具有投资银行业务、信托业务、民间借贷、小额借贷、承兑汇报、健收等实务操作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并熟悉相关的法律架构，
4.CPA、 CFA者优先，国内各校法律专业优秀毕业生优先。

· 任职要求

l.应用数学、统计、金融工程等相关专业;
2.会Matalab 、 sos、 spss、 eviews一门以上数据分析平台;
3.从事过多种交易策略研发的经历，
4.对金融市场、交易系统有自己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

11 、行业研究员

9、 总裁助理

· 工作职责
l.密切跟踪行业内的上市公司，对重点跟踪的上市公司进行调研 ，撰写研究报告;
2. 负责解读、跟踪 TMT行业的热点政策和产业趋势，及时反馈政策动向 i
3 . 对证券投资具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市场趋势有较强的洞察力，对于投资机会具有敏锐的嗅觉 4、具有复合型专业知识背景和相
关 TMT行业研究经验为佳。

· 工作职责

1.负责董事长日常事务安排，接待和陪访重要来宾及客户;
2 协助董事长处理各类公文、电邸，起草信函、计划、文件等各类综合性文件;
3. 协助董事长日常行程的安排(差旅、会议、休假、报销);
4. 跟踪决策执行情况及时反馈，做好各部门及各领导上报行文的保存、管理、督办的工作;
5. 完成董事长交办的其他工作的督办、协调及落实任务.

· 任职要求

1大学金融、经济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具有较好的行业、财务、法律专业知识，
3拥有5年以上证券公司TMT行业研究经验或私募公司投研经验;
4.熟知私募证券投资业务，并有自身投资体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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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腾信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Chinatopcred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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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腾信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是中信产业基金旗下全资子公司，专注于微金融服务的创新型、专业化金融服务机构，注
册资本 1 亿元.公司集个人信用评估、小额信用借款、金融信息服务为一体，致力于为高成长性人群解决资金需求，释放信用价值。
中腾信基于创新的商业模式、贴心周到的服务体系、卓越的管理运营团队以及雄厚的资金实力，先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创建多家

分公司和营业机构.中腾信致力于成为中国同行业内最具专业性、最值得信赖的，拥有强大竞争力、创新能力的微金融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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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营业部经理(10 人)

· 工作职责

1.宣传公司企业文化，贯彻落实公司经营理念和各项规章制度;
2. 落实门店的各项工作计划，完成计划任务，
3. 对门店各项考核指标的追踪监控管理;
4. 全面管理门店的直销和客户服务工作，对销售人员进行品质管理;
5 负责门店前线人员招聘计划的落实、面试审核、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绩效管理、技能培训11;
6 协调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和投诉，协调门店间、门店与分中心的关系;
7 保管和维护公司配给门店的各项资产和设备，控制经营成本;
8 科学计划、合理使用门店日常经营费用及激励费用，做好费用管控;
9. 维护门店信息安全，定期抽检业务档案资料，做好检查记录;
10.对客户申请进行初步的审核;
1 1.协助分中心完成相关工作;
12. 完成上级交办的菜色工作.

· 任职要求

l 管理、市场营销、金融类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MBA 优先;
2.3 年工作经验，具备在保险、金融行业管理销售团队经验或门店运营管理经验者优先;
3. 良好的人际沟通技巧、销售技巧、领导才能。

CíCF lIl赔信

Chinatopcredit.com I 中腾信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2、城市经理助理 (10 人)

·工作职责

1.协助城市经理做好本城市分中心内的销售业务工作，达成本城市分中心销售目标;
2 协助城市经理协调所辖营业部工作，并努力提高本城市分中心组织结构的凝聚力;
3. 对团队成员负责，包括业务指导、销售技能指导和心理辅导等;
4. 完成区域下达的销售业绩，协助做好人才培养、风险控制等工作;
5. 负责分管范围内的各项工作.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金融、管理、营销、MBA 等专业优先考虑;
2.3年以上工作经验， 1 年以上销售管理工作经验，有几十人以上规模(或下辖两层以上结构)的团队管理经验者优先，
3. 具有良好的客户沟通、人际交往及维系客户关系的能力;
4. 诚实守信，为人谦虚、具有高度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度的工作热情;
5. 有强烈的创业意识，愿与公司一同成长.



血附Z 且'1*，:1;-投资
COF .c;,.plbol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眼公司上海分公司 I CDF-Capital CDF-Capital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E 噩噩噩噩 · 任职要求

1 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年龄要求: 25-35 岁之间;

2 有 3 年以上基金管理或客户服务经验，从事银行、信托、证券等金融相关工作优先考虑;
3 性格大方 ，有亲和力，善于和客户交流;
4 工作细致、有耐心，善于学习，勤奋向上。
5. 品德操守，诚实守信、清正廉洁、为人正派、以身作则;积极主动、勤勉敬业，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8 月，是
一家专业从事创业投资和资产管理的投资机构 ， 是中国投
资协会创业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和深圳市创业投资同
业公会副会长单位，是中国创投委 2013 年度优秀创投机
构金奖获得者。
创东方管理的创业投资基金超过 30 亿人民币，主要投

资领域包括新材料、新 IT、新消费(服务)、新健康、新环保
(节能) 、 新制造等六大板块，专注和擅长于"高科技、高成
长、创新型、中小型"优秀企业的股权投资。
创东方稳快的业务发展得益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机

遇，感恩于各位投资人的厚爱和支持，来源于各位合作伙
伴的关心和帮助，也来自于公司团队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 工作职责

1 主持己投企业后续服务跟踪工作;
2.配合分管合伙人、各省业务部负责人完善投后管理工作;
3.定期汇报各负责区域内的己投企业的基本情况和增值服务需求;
4.配合投后管理部其他人员完成己投企业投后专项

·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或经济专业优先
2.8 年以上工作经验，有工厂管理经验或制造业企业做过财务主管以上级别人员优先;
3. 正直、诚信、团结、善于学习、品德{圭且沟通、协调能力较强.

3、管理部经理 (1 人)

|公司阳ml!lrl川回mm:rm 单位地址~lllì~棉大道竹子林如厦西座"层/上海市长宁区古![~红宝石路~东银中心A庭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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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总监 (2 人)

· 工作职责
主导PE、 vc等项目投资.

· 任职要求

1 . 基本要求:年龄 30-35 岁之间、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工科背景优先(其中物理、化学专业背景优先);
2 岗位要求·
(1)有高科技公司(包含制造类、材料类、化工类、机械类等)工作经验或在知名投资机构投资总监、经理级别以上、且在相关投资机

构工作两年以上;
(2)具备项目全面尽职调查能力，并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如能够独立领导行业领域研究，对某一行业能够独立进行价值判断或具
备项目挖掘能力者优先录用;
(3)职业素养、综合能力高 ，未来两年内可以培养成为公司准合伙人并参与公司投资策略制定。

2、 高级基金经理 (1 人)

· 工作职责
1 .基金管理(注册、年检、变更、档案、分配等)相关工作;
2.定期撰写和发送基金报告，落实客户关怀，维护客户关系;
3 组织召开基金合伙人大会，并担任主持人、作基金工作报告;
4 开拓基金合作渠道，参加基金路演，协助基金募集工作;
5.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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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融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河北融投)是河北省政府为扶持全省中小企业设立的特大型综合投融资平台，由省国资委监
管，主要宗旨是承担政府使命、履行社会责任，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综合性融资服务，集团资产总额逾百亿.旗下拥有二级公
司、三级公司 20 余家.

上海融投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融投)，充分利用上海作为全国金融前沿的区位，立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资金优势
互补的综合效应，而设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首期注册资本金 7.5 亿元，注册地是上海外商桥自贸区，下设基金管理公司、天路资本
有限公司(己设立，香港公司)、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创鼎投资咨询公司等子公司，主营基金的募集管理、股权和债权投资、投融
资咨询、融资租赁等投融资业务。上海融投做为河北融投在上海的窗口企业，将依托河北融投的强大后盾，借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的地域资源，充分发挥资本、人才、科技等优势，实现与各类金融机构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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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略规划部门人)

· 工作职责

1 负责下属公司产品信息的整理以及汇总，综合管理协调产品间的资金调配;
2 搜集研究市场金融产品信息，进行分析研究;

· 任职要求

全日制硕士以上学历，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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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g Tou I 上海融投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资产管理 (1 人)

·工作职责
1.负责融资项目的开拓、项目信息的挖掘、整理及业务谈判;
2. 参与项目的前期尽职调查、可行性分析及筛选;

3. 开拓新的项目资源，进行新项目引进与现有项目的跟进，进行项目考察与尽职调查;
4. 负责产品对接，与合作机构保持密切沟通，进行产品采集与引进;
5. 负责产品信息的整理，产品推介材料的制定以及产品推介期间的沟通和协调.

· 任职要求

全日制硕士以上学历，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

3、 综合办公室 (1 人)

· 工作职责
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

·任职要求

硕士以上学历，管理相关专业 • 

4、 项目经理 1 人/项目经理助理 2 人 (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

· 工作职责
1.协助拓展项目来源，储备项目资源;
2.协助开展租后管理工作;
3.协助开展建立、管理与维护客户关系工作，
4.配合开展业务产品创新与开发工作;
5.协助实施资金筹集方案;参与开发租赁资产的证券化、信托计划、理财计划等结构化产品;
6.协助管理、维护公司与融资机构的客户关系。

· 任职要求

1.学历要求: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工作经历 1年以上融资租赁公司、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大型企业集团筹资管理经验，
3年龄要求: 25-35岁;
4.语言要求:普通话、英语综合能力熟练;
5.其他要求:能独立完成客户的开发、服务、管理工作;
6.熟悉融资租赁、银行等金融业务，了解融资租赁业务运作和相关金融市场情况;具有较丰富的融资租赁、银行、信托、保险
公司等机构客户资源;了解银行保理、理财计划、信托计划、资产证券化运作;具备市场拓展、项目策划、财务分析、协调与
沟通及产品创新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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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经理各 1 人/项目经理助理各 2 人(四、 北京、深圳公司)

·工作职责
1.参与项目的方案设计、风险收益分析、项目前期谈判，组织开展尽职调查并有效控制业务凤险;
2.建立并维护与银行、政府和非银金融机构的良好合作关系，有效拓展和维护渠道资源，挖掘潜在业务机会;多渠道多方式开展
业务;
3.撰写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4.协助组织开展业务渠道的拓展、推进与实施，了解金融市场、行业和相关监管政策，提供合理经营策略及建议.

· 任职要求

1.学历要求:金融、财务、审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工作经历 1年以上银行、证券、担保、基金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
3年龄要求 . 25-35岁;

4其他要求 · 具备良好沟通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团队协作意识强。

6、 股票投资分析员/固定收益品种研究分析员/副总经理助理(各 1 人)(资产管理公司)

· 工作职责
1.协助投资经理对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进行研究，将金融产品试行实施;
2.参与公司投资产品的投资策略设计，完成募资目标;
3 负责渠道的开发与维护、市场拓展，独立开发客户，产品的宣传推介;
4.负责分析市场和项目的资金状况和需求，制订并实施相应的产品募资方案;
5 负责接洽信托、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投资者 ， 了解投资方的需求 ， 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
6 负责投资项目的组织，设立，管理，执行及对外合作;并根据募资情况，拟定募资报告;
7.负责金融产品发行方案制定、实施，路演活动的策划、 协调以及编写募集说明书;
8.在授权范围内负责投资管理，控制投资风险，向主管领导汇报投资情况和投资计划，执行公司决议;
9.其他工作.

· 任职要求

1.学历要求.金融、 财务、审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
2.工作经历 1年以上银行、证券、担保、基金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
3.年龄要求 : 25-35岁;
4.其他要求 具备良好沟通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z 团队协作意识强.

7、 产晶经理助理 (3 人)(网络金融公司)

· 工作职责
1.协助对项目资料的收集、 整理、 审核及项目档案的移交工作;
2.协助拓展项目来源，储备项目资源;
3.协助开展尽职调查和贷后管理;
4.协助参与行业和相关政策的跟踪分析，及时收集、汇总金黯市场变化和相关产品信息，为业务规划和产品开发提供参考和依据;
5.协助经理对金融政策进行研究，着力创新金融产品.并对其进行方案设计以及凤险收益分析。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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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g Tou I 上海融投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 任职要求

1.学历要求:金融、财务、审计、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
2.工作经历 1年以上金融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
3.年龄要求: 25-35岁;
4.有强烈的创业意识，愿与公司一同成长.

E言llit.~~在理

以上岗位择优录用，录用后签订 3 年劳动合同(试用期 6 个月)，人事关系存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公司专户，按国家有关规定建立
各种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薪酬待遇原则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制度》执行，具体面议.

. • 



'FEm黯
上海卓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枫金融) Hongfund Capital 

噩噩噩噩

红枫金融创立于 2009 年，是国内领先的提供创业金融咨询服务的机构.红
枫金融隶属于上海卓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囱北京红枫卓望投资担保公司、上海
卓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卓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南京卓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等构成，红枫金融总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红枫金融拥有红枫金融顾问、红枫
投资基金、红禧金融俱乐部三大服务品牌。红枫金融网面向中小企业及个人.提
供以创业资讯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信息服务。红枫金融提供的创业金融服务，包括
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专业的创业融资咨询、创业财税咨询和创业财富管理等
解决方案。

|公司阳川:/Iw..vw.hongfund ∞IDJ 蛤恤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路町福兴大厦 |

E 国·

1、电销总监 (1 人)年薪 30-50 万

· 工作职责
1.根据公司的战略，全权负责外呼中心营销策略的制定，全面主持外呼中心岗位的调配、人员培训11、绩效考核及员工激励等工作;
2. 建设与管理电话销售团队，制定、分解并完成年度、季度、月度业绩指标;

3. 建设与运用电话销售激励体系，并对电话销售模式的管理不断完善和改进;
4. 负责完善外呼中心的管理、业务流程，全面组织管理外呼中心的运营管理工作，
5. 执行公司的各种销售政策、制度和规范，
6. 外呼中心其它日常管理工作。

· 任职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营销、管理、金融等专业优先考虑;
2. 三年以上(外呼型)呼叫中心管理经验，呼叫中心坐席人数不低于 100 人;
3. 对市场具有敏锐的嗅觉，具有良好的销售策划、运作能力和良好的数据敏感度以及分析能力;
4. 具备较强的事业心，具备一定的领导力;较强的市场分析、营销、推广能力和良好的人际沟通、协调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市场总监 (1 人)年薪 25....40 万

· 工作职责

1.带领团队利用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工具，进行互动营销宣传，
2. 带领团队负责线上市场合作、线上媒体合作等;
3. 负责与外部媒体的联络及公共关系维护等.

:." 

Hongfund Capital 

· 任职要求

1.三年以上大型企业市场推广、企划工作经验;

ZFE翩遛赢

上海卓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枫金融)

2.具有专业的市场规划和策划能力，熟悉各类媒体运作方式，有大型市场活动成功推广经验;
3.具有领导力、执行力、出色的人际沟通能力以及公关能力;
4.金融、快消、服务业领域工作背景优先。

3、杭州分公司总经理 (1 人)酋年年薪 20....30 万，次年年薪 30 万以上

· 工作职责

1.全面负责分公司的各项日常内部绩效、渠道等管理工作;
2. 执行总部各项管理制度和，完成总部制定的营销任务;
3. 负责与商业银行及政府机构联络，提供中小企业融资与创业服务;

· 任职要求

1.三年以上分公司管理工作经验，有同业管理经验优先，商务形象佳，了解当地市场行惰，必须具备优秀的沟通能力，
2.熟悉金融行业及小额贷款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精通信贷业务;
3.具有优秀的团队管理能力，能带领团队完成销售任务;
4.明锐的市场洞察和准确的客户分析能力，能够有效开发客户资源.

4、南京分公司总经理(1 人)首年年薪 20....30 万，次年年薪 30 万以上

·工作职责

1.全面负责分公司的各项日常内部绩效、渠道等管理工作;
2. 执行总部各项管理制度和.完成总部制定的营销任务;
3. 负责与商业银行及政府机构联络，提供中小企业融资与创业服务;

· 任职要求

1.三年以上分公司管理工作经验，有同业管理经验优先，商务形象佳，了解当地市场行惰，必须具备优秀的沟通能力;
2. 熟悉金融行业及小额贷款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精通信贷业务;
3. 具有优秀的团队管理能力，能带领团队完成销售任务;
4. 明锐的市场洞察和准确的客户分析能力，能够有效开发客户资源



任行踉提 m费
时附…上海任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REN HANG REN HANG 上海任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投资部经理 (1 人)

·工作职责

1.建立与客户交易渠道，提供服务支持.工作内容:
2. 对潜在客户，如上市公司股东进行开拓、沟通与管理，
3. 执行业务和市场推广方案;

4. 制定渠道策略，提供渠道服务支持;
5. 及时沟通客户，反馈市场信息 ，做出处理意见;
6. 协助管理层开拓、沟通和管理各区域的重要客户.

· 任职要求

1.市场营销、证券、金融、经济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受过市场营销、证券、销售知识方面的培训11:
3.1 年以上的业务销售经验;
4.对销售工作有所了解;
5.良好的渠道客户关系管理;
6.熟悉产品市场营销渠道开发和建设业务;
7.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8.坦诚自信，高度的工作热情;
9.思路清楚、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和语言表达能力，性格开朗;
10 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独立工作能力，有敬业精神。

E嚣茵茵圃·

2、 项目经理 (5-10 人)

噩噩噩噩 · 任职要求

1.市场营销、证券、金融、经济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受过市场营销、证券、销售知识方面的培训11:
3.1年以上的业务销售经验。技能技巧:
4.对销售工作有所了解;
5.良好的渠道客户关系管理;
6.熟悉产品市场营销渠道开发和建设业务;
7.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8.态度坦诚自信，高度的工作热情;
9.思路清楚、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和语言表达能力，性格开朗;
10.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独立工作能力，有敬业精神。

上海任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下辖深圳分公司与福州、杭州
等多个办事处，全资组建的中国股票博物馆是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址设普陀区
康建商务广场五号楼4 层。
现有三个网站 上海任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官网、中国股票博物馆网和大宗

交易平台网.公司专业从事股票大宗交易业务多年， 2013 年交易额达 500 多亿，
2014年一至三季度超过 800 亿，位居同行业前茅，被经济日报经济杂志等四家国
家级媒体联合授予第十届"行业最具竞争力十大品牌"和"行业最具竞争力诚信企
业"荣誉称号.随着事业的稳步发展，公司将陆续在全国部分省会(含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设立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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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经理助理 (1 人)

· 工作职责

l协助总经理制定公司战略目标和计划、进行决策，提供可行性建议;
2. 安排总经理的日程及提醒，撰写、起草各类重要报告和文件;
3. 具备一定文秘写作能力、方案等文字处理工作;
4. 总经理外出不在期间，独立处理相关交代的工作;
5. 总经理交办的其他工作;

· 任职要求

1.金融投资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三年以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对金融投资业务有一定了解;
3.具有良好的口头及书面表这能力;
4.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优秀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

4、 主办会计 (1 人)

· 工作职责
1.协助总经理制定业务计划、财务预算、监督计划;
2. 核签、编制会计凭证，整理保管财务会计档案;
3. 登记保管各种明细账、总分类账;
4. 定期对账，如发现差异，查明差异原因，处理结账时有关的账务的调整事宣;
5. 设计、修订会计制度、会计表单，分析财务结构，编制会计报告、报表，
6.具体执行资金预算及控制预算内的经费支出，管理往来账、应收、应付款、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每月计提核算税金、费用、折旧等费用项目，
7. 完成总经理交办的其他工作.

· 任职要求

1.会计、财务、审计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受过会计学、财政学、经济法、产品知识等方面的培训11:
3.3年以上企业财务工作经验，有丰富财务处理工作经验，有中级会计师以上职称者优先;
4.精通国家财税法律规范、财务核算、财务管理、财务分析、财务预测等财务制度和业务;
5.熟悉国家会计法规，了解税务法规和相关税收政策;
6.熟悉银行业务和报税流程;
7.良好的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
8.熟练应用财务软件和办公软件;
9.熟练的英文读写能力;
10.敬业、责任心强、严谨踏实、工作仔细认真，
门.有良好的纪律性、团队合作以及开拓创新精神。

·工作职责

1.建立与客户交易渠道，提供服务支持。
2 对潜在客户，如上市公司股东进行开拓、沟通与管理;%执行业务和市场推广方案;
3. 制定渠道策略，提供渠道服务支持;
4. 及时沟通客户，反馈市场信息，做出处理意见;
5. 协助管理层开拓、沟通和管理各区域的重要客户.



⑤ 主性要旦旦空空空白旦
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I Shanghai Far East Credit Rating Co.,Ltd 

Emrffi百四 | 公司网址~巾tBlmiiJl 单位地址:上海市杨树浦路时瑞李鹏大厦~.1i1AI'I.lIl室 E 

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是我国第一家社会化专业资信评估机构。2013 年，中国开发性金黯促进会(国家
开发银行主发起的国家级社团)成为远东资信控股股东，翻开了远东资信历史新篇章。

远东资信拥有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认定的信用评级资格.远东资信曾多次代表业界出席国际与政府
高峰会议，参与国家和地方相关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起草、修订、咨询等工作.2∞3 年 12 月，远东资信率先加入设在马尼拉亚洲开发
银行总部的亚洲资信评估协会 ACRAA，负责协会最佳实践委员会工作。

E噩噩噩噩

1、咨询分析师

· 工作职责

1 收集并建立数据资料库，撰写行业研究报告，以更新数据资料库;不断改进现有的计量预测模型，以提高预测质量，并根据需要
建立新的模型，

2. 运用数据库提供数据支持。与咨询团队保持良好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利用现有的数据库及时提供数据;
3. 参与咨询项目，协助咨询团队。参与客户讨论，提供数据和分析支持、建模及协助团队解决问题.

· 任职要求

1.经济学、金融学、应用数学、数理统计专业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有跨专业背景的应聘者优先考虑) ; 
2. 有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分析复杂的问题，找出根源，并提出建议方案;
3 具有抗压能力。喜欢不断挑战自己，工作积极主动;
4 有分析技能和建模的实践经验。精通至少一种数理软件(如 EVIEWS、SPSS ，SAS、MATLAB) : 
5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有较高的英语昕、说、读、写能力.

@ 上海远东资倍评估有限但

Shanghai Far East Credit Rating Co.,Ltd I 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分析师

· 工作职责
1.从事信用评级，撰写评级报告;
2. 从事管理咨询及相关研究分析，并撰写项目报告;
3. 从事信用评级技术研究，并撰写研究报告;
4. 从事深度行业信用研究;
5. 协助参与或负责信用评级项目的计划、组织与管理工作。

· 任职要求
1.知名院校金融、经济或财务会计等专业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较强的研究分析能力，善于进行口头和书面沟通，文字功底深厚，能够独立组织项目评估并撰写较为复杂的评估分析报告;
3. 职业道德良好，具有高度的团队合作精神与敬业精神;
4. 具有管理咨询、投行承销与保荐、项目商业计划书起草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录取;
5. 具有 CFA、CPA 资格者优先录取。

白'也



⑧怡然

富越汇通金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Fullway Finance 

EZ盟圈 | 公饲司网阳址 …川b。叫 c∞町。例m 单靴位地制址 上且海浦概东柑世盹纪大柑柑道[;6I!J号甘二卦十←一世盹即纪驮大埔厦配扣1川川1ω0叫 I E 
富越汇通金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的金融服务集团公司，以融资投资服务为核心，服务于广大企业和高净值个

人客户.公司注册资本 8 亿人民币，由浙江新富越有限公司等十家企业于 2012年 8 月在上海陆家嘴共同组建.富汇金融下辖融资
租赁平台、财富及资本管理平台等，擅长各类投行业务及专业领域资本运作.

E黯冒器画·

1 高级经理 (2 人)

·工作职责

1.投资理财产品研发、规划及创新;
2. 投资理财产品方案设计及营销模式设计;
3. 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 任职要求

能力要求:

1.专业知识稳固，学习能力突出，理解问题及分析问题能力强，并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2. 工作仔细，态度认真，具有很强责任心;
3. 性格活跃，乐于沟通和协作，能承受工作压力 i
4. 熟悉办公软件的应用，譬如 PPT， EXCEL, WORD 等。

经验要求:
1.硕士或以上学历;
2. 拥有 4 年以上金融行业从业经验并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熟悉金融行业各类投资理财产品及营销模式，并对金融电子商务有研究
兴趣;

3. 具有广泛的金融行业资源者优先考虑.

⑧怡然
Fullway Finance 富越汇通金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2、 法务主管 (1 人)

· 工作职责

1.业务类合同起草及审核;
2. 企业对外投资、重组、并购类法律事务处理;
3. 管理与处理与外部律所合作关系;
4. 其他各类与经营相关的法律事务处理.

· 任职要求

能力要求:
1.专业知识稳固，熟悉金融行业及商业法律法规，如融资租赁、网络金融服务、信贷、企业并购重组等;
2. 工作仔细，态度认真，具有很强责任心;
3. 性格活跃，乐于沟通和协作，能承受工作压力;
4. 英语流利;
5. 熟悉办公软件的应用，譬如 PPT， EXCEL WORD 等。

经验要求:
1.硕士以上学历，法律专业;
2.5 年左右工作经验，有律所从业经验者优先考虑。

3、 助理业务经理 (投行部) (2 人)

· 工作职责

1.协助开拓各类离净值客户资源及项目资源，并维系良好的客户关系;
2. 为客户提供具有投行特征的专业融资业务，比如并购、资产证券化、IPO 万案设计等;
3. 为客户的投资活动设计风险与收益平衡、结构安排合理、法律条件可行的方案，防范资金风险，增强投资价值;
4. 协助完成公司业务指标。

· 任职要求

能力要求:

1.专业知识稳固，学习能力突出，理解问题及分析问题能力强，并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2. 工作仔细，态度认真，具有很强责任心;
3. 性格活跃，乐于沟通和协作，能承受工作压力;
4. 英语流利，
5. 熟悉办公软件的应用，譬如 PPT， EXCEL, WORD 等。

经验要求:
1.硕士或以上学历，欢迎应届硕士生;
2. 具有广泛的金融行业资源者及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自s..



⑧瓦免金交

富越汇通金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Fullway Finance 

4、总裁秘书

·工作职责

1.负责董事会、股东会的会议筹备、记录和会议文件整理归档，根据董事会、股东会决定，编撰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指定下发相关文件;
2. 协助总经理完成日常工作，协调总经理与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为总经理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
3. 组织筹备公司总经理会议、专题研讨会议等公司会议，安排会议议程，准备会议文件，并做好会议录，主动掌握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
4. 忠实执行，积极完成总经理委派的各项任务，负责整理总经理的各类资料、文件并分类保管及归档;起草公司年度工作总结及总经理
讲话稿。

· 任职要求

能力要求:

1.工作仔细，态度认真，具有很强责任心;
2. 性格活跃，乐于沟通和协作，能承受工作压力;
3. 熟悉办公软件的应用，譬如 PPT， EXCEL WORD 等;

经验要求:

I.EMBA 或以上学历;
2 有相关从业经历者优先。

宜信
CreditEase 

CreditEase 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E~预回 | 公司网址:… credi阳…

宣信公司是一家集财富管理、信用风险评估与管理、信用数据整合服务、小额贷款行业投资、小微借款咨询服务与交易促成、公
益理财助农平台服务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服务业企业。目前已经在 133 个城市(含香港)， 48 个农村建立起强大的全国协同
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普惠金融与财富管理服务.

噩噩噩噩

1 、理财团队管理岗 (5 人) 工作地点上海

· 工作职责

1.负责组建新的理财团队或接手管理现成的理财团队，
2. 负责对所辖理财团队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业务管理、能力辅导等具体管理工作;
3. 负责带领所辖理财团队完成公司既定的营销指标.

· 任职要求

1.具有 MBA 学历，市场营销、经济类、金融类专业的教育背景;

2 具有良好的金融大类产品的基础知识和资产配置理念，具有 5 年及以上同行业销售工作经验和同级别管理岗位工作经验;
3 具有良好的沟通、交往、演讲、激励和领导能力;
4. 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人脉资源。

白f:



宜信

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I CreditEase 

2、营业部经理、城市经理方向 (15 人) 华东、华南(上海、杭州、广州和深圳为主)

· 工作职责

1.落实门店的各项工作计划，完成计划任务，对门店各项考核指标的追踪监控管理i
2. 全面管理门店的直销和客户服务工作，对销售人员进行品质管理;
3. 负责门店前线人员招聘计划的落实、面试审核、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绩效管理、技能培训11;
4. 协调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和投诉，协调门店间、门店与分中心的关系，控制经营成本;
5. 科学计划、合理使用门店日常经营费用及激励费用，做好费用管控;
6 维护门店信息安全，定期抽检业务档案资料，做好检查记录;对客户申请进行初步的审核.

· 任职要求

1.管理、市场营销、金融类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MBA 优先;
2.3 年工作经验;具备在保险、金融行业管理销售团队经验或门店运营管理经验者优先;
3. 良好的人际沟通技巧、销售技巧、领导才能.

3、营销部经理、城市经理助理方向 (10 人) 工作地点:华东各区域

·工作职责

1 负责组织、协调和管理分公司的各项工作，达成业绩目标;
2. 负责制定和执行营销计划，合理分配资源;
3. 负责招聘、组建、培训11销售团队，执行公司制定的绩效管理体系，对下属进行业务指导和工作考核;
4 执行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做好日常业务活动管理，监督检查下属人员的执行情况;
5. 负责开发市场、开拓创新的市场渠道;
6. 确保公司凤控制度的有效执行，
7. 负责内部及对外单位进行沟通协调工作等;
8. 上级主管交办的其他事项.

· 任职要求

1.管理、市场营销、金融类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有销售工作经验和团队管理经验，以及金融从业经验者优先;
3. 有立志于从事财富管理行业意愿;
4. 具有较强的营销策划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管理能力，出色的营销能力及丰富的社会资源及入脉资源;
5. 具备敏感的商业和市场意识，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强，具有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业务推进能力;
6. 拥有相关证券从业资格、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AFP、CFP、CFA 或 CPA 等相关执业证书者优先;

NOAH 

E黯茵茵理·

1 、投行经理 (5 人)

· 工作职责

1.负责根据总部发展战略挖掘合适的投资项目;
2. 统筹并逐步实施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形成独立的评估意见和调查报告;
3. 准确判断和分析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优劣势;
4. 审阅财务报表，对财务安全进行分析评估，并撰写分析报告;

乒刷刷事

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堕罩噩噩回·

诺亚成立于 2005 年，诺亚控股专注于为中国高
端人士提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服务，通过全面多维度
的产品筛选及风险控制体系，参与金融产品的创新和
设计，使诺亚在成立的短短几年内迅速发展，成为领
先于行业并快速增长的独立财富管理机构。

2007 年 8 月，美国最大的凤险投资机构之一红
杉资本注资诺亚，使公司进入了新的高速成长平台。
诺亚于 2010 年门月 10 日，在纽约交易所上市(交
易代号 NYSE.NOAH)

m6Hih .... ).l)J.i.栩栩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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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效掌控项目审核的各个环节，并配合总部对项目进行有效跟进和后期管理。

· 任职要求

1.具有金融、经济类、统计等专业硕士以上学历，具有证券、银行、信托、基金、私募等机构相关业务十年以上工作经历;
2. 具有投资咨询或资信调查等尽职调查能力，熟悉国内投融资领域运作规律及操作模式;
3. 熟练掌握财务测算各种方法，具有财务分析和资产评估方面的工作经验，CPA 优先;
4. 对投资项目有敏锐的洞察力及项目决断力，优秀的沟通表达和交际能力，能与企业离层等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5. 具有较强的客户导向、团队协作意识和良好的信息搜集、关系建立、沟通表达、商业谈判能力，能够不断挑战自我，积极主动追求
更好卓越的业务结果。

2、项目经理 (5 人)

· 工作职责

1.根据总部整体战略目标提出区域各分公司业绩指标分解方案，项目管理与实施包含项目会议召集，任务分工，进程的监控，与
各分公司的协调沟通，直到项目落地执行和实现项目销售指标;

2. 追踪，督导分公司的销售进度，管理制度与流程执行，培训及引导理财1月这到某既定的业绩目标，组织项目成果沉淀及档案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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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NOAH 

3. 项目组人员管理，收集各分公司理财师情况和绩效，任务量化到人，合理配置人员，协调、沟通、冲突处理保证项目进度，负责
监督实施，采取措施处理项目中任何可能性问题.

·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五年以上项目管理，项目执行工作经验，另外具有金融行业背景优先;
2. 具备较强的项目策划制定工作，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能根据计划合理的分配资源;
3. 具有实际项目管理经验，能遵循一定的流程，组织相关资源和项目团队开展工作;
4. 良好的计划和执行能力、协调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3、理财经理 (20 人)

· 工作职责

1.通过对高端客户(私人及机构)的综合理财需求分析，帮助客户制订资产配置方案并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
2.通过各类渠道，对客户进行有效筛选;
3.通过参与组织的理财沙龙和理财讲座等活动的筹备工作，提升客户转化率;
4 为客户做合理的综合理财得求分析后帮助客户制定理财规划;
5.通过持续跟进与服务，为客户不断提供专业的理财咨询与服务。

· 任职要求

1.经济、金融、会计、财经、管理、营销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金融业或离端私人理财服务 5 年以上经验;
3. 具有广泛的金融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投资理财市场的发展;
4 良好的个人职业形象、为人正直诚信，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力与学习能力，懂金融营销，有高端客户服务经验，能承受工作压力;
5. 有理财师、证券、基金、保险等资格证书者优先.

4、助理理财经理(10 人)

·工作职责

1.协助资深理财师开发及维护离端客户，与客户建立长期良好关系。
2. 协助资深理财师分析客户的综合理财需求，并为客户提供理财产品的配置服务，制定销售方案，完成销售目标;
3. 持续跟进与服务，为客户不断提供专业的财富管理咨询与服务，
4. 协助资深理财师进行客户类型与资产分析，为其提供决策支持.

· 任职要求
1.国家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2年龄26至30之间;
3.三年及以上工作经验，有服务过大客户经历优先考虑;
4.良好地数据分析与文案写作能力;
5.良好地沟通影响力;
6.良好地计划制定与执行能力.

CICC 
申金公司

CICC I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EE冒ißM

1 、 Investment Consultant 

• Job Description 

噩噩罩噩噩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7 月，是由国内外著名金融
机构和公司基于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注册
资本为 2.25 亿美元.
中金公司一直致力于为国内外机构及个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投资银行服务，业

务范围覆盖证券研究、股本与债务发行与承销、兼并收购财务顾问、证券销售交易、固
定收益、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直接投资等诸多领域。
中金公司自成立来始终铭记初创时"做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投行"的理想，始终不

忘将"以人为本、客户至上、勤奋专业、精益求精，相互尊重、关爱社会"的企业文化与
人文精神溶于每个中金人的血脉，薪火相传.

-~bl~.啊啊mI留m冒町. 'lMJil.~_11军苦苦军司带T吉苔'眩耀章ifi事~冒冒·

1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high-net-worth individual clients. 
2.Providing financial advise to high刑et-worth clients and •heir families. 
3.Presenting research services and advising clients on investment opp。付unities.
4.Provide trading and execution services for clients, including equities, fixed income and mutual funds. 
5.Working in a highly dedicated and professional team environment. 

• Knowledge : 

1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Sales & Trading business. 
2.Profound knowledge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the firm' 5 products 
and services. 
3.Understanding the clie肘， s investment need and 
orientation. 

• Skills and Abilities: 
1.Customer-oriented mentality. 
2.Passionate for the sales job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 
3.E行ective communicator. 
4.Excellent interpersonal skills, integra•ing tact and 
diplomacy. 
5.Strong self-starter, self-confident & energetic. 



qJ团军安 PINGANCICC 
申金公司

平安证券有眼责任公司PINGAN SECURITIES CICC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l

噩噩噩噩噩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旗下重要成员，前身为 1 99 1 年 8 月创立的平安保险证
券业务部，目前拥有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平安期货有
限公司、中国平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平安锺海资本有限责
任公司共囚家子公司。凭借平安集团雄厚的资金、品牌和客户
优势，秉承"稳中思变，务实创新"的经营理念，公司建立了完
善的合规和风险控制体系，各项业务均保持稳健增长，成为全
国综合性主流券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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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ζorporate Finance Manager 

1.2015 年毕业全日常~ MBA; 
2. 了解公司财务、会计、企业管理、有关法律及企业融资产品的基本知识，并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和理解力;
3. 在当地企业中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具有了解企业发展动态，与企业建立联系并进一步拓展客户关系的能力;
4 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沟通能力，对客户服务工作具有热情;
5. 具备在有限时间中管理多个客户复杂关系的能力，愿意迎接挑战，敢于承担压力.

· 任职要求:

| 公司阿址 … 
单位地电址I 上海市陆寂嘴环路 1旧~羽3 哥平安金融大厦 2药5 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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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投资银行业务团队1、融资业务岗(投行) (2 人) 部门:股权事业部

· 工作职责

1.挖掘优质客户资源，融资项目承揽与客户谈判，
2. 项目运作、方案设计、组织与实施，
3. 项目及客户持续维护，
4. 项目申报材料制作与监管层沟通。

· 任职要求

1.金融、财务、法律等专业背景;
2. 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3. 考过 CPA、CFA 或律师资格考试者优先。

团队:资本市场团队

· 工作职责

1.统筹投资者关系管理、项目实施与客户维护，
2统筹投资银行业务信息披露有关工作;
3. 统筹证券发行中有关伯值定价、路演、询价、簿记、组建承销团等发行销售工作及发行后续事宜管理工作。

2、承销发行岗 (1 人) 部门: 股权事业部

· 任职要求

1.金融、财务、法律等专业背景;
2. 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3. 考过 CPA、 CFA 或律师资格考试者优先。



E归国享受 PINI3J>.N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PINGAN SECURITIES 

3、 融资业务岗(并购) (1 人) 部门:股权事业部团队:并购产品团队

· 工作职责

1.挖掘优质客户资源，融资项目承揽与客户谈判;
2. 项目运作、方案设计、组织与实施 i
3. 项目及客户持续维护;
4. 项目申报材料制作与监管层沟通.

· 任职要求

1 金高虫、财务、法律等专业背景，
2 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3. 考过 CPA、CFA 或律师资格考试者优先。

4、项目管理岗 (1 人) 部门般权事业部团队场外市场业务团队

· 工作职责

1.协助进行业务市场开拓;
2. 协助进行项目承揽与客户谈判;
3. 项目推荐挂牌材料制作、相关监管层的沟通;
4. 项目运作、方案设计、组织与实施;
5. 项目后续信息披露的督导及客户关系持续维护.

· 任职要求

|金融、财务、法律等专业背景;
2. 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3. 考过 CPA、CFA 或律师资格考试者优先.

5、 融资业务岗 (债券) (1 人) 部门股权事业部团队:结构融资产品团队

· 工作职责
1.落实债券类产品的开发、管理、执行;
2. 及时发现解决或汇报项目进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3. 协助与证券监管部门的业务沟通和协调工作;
4. 协助和配合股权事业部其他部门的工作.

· 任职要求

1.金融、财务、法律等专业背景;
2. 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3. 考过 CPA、CFA 或律师资格考试者优先.

6、研究助理 (1 人) 部门股权事业部团队研究团队

@国军登 PING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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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1.完成相应领域的信息收集、数据与模型整理;
2. 研究报告撰写、研究服务;

3. 相关机构客户的产品推广和服务，对服务客户的满意度负责.

· 任职要求

1.金融、财务、法律等专业背景;
2. 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3. 考过 CPA、CFA 或律师资格考试者优先。

7、销售业务岗 (1 人) 部f丁:股权事业部团队:机构销售服务团队

· 工作职责

1.挖掘客户黯求，服务机构客户.实现研究等产品销售收入，
2. 公司新业务、新产品、新渠道的推广与销售;
3. 协助销售数据的处理.

· 任职要求

1.金融、财务、法律等专业背景;
2. 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3. 考过 CPA、CFA 或律师资格考试者优先.

8、 同业销售岗 (1 人) 部门:固收工作地点;深圳/北京/上海

· 工作职责

1.开拓第三万资产管理闰业机构客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保险、企业等机构;
2. 参与营销渠道的开拓和维护;
3. 配合团队完成客户维护工作，
4. 参与部门其他同业产品业务的综合开拓.

· 任职要求
1.具有 2-3 年以上银行、信托、证券等同业业务经验;
2. 熟练、掌握债券、非标等泛资管产品，熟悉与银行理财、自营等业务相关监管法规、产品架构与运作流程;
3. 对销售工作有热情，市场开拓意识强，有陌生渠道展业能力;
4. 本科以上学历，金融财务、经济类专业优先，欢迎团队加盟。

9、 资本市场债券销售岗 (1 人) 部门固收工作地点涮11 /北京/上海

· 工作职责

1.负责各类债券产品的销售工作;
2. 负责债券发行簿记、招标及登记托管和上市各项工作;
3. 负责债券本息兑付及后续管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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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1 金融、经济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CFA、CPA 资格优先;

2 工作责任感强，细致.有耐心;
3 性格开朗.沟通及获取信息能力强，具备较强的市场分析判断能力;
4. 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敏业精神.

10、 债券交易岗(1人) 部门:固收工作地点:剌iI /北京/上海

· 工作职责

l 对宏观经济、债券市场和投资品种进行研究分析，制定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方案;
2 资金、现券交易及流动性管理;
3 完成账户的交易谈判及交易安排，撰写账户投资分析报告，定期检视投资业绩;
4 对市场创新品种进行研究分析，提出投资方案。

· 任职要求
1.金融、经济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具备银行、货币经纪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等资金、债券交易工作经验，有独立管理账户经验及较扎实的研究功底优先;
3. 性格开朗.勇于负责.充满激情.能够适应高强度工作要求。

11 、产品经理 (1 人) 部门:经纪

· 工作职责

1.负责网络证券系统中的证券账户重构、理财账户系统设计及开发;包括互联网 PC 及移动互联网;
2. 负责产品规划、功能实现和对外合作;
3. 负责产品开发过程中的道度管理与跟踪，组织产品的设计、开发和测试;
4 负责与协助产品上线以后的改进和运营分析，提升产品的可用性，
5 产品的市场调研和竞争分析等，日常数据及用户分析，相关产品方案和需求文档撰写.

· 任职要求
1.重点院校硕士以上学历，计算机、网络通信、软件工程相关专业， 15 届毕业生;
2. 有责任心，对工作充满热情与主动性。

12、资金管理岗 (1 人) 部门:运营部团队资金交收团队

· 工作职责

1.公司客户资金管理;
2 公司结算资金交收;
3. 完成新业务上线资金环节落地处理。

· 任职要求

1.财经、金融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
2 具备一定会计知识基础，统筹管理能力较好，沟通表达、书面表这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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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集中清算岗 (1 人) 部门运营部团队:集中清算回队

· 工作职责

1 完成柜台股份、资金结算、资产估值，相关报表统计及报送;
2. 跟踪、清算问题处理:
3. 完成新业务上线清算环节落地处理。

· 任职要求

1.财经、金融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
2 具备较好计算机爱好和基础;
3. 逻辑分析能力及沟通表达能力较强，有较好的写作能力。

14、 流程管理岗 (1 人) 部门运营部团队运营规划团队

· 工作职责

1.完成新业务流程设计与实施;
2. 优化日常运营流程，提升运营效率和凤险控制水平.

· 任职要求

1.财经、金融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具备流程管理、项目管理相关知识;
2 具备良好的逻辑分析能力、快速学习能力、沟通表这能力，有较好的写作能力，
3. 熟悉现在证券行业主要业务模式，了解当前行业发展趋势.

15、 托管业务设计岗 (1 人) 部门运营部团队运营规划团队

· 工作职责

1.负责对客户(管理人)的服务与沟通，制订托管业务及后台外包服务方案、拟定托管合同;
2 负责组织协调外部联络，及时将有关凭证、单据送交管理人.

· 任职要求

1.财经、金融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
2. 逻辐分析能力较强，归纳总结及沟通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好的抗压能力回

16、 产品控制岗 (1 人) 部门:运营部团队:运营规划团队

· 工作职责

在公司及资产组合层面进行独立的资产估值、损益分析、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完成这些工作，满足公司管理需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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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1.财经、金融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
2. 熟悉各类资产类型及其运作情况，熟悉损益分析。

17、 项目经理(1人) 部门:综合开拓部

· 工作职责

1.协助 PMO 推进公司层级重大项目进展，
2. 参与项目调研和具体运作，
3. 合理调度资源，控制项目成本、把控时闯进度，实现项目经营管理目标;
4. 负责与项目相关事项的跨部门及外部协调与处理;
5. 负责项目文档体系的维护及团队内知识共享;
6. 执行公司或上级交付的其他工作.

· 任且只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金融相关专业，有项目策划案经验者优先;
2. 有惰性，具备独立思考能力 ，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3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4. 有活力.有创新和团队合作精神。

18、产品经理 (1 人) 部门:综合开拓部

· 工作职责

1.及时深入了解金融市场变化、收集同业信息，规划目标客户的产品解决方案;
2. 组织团队创制性筛选和研发产品，适应高净值客户的需要及购买体验，大力支持与发展线上产品;
3. 通过培训|、客户沙龙等多种形式，为销售人员提供产品卖点及相关的财经资讯，推动产品销售并达成目标 i
4. 提供产品报表及销售情况检视，优化升级产品;
5 人才培养与团队管理.

· 任职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金融相关专业;
2. 业务拓展有魄力，执行力强，
3.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
4. 有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19、 筹资岗 (1 人) 部门:资金部团队筹资规划团队

· 工作职责

1.按照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及资金需求设计及研究融资策略及产品;
2. 融资渠道建设及维护;
3 具体融资项目管理及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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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会计、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2. 工作经验 : 金融企业相关工作经验;
3. 专业能力 : 具有扎实财务基础，财务分析能力，有一定的筹融资经验者优先;
4. 具有较强沟通表达能力和文字处理能力;
5. 具有较强创造性思维、学习及设计能力;
6. 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及抗压能力。

20、 信用管理岗 (1 人) 部门 : 资金部团队: 筹资规划团队

· 工作职责

1.跟踪公司信用状态，定期配合外部评级;
2. 负责公司各类银行合作管理，获取授信资源.

· 任职要求

1.学历 · 本科及以上
2. 专业 ' 金融、会计、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3. 工作经验 : 金融企业相关工作经验
4. 专业能力 · 具有扎实财务基础，财务分析能力 .有一定的银行资源者优先;
5. 具有较强沟通协调能力和文字处理能力;
6. 具有较强创造性思维和学习能力;
7. 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及抗压能力 。

21 、 预算管理岗 (1 人) 部门 ; 财务企划部

· 工作职责

l.公司年度预算编制，
2. 费用分析以及标准拟定;
3. 奖励案制定及测算;
4. 公司经营业绩滚动预测;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保险、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2. 较好的逻辑思维和沟通能力。

22、 经营分析岗 (1 人) 部门:财务企划部

· 工作职责

1.行业政策及同业分析;
2. 公司年度规划编制;
3. 撰写专题报告，为管理层提供经营决策支持i

' 



。回事变 PIN13AN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PINGAN SECURITIES GUOSEN SECURITIES I 国信证券上海分公司

· 工作职责

l 负责拟上新三板项目的尽职调查，为拟挂牌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为已完成的新三板项目提供后续辅导，
2 组织召集内核会议，综合内核委员的意见制订最终备案文件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提供报备，根据协会的反馈意见进行补充尽职
调查;

3. 审核挂牌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 任职要求

1 具有初始学历为 2门工程重点学校金日和~*料及以上会计、审计、财务管理专业学历;
2. 通过注册会计师全科考试，具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验且参与过 IPO/ 新三板项目，能独立进行企业尽职调查财务部分工作;
3 思维敏搓，善于沟通交流，较好的文字及语言表达能力;
4. 品行端正，较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S. 熟练使用 office、word 办公软件;
6. 认同我司的企业精神、核心理念和发展目标;
7. 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职业道德和进取心，具有超越同业、竞争胜出、追求卓越的信念与实力。

4. 公司内部经营分析以及相关系统、制度平台建设.

· 任职要求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保险、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2. 较好的逻辑思维、沟通能力。

23、市场凤险 -计量与报告岗 (权益) 凤险管理部/股权事业部各 1 人

· 工作职责

1.负责权益类投资业务市场风险的识别与计量，采取 VAR、敏感性分析、压力测试等风险评估手段，对权益类投资业务市场风险进
行评估，定期出具评估报告;
2. 按照制度要求对权益类业务进行日常凤险监控，在权限范围内对异常情况进行处理;在授权范围内权益类投资业务项目进行评
估、审批;
3. 负责对投资量化业务监控系统逃行日常管理，包括:限额设置、凤控功能设置等，对投资量化交易系统进行限额设置、凤控功能
定期评估、测试;
4. 负责权益类投资业务凤险日报以及数据源维护，确保凤险日报的准确性、及时性.

· 任职要求

1.熟练掌握市场凤险管理的框架、理论，
2. 熟悉权益投资业务(包括做市业务、大宗交易业务、套利业务等)，能够识到各类权益投资业务关键风险点，并采取措施进行有效
控制;
3. 熟悉权益类金融衍生品，掌握权益类金融衍生品交易结构及风险评估方法，能够运用风险评估方法对其进行识别、评估与计量;
4. 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与口头表达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
S. 具有权益投资风险监控经验的优先，具有 IT 背景优先。

E噩噩噩噩

1、 场外市场部-财务核查岗 (2 人)

24、市场风险-计量与报告岗 (固收) 风险管理部/固收事业部各 1 人

· 工作职责
1.负责固定收益投资业务市场凤险的识别与计量，采取 VAR、敏感性分析、压力测试等风险评估手段，对固定收益投资业务市场凤
险进行评估，定期出具评估报告;
2. 按照制度要求对固定收益投资业务进行曰常风险监控，在权限范围内对异常情况进行处理;
3. 在授权范圈内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项目进行评估、审批;
4 负责对固定收益投资交易系统风险管理模块进行日常管理，包括:系统权限管理、限额设置、凤控功能参数设置、审批流程设置、
证券日常出入池审批等;
S. 负责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风险日报以及数据源维护，确保风险日报的准确性、及时性.

· 任职要求

1 熟练掌握市场风险管理的框架、理论，
2. 熟悉债券市场以及以固定收益证券为标的的各类金融衍生品，掌握各类固定收益金融产品风险特征;
3. 熟悉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能够运用市场风险管理方法评估、监控以及管理各类固定收益投资业务市场风险;
4. 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与口头表达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
S. 具有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日常监控以及交易系统管理经验者优先。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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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合规创造价值，诚信铸就未来"的文化理念，国信证券上海分公司带领下
辖的 5 家营业部，分别为上海北京东路证券营业部、上海淮海西路证券营业部、上
海民生路营业部、上海荣乐东路营业部、太仓扬州路营业部，在上海地区全力打造
差异化精致服务品牌，凭借高绩效的经营管理、高品质的产品服务和高素质的员工
队伍，确立了上海地区的翘楚地位.
通过团队间的精诚合作，国信证券上海分公司所辖营业部的业绩指标，包括客

户数量、交易总量、利润率等在上海地区名列前茅。其中上海北京东路证券营业部
是国信证券最早进入上海市场的营业部，经过 19 年的耕耘开拓逐渐成长为上海地
区的龙头营业部。

| 公司网址川~叫- 单位地址:战市黄浦区北京东路俐号附京城础叫

2、场外市场业务 - 法律核查岗 (2 人)

· 工作职责
l 负责拟上新三板项目的前期尽调工作，为拟挂牌公司提供法律顾问服务，为已完成的新三板项目提供后续辅导;
2. 组织召集内核会议，综合内核委员的意见，制订最终备案文件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提供报备，根据协会的反馈意见进行补充尽职
调查;

3. 审核挂牌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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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l.具有初始学历为 2门工程重点学校本科及以上法律等相关专业学历;
2. 通过司法考试，具有律师事务所工作并参与过 IPO/ 新三板项目，能独立进行企业尽职调查法律部分工作;
3. 思维敏捷，善于沟通交流，较好的文字及语言表这能力;
4. 品行端正，较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 熟练使用 office、word 办公软件，

6. 认闰我司的企业精神、核心理念和发展目标;
7 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职业道德和进取心，具有超越同业、竞争胜出、追求卓越的信念与实力。

5、金融工程程序工程师 (1 人)

· 工作职责

1.负责信息系统的程序开发和维护，根据设计文档及架构要求，对系统进行研发，测试及优化;
2. 负责系统指定模块的编码工作，协助客户、金融工程团队共同完成项目，
3. 负责撰写模块的详细开发文档，
4. 负责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5. 负责证券期货高速行情接口以及 FIX 直通交易系统开发;
6. 负责服务量化交易客户，及时发觉客户专业需求。

3、 企业融资项目经理(3 人)

· 工作职责

1.负责开发、引进、承揽企业融资类项目;
2. 参与项目谈判，负责项目承揽后的日常沟通、尽职调查及双目后续推边等工作;
3 负责项目方案拟定，对项目公司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设性分析报告;
4 完成公司制定的业务考核指标及;
5 领导安排的其他事宣.

· 任职要求

1.具有 211 工程重点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金融行业经验;
3. 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拥有银行、信托、基金子公司资源者优先;
4. 性格开朗、外向，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5. 具备很强团队协作精神.有奉献精神，学习能力强;
6. 通过证券从业资格考试。

·任职要求

1.具有计算机、软件工程、数学、金融工程等全日制"211 工程"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具有良好的数据处理和编程能力，熟练掌握常用开发工具/语言(至少两种)，如: VBA、MATLAB庆、C朴、Java、lua、 Python 、
SAS ， Excel 等，
3. 具备良好的文档和代码编写习惯;
4. 具有良好的逻辑推理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洞察力和总结归纳能力，较强的独立分析能力;
5. 具乎寻较强的沟通和协调能力，团队精棉强，自我学习能力;
6. 了解证券和期货市场，对金融工程有浓厚兴趣;
7.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4、理财顾问 (10 人)

· 工作职责
1.服务并开发客户，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进行人性化的客户关系管理，
2. 分析客户的综合理财需求，进行客户分类，制定相应的服务策略，
3. 结合公司产品特点，为客户制订资产配置方案;
4. 有效完成公司制定的考核指标.

· 任职要求

1.具有初始学历为金融、投资、财务、会计等经济、金融类专业211 重点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金融行业投资、理财岗位经验者优先;
3.具有服务意识，良好的客户沟通、人际交往及维系客户关系的能力;
4.诚实守信，为人漾虚、勤奋努力，具有高度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度的工作热情;
5.能承受较大压力，吃苦耐劳，有强烈的进取心 i
6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课程考试者优先。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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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全
国首家由财政国债中介机构整体转制而成的专业证券公司。
公司成立于1988年，前身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四川

二~ . 省财政出资兴办的囚川省川|财证券公司.
、总是S霸占R 经过二十余载的变革与成长，现今公司E发展成为由中
主萨三气/ 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等资本
和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共同持般的证券公司， 公司一贯
秉承诚实守信、专业运作、健康发展的经营理念，矢志服务
客户、服务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
'公司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国债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

1 、 基金销售助理(机构业务部) (2 人) 工作地点上海、北京、涮11

· 工作职责

1.协助基金销售经理承担本地区基金业务的年度经营指标，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确保年度目标的完成;
2. 负责将研究所研究成果及时提供给机构客户，组织分析师路演;
3. 根据客户要求安排组织基金经理、研究员开展专题研讨、专项调研活动，
4. 了解公司各类研究报告、各种理财产品，对营销产品的风险、收益、结构有充分了解，根据客户需求适时推介;
5. 及时向负责人反馈客户其他需求。

·任职要求

1.金融、经济或管理类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客户服务意识;
3. 具有市场开拓能力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
4.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 具有公募基金销售服务经验者优先考虑。

2、机构销售助理(机构业务部) (2 人) 工作地点上海、北京、涮11

·工作职责

1 协助机构销售经理根据部门业务规划，选择合适的营销渠道，拟定客户渠道开发计划、目标及方案;
2. 协助机构销售经理对客户渠道开发谈判.并对已经开发的客户定期回访和维护，重点开发银行、信托、保险、财务公司、私募基金、
PE/VC 等渠道;
3. 负责协调、维护与客户的关系，深度发掘重点客户资源，开拓财富管理机会;
4. 与银行、信托公司、券商资管、资产管理公司等合作方协调沟通，推进投融资项目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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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1.金融、经济或管理类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了解营销渠道和运营体系，具有广泛人脉关系(银行、信托、券商资管、保险、财务公司等)，能够独立进行业务的拓展和客户的维
护;
3. 具有较好的市场开拓能力、沟通能力和关系管理能力.
4.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 具有金融机构工作经验者优先(有银行、信托、券商资管、保险销售经验)。

3、 投资银行业务助理(机构业务部) (3 人) 工作地点上海、北京、刺11

· 工作职责

l新三板企业前期承揽工作;
2. 负责挂牌项目尽职调查，起草尽职调查报告，制作申请文件;
3. 协助公司投行部门完成 IPO 及并购相关事项.

·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正规本科以上学历，金融、财经、市场营销类相关专业;
2. 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强;
3.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4.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4、资产管理业务助理(机构业务部) (3 人) 工作地点.上海、北京、涮11

· 工作职责

1.从事股权质押项目承揽及前期企业资料收集整理;
2. 与公司内部资管部门及外部金融机构沟通，获得质押资源等.

· 任职要求

1.全日常l正规本科以上学历，金融、财经、市场营销类相关专业;
2. 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强;

3.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4.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5、信托业务助理(机构业务部) (3 人) 工作地点上海、北京、涮11

· 工作职责

1.从事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创新工作，设计产品等，
2. 与企业沟通，挖掘企业金融需求，对接证券公司资源;
3. 对相关企业进行需求调查，提供行业发展状况及未来资本运作规划报告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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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正规本科以上学历，金融、财经、市场营销类相关专业;
2 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强;
3.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4.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6、 行业研究员(研究所 )(10 人) 工作地点:上海、北京、深圳

· 工作职责

1 .对细分产业进行产业研究，跟踪行业的全球发展趋势和政策变化 i
2 .对相关产业的公司进行研究.

· 任职要求

l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在学术重要期刊有发表论文优先;
2 财务研究工地强，具有 cpa 等注册会计师资质的优先;
3 具有相关产业和研究咨询经验优先;
4.踏实努力，性格开朗，做事积极主动。

• 

Zhe Jiang MinTai Commercial Bank 

G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MTi3 ZHEJ'ANG M.NTA' COMMERC'AL BA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总行

噩噩童画圈· |公司网址川rJJ川l'm'l'IIi'mIm础- 单位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平区丹桂街叫嘉国际大厦 I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下称:民泰银行)创立于 2006 年 8 月 18 日.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股份制商业银行。民泰银行现有员工 5200 多人，内设 20 个职能部门，下设一个营业部，设有台州管理部及杭州、舟山、成都、宁波、
上海、义乌、嘉兴、绍兴、温州、衙州、丽水(筹)等门家分行和 90 余家支行(含筹) ，在浙江、江苏、重庆、广州等地主发起设立了 9 家
民泰村镇银行。连续六年监管评级为二级，民泰银行业已成为一家治理规范、经营灵活、内控有效、特色鲜明、服务和效益优良的现
代商业银行，自 2010 年连续 4 年跻身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 10∞强".

E茵茵茵圃·

1 、风险控制类

· 工作职责

风险管理、授信管理、检查辅导等风险控制相关工作.

· 任职要求

金融类、经营类相关专业，有金融行业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2、产品研发类

· 工作职责

牵头产品研发前期调研、外部沟通、部门协调、制度和j定、产品上线、产品推广及后期维护等相关工作。

· 任职要求

金融类、经管类相关专业，有金融行业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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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总行 I Zhe Jiang MinTai Commercial Bank 

3、信息科技类

· 工作职责

1.根据各业务条线产品需求，组织产品开发与测试;
2 负责各类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工作;负责信息安全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备份工作;
3. 负责科技设备和软件产品采购工作

· 任职要求

计算机相关专业，有金融行业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4、人力资源类

· 工作职责

绩效考核、组织架构管理及流程管理等人力资源相关工作。

· 任职要求

管理类相关专业，有金融行业、大中型企业人力资源工作经验优先。

5、 综合文腿类

· 工作职责

全行各类文字材料撰写、公文核稿、调查研究等工作.

· 任职要求

金融类、中文类相关专业，具备基础金融理论知识，有金融行业、大中型企业行政文秘工作经验优先.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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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银行，全称"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不断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依托苏州经济强大后盾应运而生，经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于2010年9月 28 日正式挂牌开业，成为苏州地区唯一一家总部设在苏州的城市商业银行。经过三年多的发展，
苏州银行现已拥有 128 个服务网点，下辖总行营业部，苏州、宿迁、淮安、常州和南京 5 家分行， 8 家直属支行，75 家二级支行、 35
家分理处、 2 家社区支行和 2 家小微支行，机构覆盖苏州大市;同时发起设立 4 家村镇银行;入股 2 家农商行。成立之时，注册资
本 30亿元。截至 2014 年 8 月末，苏州银行总资产这 2014.95 亿元，本外币存款余额达 1186.77 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这 610.51
亿元，主要监管指标优良，发展态势良好.核心战略是·在"十二五"期间，坚持"立足苏州、面向江苏、辐射长三角"的中期发展战略，
专注于"服务中小、服务市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定位，用 3-5 年的时间，在"小微、三农、零售、文化金融"等选定的领
域精耕细作，机构网点实现江苏省主要地级市和苏州市辖区主要建制乡镇的覆盖，坚定战略，不动摇，不摇摆，咬牙坚持，加快形成
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以小为美、以民唯美"、特色经营、效益优良、有品牌影响力的商业银行.

噩噩噩噩噩

本次招聘各类中高端管理岗位若干，如对苏州银行有意者，可至展位处详细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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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级客户经理 (2 人)

· 工作职责

l 了解客户金融需求，制定营销跟踪方案;
2. 企事业单位公司业务(包括存款、贷款、外汇业务、
中间业务、投行业务等)的开发、维护、拓展;
3. 针对上报项目进行尽职调查，撰写尽职调查报告;
4. 认真完成信贷项目调查，准备授信申请报告，做好
贷后管理工作等;
5. 完成上级及本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和任务.

2、客户经理 (2 人)

· 工作职责

圃理司面殖.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30 日，总部设在天津，由天津泰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渣打银行(香港)
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宝钢集团有限
公司、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等国内外著名企业投资成立，目前已在全国
22 个重点城市开设了 14 家一级分行， 6 家二级分行和 77 家支行，渤海银
行上海分行于 2009 年成立，办公地址位于浦东陆家嘴银域中路 68 号时代
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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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1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2 性别要求:男女均可;

3. 专业不限;
4.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内;
5. 职业经历·银行金融同业 5 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市场营销岗位
经历至少 2 年;
6. 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和一定的业务储备。

1.搜集市场信息，联系拜访企事业单位，了解客户金融需求，制定营销跟踪方案，
2.企事业单位公司业务(包括存款、贷款与其他对公业务)的开发、维护、拓展;
3 针对上报项目搜集资料并进行尽职调查，撰写尽职调查报告;
4.认真完成信贷项目调查，准备授信申请报告，做好贷后管理工作等;
5 完成上级及本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和任务。

· 任职要求

l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研究生优先考虑;
2. 性别要求:男女均可;
3. 专业要求:金融，经济，商贸、管理、法律等相关专业;
4. 年龄要求: 32 周岁以内;
5. 职业经历:银行金融罔业 2 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市场营销岗位经历至少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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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Overseas Bank (China) Limited I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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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银行有限公司(大华银行)是亚洲银行业的翘楚，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 500 家办事处，遍布亚太、西欧、北美 19 个国家
和地区.自 1935 年注册成立以来，大华银行通过有机增长和一系列的收购不断成长.大华银行立足于亚洲，除了分布广泛的分支
机构，还在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成立了子公司.

大华银行获评为世界顶尖银行之一·获穆边给予 Aal 评级，标准普尔和惠誉分别给予 AA- 评级，

E醒冒盟国·

1 、 高级客户经理

· 工作职责
1.通过银行提供的外部营销活动开发潜在高端客户，完成每月销售指标，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2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以建立并维系与其良好的合作关系;
3. 与理财经理紧密合作，共同服务潜在客户，满足客户的理财需求;
4. 严格遵守并执行个人金融服务部营销纪律指引，合规销售，并符合销售流程的要求;
5. 在销售服务过程中遵照监管和银行合规以及营运的标准;
6. 向相关部门反映客户意见和市场信息以便于推动产品升级和改善服务。

·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具备金融行业基础知识，
3. 良好的英语沟通表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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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I United Overseas Bank (China) Limited 

2、理财经理

· 工作职责

l 通过向客户介绍和推荐银行产品及销售理财产品来达到销售指标，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银行会定期评估和调整销售指标;
2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以建立并维系与其良好的合作关系;
3，严格遵守并执行个人金融服务部营销纪律指引，合规销售，并符合销售流程的要求;
4 及时处理解决客户投诉;
5， 能为客户提供量体裁衣化的咨询式银行服务，根据客户需求和风险偏好程度提供最适合的产品，满足客户的理财需求.

· 任职要求

L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具备金融行业基础知识;
3，具备优秀的团队合作精神和优秀的沟通与人际技能;
4，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和销售精神，深入了解银行产品和服务以及相关的分行营运，流程，系统等.

3、销售支持主任

· 工作职责

L 积极配合产品部及销售部开展个人业务，努力促进该业务的销售及贷后服务质量 ;
2. 负责个人业务的相关申请文件的收集，整理及检查等职责;
3. 严格依照并遵守相关法规及银行内部操作流程对个人业务进行操作;
4. 与个人业务相关的部门建立良好的工作合作关系;
5. 维护相关业务报表，按要求及时上报有关监管报告及银行内部其他业务报告.

· 任职要求

l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具备金融行业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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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W I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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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 1998 年，系以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主投资组建的银
行业金融企业。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员工 49 人， 2013 年年末资产总额 103. 1 7 亿元，当年实现净利润 2.11 亿元。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以立足浦东、服务集团为宗旨，在新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浦发集团强有力的领导下，公司以建设"具

有浦东特色，国内一流财务公司"为目标，着力打造集团结算信息管理、集团资金运作管理、集团凤险监控、集团筹融资管理和集团
金融入才储备等五大功能平台，全力为集团和各成员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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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险管理岗 (1 人)

·工作职责

1.负责信贷、资金和投资业务凤险和合规审查并提出独立风险合规意见;
2 负责组织内控建设，推动内控落实与检查;
3 负责风险监控指标计算与动态监测;
4.负责定期撰写风险管理和合规评估报告，做好资产分类复核;
5.配合部门内或其他部门完成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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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PDCW 

· 任职要求

1.金融、经济类、法律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熟悉金融、投行业务，了解并掌握金融行业和监管机构的各项法律法规;
3.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及团队精神，工作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及文字表这能力。

2、投资运作及投行项目经理岗 (2 人)

· 工作职责

1.结合国家金融政策、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对有价证券市场进行跟踪研究分析;
2.完成相关项目的各种投资分析报告、投资方案与计划书等文案工作;
3.负责公司投资项目的操作运行，对操作过程中的各类风险进行监控;
4.负责公司投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投资发展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为公司项目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5.完成部门的各项其他事务.

· 任职要求

1.经济、金融、法律类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双学士本科学历.
2.熟练掌握投资投行业务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
3.具备独立分析能力和良好的文字写作能力;
4 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和执行力;
5.具有良好团队协作精神和服务意识;
6.持有 CPA、CFA 等相关资格证书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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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Electric I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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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中国最大的装备制造业企业上海电气
集团控股，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支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公司注册资本十五亿元，资产规模逾三百亿元，利润总额超亿元。
作为上海电气金融服务业的核心载体，公司以"与中国实际接轨的全球装备制造业金融产业最佳典范"为愿景，始终坚持服务

集团、产融结合的理念，不断创新、拓展经营，扩大合作，优化服务，整体实力跻身中国财务公司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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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培训11生 (4 人)

· 工作职责

1.定位于培养服务集团的专业金融入才;
2. 参加管理培训生轮岗计划，安排于各业务及相关职能部门轮岗实践，接受专业技能、管理技能、职业素养、企业文化等内容的培训
学习以及所在部门重点项目;
3. 轮岗期间配备工作导师进行技能带教和经验传授。

· 任职要求

1.金融、财经、数理类硕士研究生、 MBA;
2. 优秀的学业记录，出色的学习能力;
3. 良好的中英文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
4. 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
5. 具备金融从业经历或具CFA、 CPA等金融领域相关证书者优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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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 Anbang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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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保险集
团")是中国保险行业综合性大型集团公司之一，旗下有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等多家子公司，目前拥有财产险、人寿险、健康险、养
老险、资产管理、金融租赁、保险代理销售、保险经纪等多
种业务。自成立以来，安邦保险集团发展迅猛，旗下各公
司 3000 多个营业网点遍布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是全
国分支机构最全的金融服务集团之一。

「公司网址 http://www.onb叫~JI!l!1l!l!l!IUl 白白·北京市朝阳区时大街向酬保险大厦上海市浦东南黯 IIII~号嘟尔多斯大厦 ílJ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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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用险总监 (5 人) 办公地可选择集团总公司(北京)及上海、广东、深圳、香港各主体公司·

· 工作职责

1.负责当地市场及产品的调研，分析已有产品在当地市场销售表现，为集团进行产品开发提供依据;
2. 负责信用保证险业务在当地的品牌形象管理及公共关系建立，
3. 负责政策制订与目标设立，贯彻集团战略部署与政策方针，对信用险业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和全面性进行核实;
4. 负责落实、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体系，防范操作风险;
5. 配合集团高管建立核心管理团队，负责信用险部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对成本、效益负责，完成保费目标;
6. 统筹、调度、协调各团队之间的工作，指导信用险业务人员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7. 负责分公司风险管理指导和归口管理;
8. 授权处理的其他重要事项。

· 任职要求

1. 35岁以上，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金融、财务、法律、管理等相关专业;
2. 8年以上知名金融、投资、担保行业相关从业经验，有信用险项目成功案例;
3. 熟悉国家产业、行业政策与法律法规，熟悉银行信贷、金融市场投融资业务和流程;
4. 具有较广泛的社会资源和项目来源;
5 形象气质佳，具有团队精神和较强的组织、计划、协调能力;
6. 具有出色的个人和商业成就履历.

2、 人力资源总监 (5 人) 办公地可选择集团总公司(北京)及上海、广东、深圳、香港各主体公司。

· 工作职责
1.通过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与发展体系并实施，为业务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保障;
2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发展，并组织实施战略，开发短、中、长期人力资源，合理调配公司的人力资源;
3. 向公司高层提供有关人力资源战略、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建议，致力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管理水平;
4. 负责推动人才管理项目，包括领导力发展模型的建立与持续优化、高潜质人才选拔标准建立、核心人才评价、核心人才激励与培
养、人才梯队与继任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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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banggroup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构建和完善适应公司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招聘规划、绩效管理、员工激励、员工发展、员工关怀和再配置等模块)，负责
对人力资源相关模块工作的管理、执行、监督和完善;
6. 负责分解公司战略目标，制定有效的绩效管理体系和制度，组织开发与建立考核信息系统，指导各部门开展绩效考核工作，合理
运用绩效结果，撰写分析方案;
7 负责员工关系管理，建立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平台，
8. 组织制定人力资源工作发展规划、计划与预算方案，有效并合理控制人力预算，并监督各项计划的实施;
9. 负责部门管理工作及人员工作指导，

· 任职要求

l大型金融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经验十年以上，
2.具有战略、策略化思维.有能力建立、整合不同的工作团队;
3.熟悉国家、地区及企业关于合同管理、薪金制度、用人机制、保险福利待遇、培训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4 原则性强，客观、公正，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5.具有很强的统筹计划和推动实施能力，计划性和实施执行的能力强;
6.较强的对经营的理解能力;
7.男士身高175cm以上，女士身高165cm以上，形象气质佳。

3、财务总监 (5 人) 办公地可选择集团总公司(北京)及上海、广东、深圳、香港各主体公司。

· 工作职责
1.参与公司战略决策、投资决策和其他重大决策，从财务、资本、风险控制、政策等方向提出前瞻性的预警和措施;
2. 根据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完成公司财务战略的制定、财务管理及内部控制工作.筹集公司运营所需资金，完成企业财务计划，为公
司的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等事项提供财务分析和决策依据;
3. 建立、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负责监督公司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
4. 协调组织编制公司全面财务预算，协助确定公司经营目标;负责财务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经营成果的考核工作;开展经济活

动分析和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及时向领导提出合理化建议;
5. 有效监控和预测现金流量，监测公司各项财务比率，确定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统筹管理和运作公司资金并对其进行有效的风险
控制;
6. 定期与公司内部部门之间保持沟通，实现动态管理;
7. 负责计划财务部的日常管理工作，并进行员工队伍建设;
8. 进行税务筹划，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及税收政策制订税务筹划方案;
9. 负责组织施内部审计并配合外部审计工作;
10 与外部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保持良好关系，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 任职要求

1.30岁-45岁，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管理、投资项目管理等相关专业研究生以上学历，重点院校者优先;
2.10年以上金融行业工作经验. 6年以上投融资、贷款项目管理工作经验. 5年以上投融资、贷款高层管理工作经验;
3.有完整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信托管理，贷款管理， 上市公司运作的项目经验;
4.在国内外资本市场、银行、上市公司、投资机构、信托等行业中有广泛的社会资源背景;
5.熟悉国家货币及财政政策，熟悉国内及国际资本运作、产权运作相关制度与流程;
6.具有战略投资或融资分析、项目谈判、资源整合等综合知识和能力，
7.熟知相关财税的政策法规并具备出色的财务管理经验;
8.具有优秀的领导能力，良好的组织管理和公关能力，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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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nbanggroup 

4、 工、 农、 中、 建、 交、 招、邮储、 股份制等银行渠道总监 (若干) 办公地可选全国 42 家分公司

· 工作职责

1.根据集团整体业务经营发展战略，制订本银行渠道业务发展目标和经警策略;建设和维护本渠道日常合作关系，推动本渠道银
保业缕的持续稳定增长，确保团队及个人核心考核指标的这成;
2. 完成本渠道合作协议的签订与续签工作，积极寻求银保业务合作空间的拓展，为本银行渠道未来的纵深发展奠定坚实的合作基
础;
3. 本银行渠道维护，总行相关部门日常合作关系，联合总行制订并发布阶段性业务激励方案，筹划并组织重点渠道全国性业务推动
会议;
4. 借助本渠道总行合作关系，协助推动各地分公司中行渠道业务合作进程，
5. 按照本渠道要求，定期整理并报送业务信息和相关数据 i
6. 贯彻集团战略部署与政策方针，统筹规划中行渠道业务发展，定期召开业务经营分析会议，分析内外部市场竞争环境，拟定各阶
段经营发展策略;
7.1辈子片区督导制度，搜集并汇总各机构中行渠道业务发展问题，及时解决各地中行渠道业务发展瓶颈问题.督促核心业务指标的
达成，
8. 制定内部团队营销激励方案，阶段性推动全国中行渠道业绩达成。追踪并跟进各类营销激励方案，营造内部竞争氛围，全面调动
基层团队营销积极性;
9. 根据集团十人制团队管理模型.分渠道建设十人展业团队，落实入网匹配工作。

· 任职要求

l. 32岁以上，具有保险、金融、经济管理、法律、投资、财会类专业硕士或以上学历，海外名校毕业优先;
2. 具有保险或相关金融机构5年以上同级管理经历，担任分公司总经理或总部副总及以上职务3年以上;有银行渠道资源者优先;
3. 具有良好的项目执行和协调运作能力，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和企业运作及各部门的工作流程;
4 对保险相关领域有充分认识与理解，有丰富业务创新能力与市场刑石能力及管理经验;
5 知识面广，善于沟通和交流;思维敏捷，责任心强，作风踏实，有敬业和团队协作精神;
6. 具有出色的个人和商业成就履历.

5、工、 农、 中、 建、 交、 招、邮储、股份制等银行渠道经理(若干) 办公地可选全国 42 家分公司

· 工作职责
1 负责开展与银行多种金融产品的共赢合作，参与规划、设计、方案制定，及时跟进与执行公司销售计划，确保负责公司销售渠道的
畅通;
2. 依据总体销售目标及策略组建销售团队，合理安排团队资源及费用，管理团队成员，使团队保持积极向上的氛围，培训11提升团队
成员的各项技能;
3. 掌握同业公司在合作银行渠道的动态，负责整个市场调研和市场分析、销售年度的预测、销售目标的制定及分解、销售队伍的组
建、对销售渠道和客户的管理，
4. 负责银行合作渠道的开拓，与银行渠道各层级建立良好的银保合作关系，
5. 积极开拓新客户、新市场，管理已有客户，制定所辖客户销售计划。

· 任职要求

1. 28 岁以上硕士，5 年以上工作经验， 2门院校优先;
2 金融、管理、经济学、保险、市场营销相关专业;
3. 企业规模在 1000 人以上，具有人保、人寿、平安、太平、泰康、阳光、生命、新华、太平洋等保险企业从业经历及团队管理相关岗位
工作经验者优先;
4 具有世界 500强企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5. 具有强烈的营销意识和意愿，性格开朗，喜欢挑战，善于沟通 e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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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banggroup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信用险经理 (42 人) 办公地可选择集团总公司(北京)及上海、广东、深圳、香港各主体公司。

· 工作职责
1.寻找潜在的项目机会，拓展客户项目渠道，在双方有合作意向的前提下起草项目信贷报告，并对可行性项目逃行实地调查;
2. 带领团队开展业务营销和大客户开发维护工作，负责大中型银行授信合作后维护和项目落地工作;
3. 对于评审会审批通过的项目，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相关承保前工作;
4 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保后监管和承保到期后的相关工作;
5. 对承保项目进行全过程跟踪监控，及时提出处理意见指导部门员工对项目风险进行保前识别判断、保中监督检查及保后处理等
工作;
6. 负责本部门内的日常管理工作、与其他部门的协调以保障部门顺利完成业务指标。

· 任职要求

1.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年龄30岁以上，经济、金融、管理、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2丰富的信用险或银行工作经，验熟悉银行信贷知识，了解信贷流程，在银行、保险公司等相关行业担任过总经理、副总经理
'具备管理经验的应聘者将被优秀考虑;
3.熟悉房地产开发、能源、汽车等行业特性，具有独立分析判断企业贷款、经济效益及经营风险的能力，并能熟练掌握行业分
析、企业财务分析等相关知识，
4.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较强的职业化程度，能够出色完成工作任务;
5.具有较强的沟通及公关能力和良好的团队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及品行，勤于学习。

7、财富管理经理(5 人)

· 工作职责
1.全面负责集团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管理工作，对财富管理中心经营情况负责;
2 负责制定财富管理中心发展计划，并带领团队完成既定的经营目标;
3 在合适时候，可根据团队情况，进一步开拓区域内其他市场;
4.根据客户的资产规模、生活目标、预期收益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需求分析，出具专业的理财计划方案，推荐合适的理财产品
5.通过调整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保险等各种金融产品的理财产品比重达到资产的合理配置，使客户的资产在安全、稳健的基础
上保值升值;
6 定期与客户联系，沟通理财产品的收益情况，向客户介绍新的金融服务、理财产品及金础市场动向.维护良好的信任关系a

· 任职要求

1 金融、经济、营销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2. 5年以上银行、证券、保险工作经验;
3 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投资等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深厚的行业与公司研究能力，敏锐快捷的市场反应能力和较强的风险
控制意识;
4. 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分析判断能力，良好的公众演讲能力和沟通能力;
5. 取得金融业专业资格认证者优先 (CFA CFP RFC CWM等) ; 
6. 具有全面的经济金融知识，熟悉金融市场状况及私人银行业务类型、流程和风险控制，具备较强的市场意识，对私人银行业
务竞争状况、细分市场及政策环境等有着深入的了解，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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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I Alli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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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联集团至今已有 120年的悠久历史，全球最大的保险和资产管理集团
之一。2014 年位居《财富到00 强第 31 位.作为享誉盛名的保险业巨头，安联
集团为过半的世界 500 强提供保险服务，同时投资多个行业，持有西门子电
气、大众汽车、宝马汽车等多个著名集团的股份。安联集团也是 Fl :全球合作
伙伴，连续 11 年赞助 Fl 赛事，更是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顶级合作伙伴，冠名
慕尼黑安联体育场。

1999 年安联集团进入中国，与"中国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成立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公司"并在上海设立中国区总部，目前在上海、广东、浙
江、囚Jl I、江苏、深圳、北京和山东设立了 8个省级分支机构，并在近 40 个城
市开展业务，为全国客户提供专业的保险产品和服务.

| 公司网址 www.allianz ∞lïJlIl!j] 单位地址上海浦东南路~刊上海国际大厦 ' 

EE国噩国·

1 、 营销员渠道管理培训11生

· 工作职责
1.熟练掌握数据管理技能，利用数据挖掘，深度挖掘客户需求;
2 善于利用微信等新型信息交互平台，开发利用，做好客户互动及公司信息传播，同时挖掘客户资源;
3.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管理需求，提出相关应用软件开发需求并配合实施;
4. 完成上级主管指定的其包工作.

·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电子商务或IT相关专业优先;
2.对电子商务和网络应用方面有强烈兴趣;
3.好学，性格外向开朗，思维活跃;
4.沟通能力强、工作积极主动.

2、 银保渠道管理培训生

· 工作职责
1 计划和编制执行 为所负责银行渠道制定年度目标及行动方案，对该渠道业绩达成保持跟踪并提供改进方案，积极推动分公司
合作;
2. 业务关系发展:促进并拓展全国范围内与银行的合作关系，协调各分公司解决业务推动中与银行业务合作中的问题;
3. 业务分析推动:制定适当的银行渠道绩效管理和跟踪体系并予以推进，收集、分析与银行合作的竞争者的信息，提出提升方案;
4. 客户服务:不断提离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任职要求

l 本科以上学历，金融保险等相关专业优先，
2 业务敏锐性高，市场洞察力强;
3 优秀的分析能力;
4. 较强的沟通表这和问题解决能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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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z I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3、 产品管理

· 工作职责
1.Utilizing research tools and research function suppo叶， design product. 
2.Define the product selling point and launch material prepara•ion incl. selling ki怡， poster, adver•isement etc. 
3.Execute the product promotion programs with alignment and communication to channel and branch oHices 
4.Prepare product promotion material and track the execution. 
5.Suppor•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to do product performance tracking and analysis. 
6.0nline Quotation System Optimization. 
7.0ther responsibili• ies and tasks assigned by supervisor and department. 

· 任职要求

I.Bachelor degree at least preferred with Actuary related major. 
2.Experience of customer insight exploration, product feature quantification, unique selling point formation, by 
working with research group. 
3.Befamiliαr with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4.1-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in respective profession preferred in insurance company or retail banking, et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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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ind Information Co., Ltd 

近200所合作院校
J 

以实际行动创造价值

中国领先的1T教育整体解决方案的领航者

$ 4, 

噩噩噩噩殖. |公司阳(JMOß9E41:Ui.ItIl.liOCG 单位地址服市浦东新回山路时建工太阳11.. 

上海万得信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Wind 资讯)是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龙头企业。
Wind 资讯拥有 1200 多家行业和机构客户，包括国家金融监管部门、 100%的国内基金公司、 100%的全国性商业银行、85%的

国内证券公司、 75%的 QFII 机构、 60%的国内保险公司。在金融财经数据领域， Wind 资讯己建成中国最完整、最准确的以金融证
券数据为核心一流的大型金融工程和财经数据仓库，数据内容涵盖股票、基金、债券、外汇、保险、期货、金融衍生品、现货交易、宏观
经济、财经新闻等领域，新的信息内容在第一时间进行更新以满足机构投资者的需求。

E西茵茵圈·

1 、商务拓展经理 (80)

·工作职责

1.日常运营:通过群、微信、微博等进行线上日常运营，为用户提供优质、有效的行业内信息.扩大万得市场在业内声誉;
2.活动运营·不定期的组织线下对接活动，处境平台用户交流和业务达成，提升平台价值;
3.发展维护重点合作机构关系，同各股权交易所、产权交易所、金融资产交易所进行定期对援，维护合制l构关系;
4.运营分析策划，从蚊据角度针对各市场进行运营分析，针对市场情况进行活动策划。

· 任职要求

1.重点院校金融专业本科以及本科以上学历，熟悉金融投融市场运作规则;
2. 口头表达能力强，文字功底扎实，能够适应经常出差;
3.具有金融领域活动策划经验优先

Wind Information Co., Ltd 

Wirul翼翻

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产品经理

· 工作职责

1.定期调研拜访外客户，理解市场生态，关注市场动态，研究市场走势，
2.结合市场需求，设计、改进外汇相关的功能模块、计算方法、模型等
3. 参与运营、培训等推广工作。

· 任职要求

l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金融投资基础知识;
2.熟悉银行阀、交易所债券市场及市场成员，具备研究能力;
3.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培训讲师

· 工作职责

1.参与实施多种类型的培训活动，树立 Wind 资讯的培训品牌，
2.根据具体项目要求，设计和编写培训教案;
3. 发挥专业领域特长，创建富于创意的培训课程;
4 对各类投资者、金融从业人员、公司员工等进行专业知识、金融软件应用技巧、投研方法辅导等培训11.

·任职要求

1 勤奋踏实、好学上进、乐于分享、有强烈的事业心;
2 财经、金融等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
3. 品貌端正、普通话标准，较强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及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4. 职业操守良好、富于责任感、具有拚搏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并且能够适应快速的工作节奏和强大的工作压力;
5. 逻辑思维能力强，熟练掌握WORD、 POWERPOINT、 EXCEL等办公软件.

:t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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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I Shanghai Aijia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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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u公司" )创建于 1979 年 9 月，其前身上
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是以刘靖基等为代表的上海市原工商业者和部分境
外人士共同集资创办的企业。公司于 1992 年 9 月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后，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是市管金融企业。
公司下属六家核心控股企业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爱建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爱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爱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
爱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爱建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事业凝聚人才，人才成就事业.公司诚邀优秀金融专业人才2日盟，共同推动

事业发展。

·~冒~四'.'II'l'I理…·罩罹珊-军唱军事冒震主事蜜盟军罩

1、合规与风险管理总部副总经理(1 人)

· 工作职责
l 协助合规与风险管理总部总经理对部门进行管理，按照分工负责部门相关工作;
2. 参与公司合规与凤险管理制度及其体系建设，参与公司内控工作，开展重大业务的合规审核和风险防控;
3 开展合同管理和法律事务管理等
4. 完成合规与风险管理总部总经理交办的其他工作.

·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经济、管理、金融、财会或法律等相关专业背景，具有经济、管理、金融、财务或法律等专业相关资格~;
2.10 年以上工作经验，3 年以上法律或企业凤险管理相关岗位任职经历，熟悉金融、投资企业、不动产企业及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
规及管理.

2、审计总部副总经理 (1 人)

· 工作职责
1.协助审计总部总经理对部门进行管理，接照分工负责部门相关工作，参与公司审计制度的制订、实施与监督，
2. 承担财务审计、内控审计、责任审计、专项审计及监督审计整改等工作
3. 完成审计总部总经理交办的其他工作.

. 任职要求

l 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审计、财会、经济、金黯、管理等相关专业背景，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 CIA、CPA 等证书;
2 . 10 年以上工作经验，3 年以上企业相关岗位任职经历，熟悉审计工作• 

. • 

Shanghai Aijian Limited 

3、上海爱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 人)

·工作职责
1.协助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根据股份公司战略定位与业务发展规划;

rî1ltl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2. 通过发起设立各类基金，从事股权、债权投资等资产管理业务，提高经济效益，确保资产保值增值。

· 任职要求

1.具有金融、经济、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背景;
2.长期从事银行、证券、投行、私募股权投资等金融领域，3 年以上股权投资行业中高层管理职位任职经历，了解国家相关法规、政策，
熟悉国内外行业和市场情况等.

注 : 公司本部、子公司中层及以下干部、 员工目前同步招聘中，对公司有意者可至展位处投递简历，公司

根据工作情况择需安排面试。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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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团

E~冒回

GCL 

公司网址 http:/ …~…ml 单位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时土海环球金融中心叫 • 

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团")是一家专注于清洁能源与新能源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能源集团公司:是中
国最大的非公有制环保电力控股企业;全球最大的光伏材料制造商。协鑫集团自创立以来，始终秉承"把绿色能源带进生活"的理
念，持续为社会提供优质的能源与服务，通过创新驱动、追求卓越，致力成为最受尊重的国际化清洁能源企业。

EEE噩噩

"鑫英汇计划" (10 人)

· 工作职责

复合型管理人员{具体岗位包括运营、财务、审计、文化、人力资源、IT、行政、对外关系、投资、产权管理)

· 任职要求

1.世界五百强企业或国内知名企业3年以上中层管理经验，
2. 海外背景、集团总部工作经验优先

. • 

d号:

Shanghai Yunfeng (Group) Co., Ltd 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

噩噩丑理理·

云峰集团是世界 500 强企业一一绿地控股集团旗下最大的综合性现代企业集
团，自 1998 年创立以来，通过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并举发展，已形成了能源产业和
房地产为主业，汽车服务、现代物流等多元发展的产业布局"云峰集团"被认定为"
上海市著名商标"。公司立足上海，面向长三角，辐射全国，业务覆盖上海、北京、广
州、长沙、南京、厦门、郑州、贵阳、呼和浩特、成都、西安、武汉、连云港、黄山、常州、临
汾等 30 余个城市，2013 年营业收入超过 800 亿元。
面向未来，云峰集团坚持以打造百年基业为目标，加快推进"高度专业化，适度多

元化"发展战略，以归零心态，高效推动打造核心竞争力战略、人才强企战略和信息
化战略，致力于实现员工成长、客户满意、企业发展、社会进步的多赢，领创无限价
值，释放无限梦想，成就无限可能。

| 公司网址;叩/…川f叫(!~∞时 单位地址:上海市闵行回中路w;]号云a!:II

E盟冒盟国·

1 、 产业公司总经理 (1 人)

·工作职责

1.承接和推动云峰新时期文化与价值观落地，确保各公司人员及资产安全;
2. 在集团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纲领的引领下，分析、审阅财务状况，制定、更新财务、业务经营流程管理;
3. 负责专业化拟定所在公司业务中长期经营策略落地，做好投、资运营及预算管理;
4. 负责向各下属公司管理团队分配各项安全、经营指标，带领、督导各下属公司及管理团队出色完成年度计划指标;
5. 全面负责公司管理团队及关键岗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发掘、培养、任用、保留高绩效与高潜质人员;
6 负责寻找、颤选和挖掘所在领域新项目和市场机会.

·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类等相关专业，有相关专业背景者优先;
2.8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其中5年以上在大型企业工作经历，至少2年以上担任过副总经理或以上职位;
3.极强的领导力、抗压性、良好的计划、组织、协调与沟通能力;
4.强烈的自我驱动力，以结果为导向，习惯用数据展示业绩;
5. "自主管理主体、持续创新主体、价值增值主体"者优先。

2、 委派财务总监 (3 人)

·工作职责
1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体系，建立科学、系统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监控体系，进行有效的内部控制;
2 研究与实施公司融资工作，合理安排融资活动，严格控制资金风险;
3.按时向公司管理层提供财务报告和必要的财务分析，高效及时地反馈业绩情况，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4.制定本部门的工作目标与实施计划，追踪执行情况;
5.协调公司同银行、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的关系，维护公司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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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Yunfeng (Group) Co., Ltd HEJUN 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

· 任职要求
1.财经类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会计师以上职称，
2.大中型企业财务负责人岗位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国家财税金融法规、会计制度，有融资、合并报表经验;
3.学习能力强;
4.熟练使用财务和办公软件;

5.认同企业文化，较强的责任心和进取心，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佳，良好的经营意识与沟通协调能力。

信奉和君享棠服矛务
3、法务经理(1 人) 一一为企业成长贡献力量

· 工作职责
1.负责集团的日常法律事务管理与监督，协助制定、审核集团的规章制度等，为集团的经营、管理决策提供法律上的可行性、
合法性分析;
2 负责重大项目法务尽职调查，提出法律问题并进行风险分析，提供全程法律支持，撰写尽调报告;
3.协助外部第三万机构对重要客户进行资信调查;
4.对外进行商务谈判，出具法律意见，外部法律关系维护，处理危机事件;
5.负责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与商业秘密保护;
6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律、法学等专业优先，受过经济法、合同法、产品知识等方面的培训者优先;
2.具有8年以上法务工作经验， 5年以上大型企业法务经理等管理经验;
3 可熟练操作office等办公软件，普通话及英语流利;
4.意志坚强、有耐心、主动积极、工作严谨、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

I 了 γ 飞 了→一吼叫·告..:-m制局 ;哑!Ii躏-4孟之 --'.~~晨=
世J 二旷. . 咀

LliiI恤 I

E~画画 公司网地叫/…lim!IiI∞!iiYl 单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刷刷刷时震旦大厦 | 

和君咨询于 2∞0 年春在北京成立，迄今经历了十多年风雨，现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本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咨询公司.公司自成
立起，就以"管理咨询+投资银行"的双重专业能力闻名业界。目前和君咨询的管理咨询师与投资银行家队伍已经超过 1300 人，系
中国商业原生态中土生土长起来的最大一支咨询服务队伍.2011 年，和君集团正式成立，注册资本 1 亿元是中国本土咨询公司之
最。

和君集团的基本业务结构是·和君咨询+和君资本+和君商学。即以咨询为主体、以资本和商学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模式。该
模式荣获自<21 世纪商业评论》颁发的 2012 年度"中国最佳商业模式"奖。

4、投资总监 (1 人) 噩噩罩噩噩

· 工作职责
1.对集团年度投资业务制定年度计划并进行季度、月度分解，监督实施情况，督促完成;
2 有效管理、评价、提升项吕团队，带领团队熟练的分析，执行尽职调查，设计交易结构，进行商业谈判;
3 负责项目来源管理，寻找并筛选投资潜在目标;
4.与产业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行业动态，代表集团出席业界交流会，提升公司影响力;
5.参与资本项目后期整合管理;
6.参与拟订本部门相应岗位的工作要求和业绩考核标准，以建立完善的部门运作体系;
7.参与本部门员工的招聘、任免、晋升和调配，以建立、领导及激励高效团队;
8.协助部门日常工作管理，监督检查本部门人员遵章守纪及工作落实情况.

·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企业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2.五年以上大型企业产业投资或陀、投行等第三万工作经验;
3.具有战略思维和商业判断力，理解战略投资的本质内涵;
4.熟悉财务分析方法和各类金融工具，对资本运作具有深刻认识;
5 善于公关和沟通，作风严谨细致，有协调领导能力。

1 、 咨询师/助理咨询师 (30 人)

· 工作职责

管理咨询类岗位，包含战略、组织、人力资源、品牌、企业文化、市场营销、流程等方向
1.在项目经理安排和指导下开展咨询工作;
2. 负责项目所需各种数据、信息和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3. 参与项目组专题讨论.

· 任职要求

1.全日制大学硕士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MBA优先;
2.熟练、掌握计算机常用办公软件操作;
3.善于学习与团队协作，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
4.理解咨询行业工作特点，能适应随项目经常性出差。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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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 I HEJUN 

2、分析师 (15 人)

· 工作职责
1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市场及行业研究;
2. 参与企业实地调研，负责项目所需各种数据、信息和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3. 财务模型构建、估值及回报分析;
4. 参与项目组专题讨论，
5 公司安排的其他工作。

· 任职要求
l 知名高校金融、管理、经济、财务、会计、法律等相关专业毕业，通过 CPA 考试或律师执业资格考试者优先;
2. 熟练应用 Word，PPT、 Excel 等计算机常用软件;
3. 具有 VC、陀、FA、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验者为佳;
4 对投资行业有执着的追求，能够在压力环境下接受挑战性工作，有极强的自我驱动力，
5 逻辑思维能力强，对于数据高度敏感，研究作风扎实，具有产业研究经验者优先.

3、助理培训顾问 (20 人)

· 工作职责
1 根据业绩指标及行业客户特性，制定针对性的客户开发计划，并按阶段进行客户拜访及跟进;
2. 有效把握客户实际需求，提供人才解决方案链接到企业独立业务策略或业务挑战;

3. 解决方案中，能够有效考虑客户情况及公司产品策略，进行适当组合协调，关注业务效率，
4目能够有效协调相应资源，配合产品或咨询专家管理客户期望;
5. 能够直接影响 HRD 或培训总监等业务决策者成单;可维护并巩固企业中高层关系

· 任职要求
1 正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年龄 26 岁以上;
2. 咨询培训行业销售经验 3 年以上，大客户管理经验 1 年以上，有丰富的企业 HR 客户资源，
3. 企业 HR 管理经验 3 年以上， HRM 或培训经理经验 2 年以上，熟悉培训咨询产品，同时有良好的销售管理潜质;
4. 具备咨询培训产品相关专业知识;
5. 具备将质;逻辑思维、客户沟通影响力、学习能力、关系维护技巧.

/(a!IPI(U 
北大纵横

Alliance PKU Management Consultants Ltd. I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

噩噩量圈圈· '响~]~I~!4"..il' 量蝇laij_iI![，tÎlJ':;f，-I~;在t::r抖-ε1l:l!:~1iI!啸ìI_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成立于 1996 年，是国内规模领先的专业管理咨询公司，总部在北京，并在上海、深圳等地设有运营中
心，拥有合伙人和专业咨询师近千人。集团先后为国内千余家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国内 500 强或上市公司，
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咨询经验。核心业务涉及企业发展战略、组织设计、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资产并购重组及企业改
制、企业文化、业务流程重组、企业信息化等方面;业务领域涉及房地产、石油石化、连锁经营、消费品及零售行业、运输物流、煤炭、
电力、冶金、政府等上百个行业.北大纵横以"推动企业变革与成长"为己任，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受尊重的大型咨询机构
的加盟，共谋发展大业，共创美好未来!

噩噩噩噩噩

咨询师 (5 人)

· 工作职责

1. 独立或与英他顾问组成团队对客户开展咨询服务，包括收集项目所需资料，分析并提出独立咨询建议;
2. 协助客户形成可操作方案，推动客户实施变革，并长期跟踪实施效果，提供持续服务;
3. 根据专业能力和兴趣选择专门行业长期跟踪研究，撰写行业研究报告，
4. 从事专业管理领域理论研究与企业实践总结，以实现在某一管理领域内具有专长;
5. 应邀参与各种论坛学术交流、发表演讲，接受专业媒体约稿，撰写管理专著;
6. 参与公司内部管理，承担内部员工培训11、内部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等工作.

· 任职要求

1.MBA、管理、金融或相关专业硕士，本科为机械工程，信息化等理工专业尤佳;
2.有商贸、机械制造、物流、能源、房地产、建筑工程等行业从业经验者尤佳;
3.出色的沟通能力和缤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注重团队合作，有强烈的上进心、责任心、敬业精神和创新意识;
4.热爱咨询行业，有咨询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

• 



联纵智达管理咨询集团 WisdomAid 

噩噩噩噩理· | 公司网址:问/川mmr!TijT!tl'!IZTjif4 单位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翩翩7号酬耻大厦 '

上海联纵智这营销咨询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6年，是一家以帮助企业实现主营业续提升为核心的综合性咨询服务机构，业务领
域涵盖管理咨询、营销咨询、品牌管理、生产管理、战略投资、人力资源、职业经理人教育实却11等。旗下拥有 9 家控股子公司， 2 家事
业部，并在台湾、美国纽约等地设立海外机构，拥有 300 余名咨询专家精英团队.至今巳服务 50 多个行业， 500 余家企业，成为中
国咨询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服务业绩最佳的咨询服务专业机构，成为中国最具公信力的咨询服务机构之一，其中营销咨询已成
为中国第一品牌，管理咨询成为领军品牌.

E黯冒盟国·

1 、 高级咨询师 (2 人)

· 工作职责

l 独立或者与其他顾问一起共同工作以完成对客户的咨询项目服务。参与收集项目所需资料 ，综合分析并提出独立咨询建议，协助
客户形成实效性可操作方案，推动客户实施变革，并保持长期的实施跟踪服务.
2. 与客户企业进行需求分析，拟制咨询服务的各类提报文件;
3. 展开客户所属行业的市场环境分析与营销管理要素分析;
4 分析企业内外部市场状况，为客户提供系统诊断;
5. 协助目总监为企业提供市场研究、营销策略规划与业务执行方案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撰写相应报告并协助实施.

· 任职要求

1.硕士及以上学历，管理类、市场营销学类相关专业及MBA学位优先:
2.3年以上大型企业市场营销及管理岗位工作经验或咨询经验;
3.有食品、消费品、农产品等行业有从业经验者优先;
4 逻辑思维能力强，善于与人沟通，较强的文字功底;
5.对企业运营管理、内部系统优化有比较清晰的逻辑认识和知识储备;
6 有高度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责任心强;
7.有志于从事咨询工作，能够适应长期出差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8.有一定英语能力，能够适应和阅读相关外语资料;
9.具备职业素质，注重团队合作，有强烈的上进心、敬业精神和创新意识.

WisdomAid 

2、助理咨询师 (4 人)

· 工作职责

1.与项目咨询顾问共同工作以完成对客户的咨询项目服务;
2. 对客户企业进行需求分析，参与制作咨询服务的各类提报文件;
3. 展开客户所属行业的市场环境分析与营销管理要素研究分析;
4 参与收集项目所需资料，综合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5. 参与项目组对客户企业的系统诊断与研究;
6. 协助项目其他成员形成咨询方案，推动客户实施变革，并保持跟踪服务。

·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管理类、市场营销学类相关专业及MBA学位优先;
2.有过企业市场营销及管理岗位工作或实习经验;
3.对企业营销、营销管理感兴趣，有热情，有创新意识;
4.逻辑思维能力强，善于与人沟通，学习新知识速度快;
5.熟练应用各类办公软件， PPT制作有一定能力 ， 善于使用网络信息库。
6.对企业运营管理、内部系统优化有比较清晰的逻辑认识和知识储备，
7.有高度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责任心强。文字功能强;
8.有志于从事咨询工作，能够适应出差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9.有一定英语能力，能够适应和阅读相关外语资料;
10 具备职业素质，注重团队合作，有强烈的上进心、敬业精神和创新意识。

联纵智达管理咨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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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CAPVISION

凯盛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CAPVISION 

E噩噩噩 ··四百mJIII四m圃'黯酬顶帽市喃自苦苦:rr丽莲雪，隔霸噩-

凯盛集团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知名度最高的全行业专业知识服务机构之一，凭借国际视野的本土智慧致力于促进世界领先金
融机构、管理咨询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商业领袖和专业人士之间的知识共享，从而提升研究效率、提高决策质量。
凯盛集团自成立 2006 年以来，在大中华区深耕多年，伴随行业发展而稳定成长，迄今为止凯盛已汇集了 10 万余名来自不同行

业的资深顾问，其以丰富的知识涵盖了大中华区的主要行业和专业领域，总部位于上海，并在北京、深圳|、香港、苏州设立了办事处.
凭借优秀的管理团队、广泛的行业人脉和穷实完善的市场研究体系，现己形成以凯盛研究、凯盛全球企业服务、凯盛人力资源

服务、凯盛汇为主的"四业并举、多元发展"格局.

Scan the QR codeto add us on WeChat 

• 

~暨 也

雪 CAPVISION

CAPVISION 凯盛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E醒目富国·

1 、 Senior Knowledge Specia list 资深专业顾问 (6 人) Location: Shanghai 

• Job Description 
1.Multi-project & client managemen•: strong independent ability on project execution and creat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on each clien• requiremen• 
2.Client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upport account manager on clients' relationship maintain through project 
execu•ion, and telephone interactior毡， or in-person client meets with account manager. 
3.Enhancing Capvison expert network: recruiting senior consulta时， and leading them into Capvision network. 
4.Knowledge share: solid industry knowledge with abili•Y to communicate wi•h clients & share with other team 
members. 
5.$upport new business roll out: expec•ed to work closely with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team and suppor• them 
on new products execution. 

• Quαlificαtions & Skills 
1.Years of experience: 2-5 years of applicable work experience preferred, in one of the fi刨出 in business services, 

consulting or exhibition servi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etc. 
2.Age: less than 35 Yrs. Old. 
3.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investments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4.0verseas education or work experience is in priority. 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5.Excellen• learning capacity, good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 spirit, outstanding problem-solving abili•ies. 
6.High work efficiency on multi-task and atter廿ion to the project details. 
7.Excellence, integrity, creativity, and professionalism 

2, 、 Account Manager 机构销售客户经理(怡6 人) Lo臼创创tio忧n陀川: Sha旧lan缸n吵1

• Job Description 
1.Maintain existing accounts business and develop new business oppor•unities. 
2.Take responsibili•y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ales goals. 
3.Build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key accounts, clients. 
4.Catch new business oppo付unities through customer communication. 

• Qualificαtions & Skills 
1.University/Master degree from top Chinese/ Foreign university with strong academic performance, preferably in a 
major in Finance/Economy. 
2.1-3 years sales working experience. 
3.Basic understanding of investments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 
4.Mature, professionaL self-assured, presentable, confident. 
5.A self-s•arter who is able to leam quickly and actively seeks ou•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6.Strong verbal and wri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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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CAPVISION

凯盛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CAPVISION 

3、 Sr. Account Manager 数据销售客户经理 (1 人) location: Beijing 

• Job Descrip• ion 
1 .Develop account pla时， maintain existing accounts business and develop new accoun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2.Take responsibili↑γfor ↑he achievement of sales goals. 
3.Build s•rong relationship with key accounts, clients. 

• Qυalifications & Skills 
1.University/Mas•er degree from top Chinese/ Foreign university with s•rong academic pe斤。rmance.
2.8-10 years sales working experiences. preferably with solid service/product sales experiences to large MNC and 
local corporate clients. 
3.Basic understanding of consulting and market research services. 
4.Mature, professional, self-assured. presentable. confiden• . 
5.A self-starter who is able to learn quickly and actively seeks out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6.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 ion skills in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4、 Lead Panel Manager社区运营经理 (1 人) Localion: Shanghai 

• Job Description 
1.Design industry panels 10 creale an online/offline community for mid-senior industry professionals. 
2.Maintain panel so members 陪ceive a strong long term value proposilion through a) knowledge share, b) evenls, c) services. 
3.wor1< with Capvision Survey leam 10 develop and execu•e industry surveys. 
4.Manage small team 10 execule panel management aα'OSs a few industries. 

• Qualifications & Skills 
1.3-5 Years of relevanl Experience 
2.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learn. 
3.Enjoys working in a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l. 

5、 Product Manager for Intranet 内网产品经理 (1 人) Location: Shanghai 

• Job Description 
1.Sketch out 0 S廿ategicplan for Ihe intranet. 
2.Make sure Ihe plan is e仔eclively carried oul. 
3.Play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s甘uclion process for the in甘ane↑.

4.Follow up the key fundion modules of Ihe intranet and adapl the newest version according 10 the user experience 

• Qualifications & Skills 
1.2 years ' experience or above in relaled field. 
2.Have a general underslanding of Ihe training func•ion from an HR perspective. 
3.A good command of Ihe software such as Axure. PPT, Wo时， visio . 

• 

-矗雪 "' 
雪CAPVISION

CAPVISION 凯盛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6、 Consultant， as in Headhunting business 猎头顾问 (1 人) Location: Shanghai 

• Job Description 
1.Analyze and define the JD of the certain positions. 
2.Choose the most effective channels to source 
3.Sαeen the resumes and interview the candida•es 
4.Draft the recommendation report and maintain a p险。sant relation to the dients. 

• Qualifica•ions & Skills 
1.2-3γears of relevant Experience. 
2.Passionale aboul HR business. 
3.Persuasive. 
4.Work under pressure. 

·τ::~ 



JlMT企源

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 AMT 

噩噩击西理· E题雪棚'因..，.，冒冒理'理-理想回~需古E院院富原nr.r理·

AMT( 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8 年，是中国领先的"管理 +IT"咨询服务机构，提供卓有成效的管理咨询、信息
技术和外包服务。AMT将自身定位于"客户变革推进者的伙伴"通过从管理到 IT 的全面综合持续服务，帮助企业与政府实现价值
落地。

AMT 总部设立在上海，我们的服务力量遍布在北京、广州、深圳、苏州、成都、重庆、长沙等城市，是中国目前最具规模之一的综

合型咨询服务机构.

噩噩噩噩噩

1 、 高级咨询顾问 (2 人) 项目地点:上海、北京

· 主要职责 :

1.参与或带领团队完成企业管理咨询或信息化战略规划等相关咨询项目，并获得客户认可;
2 参与售前工作，完成指定的文裆撰写和客户交流工作;
3 完成公司或者项目团队安排的课题研究任务;
4.用专业精神和严谨的作风为客户创造价值。

· 职位要求 :

1.企业管理类、信息化类专业硕士，MBA、博士优先;
2. 本科需有 5 年以上企业管理、信息化工作经验;有多个相关项目咨询经验加分;
3. 具有 3 年以上管理咨询实践经验，有较好的项目管理经验和团队管理经验;
4. 认同公司的制度和文化，严格遵守公司及团队制度，注重职业形象;
5.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优秀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6. 优秀的文案能力，能够针对客户实际独立完成项目建议书、项目方案等相关文献的撰写;
7. 能适应长期出差的工作• 

• Te 

AMT 

2、 咨询顾问 (应届生) (3 人) 项目地点·上海或周边

· 工作职责

JlMT企源

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协助部门负责人做好项目行业标杆课题研究、案例研究，并及时产出文案输出;
2. 翻译、撰写文章，研究分析，撰写研究报告职位要求;
3. 尽量熟悉管理分析模型和工具。

· 任职要求

岗位要求:
1.2015 年以后毕业的研究生，管理类、信息系统、计算机类专业;
2 学习能力强，理解能力强，善于沟通与表达，
3 善于自我激励，乐观向上，能够承受一定工作压力;
4. 可实习 5 天/周。



罔震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Yonyou Software Co. Ltd 

罔震

Yonyou Software Co. Ltd I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nm 2、 咨询顾问 (2 人)

· 工作职责

1 负责为集团客户提供 IT 战略规划咨询服务，包括 IT 领域动态研究、解决方案设计、 IT 规划项目实施、项目交付等;
2. 负责建立并完善 IT 战略规划咨询业务的方法论、工具及知识体系，完善用友 IT 咨询产品.

· 任职要求

1.28-40 岁，计算机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2. 三年左右咨询公司工作经验，对当前主流 IT 技术及发展趋势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有大中型企业集团 IT 管理咨询、信息化规划和
建设经验(项目经理要求至少直接负责组织过一家以上大中型集团企业信息化规划工作)优先，能承担咨询项目管理及实施工作;
3 拥有系统平台和应用开发技术方面的知识背景;
4 具有企业管理及流程优化的知识和相关背景;
5 具备优秀的沟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 有国内外一流咨询公司工作经验者或有大型专业系统集成厂商的总工、咨询顾问或高级项目经理、CIO 者优先。

噩噩童画圈· -E耐曰E且阳~回冒冒~!l'而;ilJ~_南汪道院.!l<<iií'1'~1无"H'L~rnillrif，二'-à!町'E:Ill'.__ 

用友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是亚太本土领先的企业管理软件和企业移动应用、企业云服务提供商，是中国最大的 ERP、CRM、人
力资源管理、商业分析、内审、小微企业管理软件和财政、汽车、烟草等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并在金融、医疗卫生等行业应用以
及企业支付、企业通信、管理咨询、培训教育等领域快速发展.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等先进技术，用友 UAP 私有云
平台是中国大型企业和公共组织应用最广泛的企业计算平台，畅捷通公有云平台在小微企业和各类企业公共应用服务中得到运用.
用友公司连续多年被评定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用友 ERP 管理软件"系"中国名牌产品" "用友"系中国驰名商

标，公司拥有系统集成一级资质，获中国绿色公司百强.2001 年，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股票简称用友软件股票代码:
600588) 。

E噩噩噩

1 、 实施顾问 (6 人)

· 工作职责

1. 参与计划制定、需求调研、解决方案制定、罔户培训11、实施上线等实施服务;
2. 撰写实施文档、整理开发需求、制作用户报表等工作;
3. 参与管理软件项目整体实施进度。

· 任职要求

1.35 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信息管理、房地产、财务、人力资源等相关专业毕业;
2 在管理软件公司或咨询公司从事财务\地产 \HR 等方向咨询实施工作 2 年以上，具备一种或多种国内外 ERP 软件的实施经验

者优先;
3. 熟悉至少一种国内或国外 ERP 管理软件的主要功能;
4. 对数据库 SQL 或 ORACLE，计算机网络知识有基本了解;
5. 清晰的表达能力和流畅的沟通能力，有良好的客户服务精神及团队合作能力。工作责任心强，能够承受工作压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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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噩噩面殖. 公司罔址…rn:1恒。rnlng.com 单位地址黄浦区人民路l'J:).j号淮海中叫叫 田

合得国际是国际领先的创新教育产业集团。凭借国际先进的互联网和软件开发技术平台，整合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教育培训
资源，合得国际掌握全球最前沿的创新学习模式和持续研发能力.我们致力于为国内外进取型企业管理团队提供创新学习解决方
案，力求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持续提供价值。

E噩噩噩噩

4、 Business Development Consultant/ 客户经理 (1 人)

· 工作职责

1 负责大客户的开发与维护;
2. 推广品牌和公司相关产品，
3. 建立、保持及维护有效的客户关系取得客户信任和尊重;
4. 在内部专家的指导下，完成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合同谈判和落实等;
5. 和市场部门，项目实施部门有效合作共同高质量的完成项目方案;
6. 管理好客户满意度;
7. 负责培训项目的渠道开发和维护，对渠道业绩负责，
8. 不断开发新的渠道商，包括前期开发、合作谈判、协议签订和后续维护;
9. 协助进行渠道商的产品培训11和市场培训，定期进行渠道的维护和督导;
10. 基于公司策略和市场定位和渠道业务发展策略，持续开拓新的渠道;
1 1.参与制定渠道合作制度，基于市场状况，给出建设性和专业性意见;
12 基于公司策略和市场定位和渠道业务发展策略，持续开拓新的渠道;
13. 维护现有渠道，进行新老渠道管理，这成渠道销售业绩目标.

· 任职要求

l 学历要求:全日创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商科背景尤佳，最好是有咨询或培训公司工作背景，
2 能力要求:逻辑思维能力强;出众的沟通表达能力;具备快速学习和新事物学习能力;
3.语言要求:英语+普通话;
4.4. 工作年限 3 年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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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得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1、 Operations Director (1 人)

• Job Description 
1.Take ownership and responsibility for overall results of assigned products of HCD Learning' s product por• folio , 

principally revenue growth and timely launch of products into the market. 
2.Demons甘ate products to ex•emal customers/partners and intemal customers, induding the sales force, markeling •eam 
3.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manage assigned product lines, including pricing, new product launches, product 
phase-out. enhancements and optimization. 
4. Liaise with the R&D team and the Sales team to manage and execute the go-to market strategies of new 
produc怡， including preparing product specific materials and marketing campaig时，
5.Develops clear and structured analysis based on understanding of marke• trends, customer insights, compe• itive 
dynamics, supporting long-term s•rategic plans and product innova•ion roadmap. 
6.Delivers training to external (customers, distributors, e•c) and internal (sales, marketing etc) stakeholders on 
assigned product lines. 

• Qualifica•ions & Skills 
1 .3+ years of years rela•ed work experience with majority related to project management or operations. 
2.Proven track record of managing multiple projects with tight deadlines. 
3.Develop and maintain customer understanding and relationships . 
4.Develop and execute project manageme时， product developmen• strategies, pla时， and actions from analyzing 
付larke↑。nd custo门ler data. 
5.Record of significan• business growth. 
6.Strong stra•egic and critical •hinking skills. 
7.Strong in•erpersonal skills-oral. written, listening. 
8.Agility and flexibility. 
9.lnitiative, high energy, and passion for developing new business. 
1 O.The HCD Learning is fast paced, high octane, success driven, team orien•ed, and is committed to growing the 
business in a vir•ually untapped market. We' re looking for awesome individuals like you to join us! 
11.lnterest in Education and E-Learning indus•ry, with 0 focus on IT products. 
12.Effective time management and ability to prioritize and manage multiple tasks. 
13.Languαge Skills: Chinese (Native). English (Business Fluency) , 0 •her foreign language abilitiesαre plus. 

2、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irector (1 人)

• Job Description 
1.Uais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a付ners to develop client leads, expand market oppa巾ni↑ies and structure business model. 
2.Manage the go-to market activifies of new products, including preparing product specific maferials and 
marketing campaigns. 
3.Develop clear and structured analysis based on understanding of market trends, customer insigh怡， competitive 
dynamics, suppor•ing longer斗er付15甘ategic plans and marketing roadmap. 
4.Recruit. hire and develop •eam ofexper怡， facilitators and s•aff in respective markets across our products. 
5.Direc• and/or oversee direction of on-site sessions by engaging participants and HCD/partner resources to 
execute all aspects of training including quali•y improve门lent， providing coaching to facilitators and HCD 
personnel relative to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 
6.Prepare reporting on event activity, key management issues and budget expenses, which will include individual 
trip repo巾。5 well asquα付erly reports for senior management. 
7.Conduct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search to determine customer needs and generate business leads by building 
relationships and iden•ifying and qualifying new opportunities 

,‘Ir. 



斟
合得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I HCDLEARNING 

• Qualificαtions & Skills 

1.2+ yeors ofγeors reloted work experience with mojority reloted to marketing monogement. business 
monogement or business development. 
2.Proven Irock record 01 monoging multiple projec怡 wilh tighl deodlines 
3.Develop ond mointoin customer underslonding ond relotionships. 
4.Develop ond execute mor1<e扫ng strolegies, plons, ond octions from onolyzing mor1<et， ω封omer， ond compelitor dolo. 
5.Record of signilicont business growth. 
6.Strong slrotegic ond crilicol Ihinking skills. 
7.Strong inlerpersonol skills-orol, written, listening. 
8.Agili•y ond flexibili•y. 
9.lnitiotive, high energy, ond passion for developing new business. 
10.The HCD Learning is fosl poced, high octone, success driven, leom oriented, ond is commitled 10 growing the 
business in 0 virluolly untopped morket. We' re looking for owesome individuols like you to join usl 
11.ln•eresl in Educotion and 巳Leorning industry, wi•h 0 lacus an IT produds. 
12.Efledive lime monogemenl ond obillty 10 prioritize ond monage multiple lasks. 
13.Longuoge Skills: Chinese (Notive). English (Business Fluency). olher loreign longuoge obilities ore plus. 

3、 Marketing Director (3 人)

• Job Descrip•io n 
1.Guide the development 01 0 comprehensive compony-wlde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poign sHotegy 
leveroging besl praclices, understonding target profiles ond markets, key objedives ond the buyer' s journey as it 
reloles to eoch chonnel. 
2.Liaison with the R&D •eom and the Soles leom to monage and time the go-to morket activilies of new produds, 

including preparing produd specific moterials and marketing campaigns. 
3.Develops clear and strudured anolysis bosed on underslonding 01 market trends, customer insights, competilive 
dynomics. suppo竹ing longer-term s•rolegic plons ond morkeling roodmop. 
4.Drive Morkeling ROI ond ocquisilion metrics 10 oplimize program performance ond effectiveness. 
5.Ensure 011 compoigns ore innovolive. compelling, profitoble and carry a consistent message. 
6.Conceptualizeαnd test me•hodologies to recommend next steps for integroted mαrke↑ing strategies across 
plolforms ond programs 
7.Work ocross a broad cross functional marketing leam to support campaigns from concept stage through 
execution, including acquisition, penetration. retention. referral. cross-selling. revenue and branding 
8.Constan↑Iyanalγz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mpaigns, acting on weak areas, optimizing slrenglhs, meosuring 
and controlling ROI bαsed on odual costs and performance resulls. including assessing campaign effediveness by 
channel. offer type. and target segmenl. 
9.Developing. executing and measuring marketing campaigns in 0 variety of channels including email. dired mail, 
online. etc. as well as integraled multi-channel marketing expertise. 
10.Monoge ond expond sociol media community by compos!ng and publishing news, releasing new learnlng 
program schedule ond preparing soles support moteriols such as program flyers. wilh visual designer. 
II.Colloborate with produd markelers to develop Ihe right campaign messoging offers. content and go-to-market 
programs. 

' 

酶，

HCDLEARNING I 合得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 Qualifica•ions & Skills 
1.5+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across 0 brood cross lundionol marketing teom in 0 high •ech B2B spoce ond B2C 
spoce. 
2.Proven Irock record of monoging mulliple projecls with tigh• deodlines. 
3.Abilily to effedively drive in•egroted marketing compoigns cross-fundionolly lrom inceplion to execu•ion, while 
mointaining 0 bolonced budget. 
4.Experience wilh coaching ond guidlng Channel Managers 10 become expe巾 in driving multi-chonnel programs. 
5.A recognized, well-rounded marketing leoder fomiliar with Ihe targel morket. 
6.7+ yeors 01 experience monaging 0 teom responsible lor Marketing progroms, such os contenl syndicotion, emoil 
marketing/nu付ure， torgel occounts, evenls, eSeminors, 

7.Experience wilh digitol Morketing programs 0 pl山， including SEO, SEM, Displaγ， Relorgeting, Affiliotes, Sociol 
Medio. 
8.The HCD Leorning is last poced, high octone, success driven,• eom orienled, ond is commitled 10 growing Ihe 
business in 0 virtuolly untopped marke• . We' re looking lor owesome individuols like you to join us! 
9.lnterested in Educolion ond 巳Leorning industry. wi•h 0 focus on IT products. 
1 O.Effeclive lime monogement ond obility 10 priori•ize ond monoge multiple lasks. 
Il.Languoge Skills: Chinese (Notive). English (Business Fluency). 

11; 



凶费黑窍细

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 I ZhenyaLaw 

E~冒回 ·鹰蜀m.帽-栩栩栩栩'目…雪裙'咽'雪慧事熏黯nI!雪'需.

震亚具有独特的公司化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现设北京、上海、澳洲悉尼办公室。拥有高素质的执业律师团队，绝大多数
律师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及十几年的从业经验，以扎实的法学功底、勤勉尽责的职业精神和高效负责的态度赢得业内和客户的
广泛赞誉。本所现有执业律师毕业于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吉林大学
等法律名校，其中三名律师取得双学士学位，一名律师具有财务国际注册会计师资格、三名律师具有会计、法律双资格。其中
有二名律师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有三名律师正在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本所有些律师在从事律师执业前，在公检法机关工作多
年。

E醒冒富国·

财务经理 (1 人)

· 工作职责

1.全面负责财务部的日常管理工作，
2. 组织制定财务方面的管理制度及有关规定，并监督执行;
3. 制定、维护、改进公司财务管理程序和政策，制定年度、季度财务计划;

' 

ZhenyaLaw 

4. 负责编制及组织实施财务预算报告，月、季、年度财务报告;
5 负责公司全面的资金调配，成本核算、会计核算和分析工作;
6 负责资金、资产的管理工作;
7 监控可能会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重大经济活动。

· 任职要求

1.会计、财务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有 5 年以上财务管理经验;
3. 熟练使用金蝶软件。熟悉会计操作、会计核算的流程与管理;

凶费黑窍细

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

4. 熟悉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及相关账务的处理方法，熟悉企业融资及资本运作。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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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设备与环境
Production Equipment 

& Environment 

KangChen Bio-tech Inc. 

/ -. - 严格的质量管理栓测

生产环镜达10万级净化标准

从分检到包装均采用无菌化生产

噩噩量圈圈· E黯雪捆'阳帽'嗯照明~帽-型商~雷军军需霄，回E事需霄霄理·

康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康成生物")自 2002 年起专注于生物芯片技术服务，是国内最早一批专业提供生命科学前沿研
究技术的高科技企业。总部位于上海，目前已在国内成立了 10 多家办事处，主要致力于为生命科学和临床医学等领域开发和提供
创新性基因芯片、高通量测序等技术服务.
康成生物以 IncRNA、 microRNA、表观遗传学相关检测技术作为核心研发方向，依靠自身优秀的研发、技术、营销和服务团队，

凭借国际领先的技术平台和高标准的质控体系，为广大科研学者提供高通量生物芯片技术服务和行业应用整体解决方案。康成生
物是 Arraystar、 Agilent、 Exiqon ， SABiosciences 等国际知名芯片品牌的服务代理商。其中，作为 Arraystar 公司中国地区唯一代
理商.目前康成客户采用 Arraystar 公司 IncRNA 芯片技术服务发表的 SCI 论文已超过 60 篇。
康成生物的产品和技术服务涵盖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表观遗传组学以及蛋臼质组学等各个研究领域，为广大科研学者搭建多

个最前沿的一站式技术平台。

E盟茵茵噩

1、市场营销总监

·工作职责
1.负责公司市场营销体系的战略分析、战赂定位、业务架构、运营模式、竞争战略、实施规划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2. 统领具有多个产品线的市场营销体系。开拓全国市场并取得目标市场份额，实现品牌建设目标;制订并监督产品及服务推广、品
牌推广计划的实施效果，并对公司业绩的持续成长负责;
3. 制订客户评级标准并针对不同类型客户特质，制定系统化的营销策略。对公司重要客户，总结并形成营销公关策略.指导并监督
各项策略的实施成效;
4. 主持公司重大营销合同的谈判与签订工作;
5. 引导和控制市场销售工作的方向和进度，宏观控制营销部门各项工作按公司既定目标发展;
6. 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促使营销部门内部与公司各部门高效联动作业。

，τ· 

咱r飞C"'~I
flxoe~1IOft for R f!''''1WdJ 

KangChen Bio-tech Inc. 上海康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任职要求

1.生物学等相关专业，硕士或以上学历，MBA 优先;
2. 至少 5 年以上相关管理工作经验，具有生物领域市场规划、分析、监督、指导等经验者优先;
3. 具有良好的计划及执行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强，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较好的抗压及应变，
4. 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业务推进能力;
5. 具有战略性思维及丰富的团队建设经验;
6. 具有良好的数据分析能力;
7. 做事严谨、细致、有责任心，善于创新;
8. 认同企业核心价值观。

2、运营总监

· 工作职责
1.协助管理层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各项经营计划及管理制度，并督办落实;
2. 协助管理层组织、协调、处理各项经营管理事务，监督检查各职能部门工作及对公司制度的执行情况;
3. 根据公司发展现状，对关键业务流程进行梳理、诊断，并参照行业流程标准进行流程方案的设计，建立标准化业务流程。并推动业
务流程管理的规范化，确保标准化流程在各部门的落实实施;
4. 组织并主持公司会议，编发会议纪要，推进落实会议决议;
5. 协调各部门工作事务，掌握公司各部门运行及业务开展的情况，及时总结分析汇报给管理层;
6. 处理政府、重要客户等外部公共关系以及对上联络工作;
7. 负责公司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

·任职要求

1.生物学等相关专业，硕士或以上学历，MBA 优先;
2. 至少 5 年以上相关管理工作经验;
3. 具有良好的计划及执行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强，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较好的抗压及应变;
4. 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业务推进能力;
5. 具有战略性思维及丰富的团队建设经验;
6. 具有良好的数据分析能力;
7. 做事严谨、细致、有责任心，善于创新;
8. 认同企业核心价值观。

3、华东区销售经理

· 工作职责
1、负责华东区域销售队伍的建设、培训11 ，以及区域销售计划的完成;
2、负责组织收集区域客户信息情况，提出应对方案，监督业务人员执行;
3、对区域销售情况进行分析，对销售队伍的管理提出具体计划并付诸实施.

· 任职要求

1.生物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三年以上营销/市场管理、运作经验;
3. 具有生物领域市场规划、分析、监督、指导等经验者优先;

4. 具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极具开拓进取精神;
5. 英语水平良好，计算机运用熟练。

' 



FOSUN阳IAR阿A
窟星医药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眼公司 FOSUNPHARMA 

E噩噩噩 公司网扯…mmïi.i，i.ii" I....'"， 单位地址上海市直山路1I'.f:l'J号克隆科技园叫咱 E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复星医药勺成立于 1994 年， 1998 年 8 月和 2012 年 10 月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600 1 96 仙 ， 02196-HK) ，是在中国医药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上市公司。复星医药专
注现代生物医药健康产业，抓住中国医药市场的快速成长和中国企业进军世界主流医药市场的巨大机遇，战略性地覆盖研发制造、
分销及终端等医药健康产业链的多个重要环节，形成了以药品研发制造为核心，同时在医药流通、医疗服务、医学诊断和医疗器械
等领域拥有领先的市场地位，在研发创新、市场营销、并购整合、人才建设等方面形成竞争优势的大型专业医药健康产业集团。

扫描二维码，关注复星医药官方微信账号

FOSUN丹-lAR问A
震星医药

FOSUNPHARMA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眼公司

E醒冒富国·

1 、财务管理培训生 (5 人)

· 工作职责

从事财务相关各职能，如:会计、财务分析、税务、资金、审计等;

· 任职要求

1.知名高校、商学院，金融、会计等财务相关专业离材:生，涵盖应届研究生和 MBA ，或 2年左右财务相关工作经验人才 ，成绩优异，
英语熟练;
2. 具备一定的财务基础知识，有 CFA、CPA、ACCA 等证书者优先;

3. 聪慧机敏，吃苦耐劳，乐观积极，正直豁达。

· 我们提供

1.项目制培养方式，帮助员工成长，实现自我价值!
2. 广阔的职业舞台、丰富的行业资源，给有准备、有梦想的人!
3. 一切机会让你接触全行业最优秀人群，和领袖成为伙伴，助力汲取营养，实现人生理想!

2、 管理培训生 (10 人)

· 工作职责

在不同的业务部门、职能部门{包括集团、事业部、成员企业内)轮职，为将来管理类人才做储备。

· 任职要求

1.医药、财务、综合管理等相关专业;
2. 硕士及以上学历;
3. 优秀应届毕业生、品学兼优;
4. 不限城市、不限学校;
5. 党员优.

· 我们提供

1.轮岗培养:加入本项目，你会在不同的业务部门、职能部门(包括集团、事业部、成员企业内)轮职;
2. 优秀的导师·我们为管培生配备了优秀的上级经理，以及公司高管作为导师，有 HR 作为专职辅导员全程跟进，为你的成功助航，

3. 完善的培训11: 公司将依据个人特点，为管培生量身定做了培训体系，包括专业技能和领导力等培训11 ，有效帮助职场新人快速提升
业务和管理能力;
4. 全面的待遇 . 我们为管理培训生提供全面的薪酬和福利体系，充分的学习发展机会，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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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互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沪江网) HuJ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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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江网诞生子 2001 年，历经5年公益化运营后，自 2006年开始公司化运营，现已成为拥有 700名全职员工、2000 名兼职员工，
影响力辐射 2 亿学习者、70∞万注册用户、300 万学员的大型亘联网教育企业，在行业居于龙头地位，也是上海市唯一一家获得囱
国家教育部直接颁发现代远程教育资质的互联网教育企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教育行业的迅速发展，作为国内最大的豆联网学习
平台，沪江网致力于与国内外的伙伴们一起为全世界的亿万学习者提供最优质的学习资源.截止到 2013 年底，已有近 2000 家机
构和名师与沪江网展开深度合作，其中包括国际巨擎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牛津大学出版社、哈泊·柯林斯集团等.

E嚣国噩噩.

1、公关总监 (1 人)

· 工作职责

1.据公司品牌战略要求，制定年度传播计划，抓住市场热点，及时准确的策划，并推出热点主题进行传播;
2. 高效维护媒体关系，与媒体保持良好的沟通。负责媒体挖掘与维护;参与公关策略研讨和制定，确保执行落实;
3 审核媒体稿件，包括:新闻稿、深度稿，媒体问答等;
4 组织策划并实施公关活动;对公司重点项目，进行 PR 策略支持;
5 负责日常媒体监测及分析;
6 建立公关危机管理机制，危机预警和处理;
7. 负责公关团队的团队建设、考核及管理;
8. 负责公关团队的团队建设、考核及管理.

@挖去zgp

HuJiang.com I 上海互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沪江网)

· 任职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新闻传播、市场营销、中文、公关或相关专业毕业，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出色的策划及提案能力，良好的应变决策及公关处理能力;
3. 了解国内各媒体的运作模式，掌握丰富的媒介资源;
4. 优秀的人际沟通能力，具备较强的团队管理与组织协调能力，能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
5. 良好的气质、敏捷的思维，优秀的沟通能力.

2、市场总监 (1 人)

·工作职责

1.根据公司市场发展目标及战略，组织制定中、长期市场推广策略，参与公司重大业务决策的制定与执行;
2. 负责整体市场推广、效果营销、品牌宣传与业务运营;
3 负责市场渠道的规划、拓展，运用多种渠道的组合带领市场团队实现公司整体的市场目标负责;
4 建立品牌领先优势，组织策划并审定品牌、市场推广、媒体运营及采购、市场研究等市场活动的策略、推广方案、相关预算，组织、整合相
关资源推动方案的实施并监督实施效果，提高沪江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5. 维护与开拓媒体、合作伙伴及相关企业间的积极交流与良好合作;
6. 负责优化部门的组主H~构、职责分工、绩效管理和市场费用的整体控制工作，实现组织精简、高效;
7. 管理、培养部门员工.

· 任职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企业管理、传播学等专业毕业;
2. 三年以上市场部经理工作经验或至少一年以上市场总监工作经验，有成功的网站市场推广运作经验;
3，精通互联网市场营销计划的制订及执行，具有丰富的市场推广经验，熟练运用各种推广策略;
4. 对互联网行业有浓厚的兴趣，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严密的分析能力以及出色的危机处理能力，善于学习和创新;
5. 极强的工作执行力和计划性，具备良好的沟通表这能力、谈判能力，具有丰富的业界人际资源者优先;
6. 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丰富的团队建设经验，能在较大的压力下带领整个团队实现市场运营目标.

3、高级市场经理 (1 人)

·工作职责

1.负责沪江网 APP 产品、触屏站的运营推广工作;
2. 负责沪江移动产品的活动策划、线上和线下推广，不断提升移动产品的用户室和活跃度;
3. 配合合作渠道进行运营推广、内容更新及各种活动策划及上线发布跟进;
4 推广渠道数据监控和反馈跟踪，对推广数据进行分析，有针对性的调整推广策略.

· 任职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互联网运营类岗位工作经验， 1 年以上移动产品运营推广经验;
2. 很强的商业敏感度，强烈的数据化运营及 ROI 意识，对会员运营和营销有成功案例，掌握丰富的推广方法;
3. 较强的数据分析和项目管理能力，了解市场动态和目标用户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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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经理(1 人)

·工作职责
1.组织制定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制度，完善相关流程，并监督执行;
2. 规范公司基础会计核算工作，完善报表体系，及时向公司管理层提供各项财务报告和必要的财务分析;
3. 组织现金收支预算，管理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提高公司资金收益率;
4. 监控可能会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潜在凤险，并及时沟通解决;
5. 开展财务部与内外的沟通与协调工作.

· 任职要求

1.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财务、会计相关专业，5年以上财务相关工作经验;
2 精通国家财税法律规范，具备优秀的职业判断能力和丰富的财会项目分析处理经验;
3 较强的沟通能力和业务推动能力，对工作流程中的问题，有发现并推动改进的能力;
4 成熟稳重.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抗压能力强;
5. 具备注册会计师执格、有金融业工作背景或有大额资金管理经验优先;
6. 有互联网、电商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经历优先

5、财务分析经理 (1 人)

· 工作职责

1.收集并分析各种经营数据，综合运用各种判断和选择的方法、手段、评价标准来获取结果，为公司决策提供参考件以及必4要的支持，
2. 对日常销售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和跟踪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改进措施;
3. 深入参与财务经营的各个环节，识别当前业务流程和政策中的缺陷，洞悉有可能出现的经营风险并提出预警和改进方案;
4. 建立公司财务系统并配合建立财务和业务运营数据交流通道，确保数据准确性和及时性;
5 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拟订年度和长期预算编制方案、组伊真就年度预算编制及审核，季度考评和调整，为责任制管理和绩效管理提供支持;
6. 对运营资本进行分析和控制，建立财务模型 ，对项目投资进行全面分析，特别是战略投资分析，财务解决方案建议

·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学、金融、贸易或财务相关专业;
2 五年以上工作经验，至少有三年以上业务发展领域的数据分析、市场研究分析经验，有电商行业经验更佳;
3. 专业思路清晰、逻辑思维较强、对数字敏感;
4. 较强的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较强的项目组织实施能力、协调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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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公司总经理 (3 人)

·工作职责

生告g
魔方(中国)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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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方(中国)连锁服务式公寓集团一一中国公共租赁业
领跑品牌，具有丰富的项目开发、管理、租赁经验。公司开创
连锁经营服务式公寓租赁商业模式，业务拓展遍布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南京、武汉等全国大中型城市，经营规模位居
行业前列.公司专注于服务式公寓连锁经营领域，致力于为
都市自领创造品质租住生活与最佳的租住体验。魔方公寓秉
承"服务与产品并重"的经营理念，以精致的设计、舒适的布
局、便捷的配套、管家式服务及互动型活动，赢得了众多住户
的支持与认可.
在未来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公司将继续专注于"家·

生活"的演绎，坚持追求居者需求和产品内涵的完美结合，全
力营造舒适、安全、温馨的生活氛围，为都市白领"中国梦"的
实现做出贡献.

.庸霄顶帽'照明E四'l!IZ'…'lt11jfr[~.军军窜'理嚣，理罩... 

1.对分公司总体负责.根据公司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制定分公司营销策略和计划，实现分公司经营目标及可持续增长;
2.负责分公司的全面管理 ，对分公司各部门和成员进行绩效考核，及日常事务管理;
3 负责、监督及指导下属开发团队按时完成销售业绩指标;
4 负责、监督及指导所在区域市场拓展、品牌营销，增值服务等业务;
5 负责、监督及指导所在区域公寓运蓄，监督，提升运营服务水准，协调解决运营中发生的各种公司内外问题。

· 任职要求

1 、 35岁以上 z 本科及以上学历，酒店物业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专业，正直、诚信的品德和职业奉献精神;
2、具备优秀的综合管理能力，具有较强的抗压性，有3年以上公司全面管理经验，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相关经历;
3、有营销团队管理经验者优先;
4、连锁行业高层管理背景者优先;
5、有良好的所在地社会关系，沟通协调、组织统筹能力强;
6、有强有力的领导能力，文字和语言沟通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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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经理 (1 人)

· 工作职责
1 建立并组织实施公司全员绩效评价体系及年度评价工作，保证评价工作的及时性和质量;
2.调查评价绩效实施问题和效果，并对绩效方案提出调整方案;
3.建立公司职位流动和晋升体系;
4.改进、完善并监督执行公司考核体系和规范;
5.指导各部门主管开展评价工作，向员工解释各种相关制度性问题;
6.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实施对员工的奖惩工作;
7 组织实施绩效评价面谈;
8.协助上级完成其他相关绩效管理工作.

· 任职要求
1.本科以上(含本科)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优先，5 年以上人力资源相关工作经验;
2.熟悉国家人事政策、法律法规，
3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基础扎实，熟悉各种绩效评价方法绩效管理流程;
4.熟练使用相关办公软件;良好的职业操守，细敖、耐心、谨慎、踏实、稳重;
5.强烈的敬业精神与责任感.工作原则性强;人际沟通、协调能力强，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3、培训经理 (1 人)

· 工作职责

I 根据受训部门或相关岗位的管理需要和员工培训|需求，计划、组织、实施及监控各部门专项培训|计划;
2 负责培训需求调研与分析;
3 负责制订培训11计划，进行培训课题开发、确保培训讲师、培训形式、培训11时间及场地等方面的有效组织与实施;
4.负责组织编写培训教案和课件，确保符合培训11需求;
5 饺照培训计划组织实施培训工作，确保培训效果，并完成后续考核与评估跟进;
6 负责对培训后续评估反馈进行跟踪总结，并根据反馈情况及存在问题对下一阶段的培训11工作进行调整;
7 组织和主持重要的培训活动，负责管理与维护外部培训资源;
8 内部培训师团队的建设，为内部培训师提供咨询和指导，管理日常工作;
9.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
2 . 5 年以上培训管理与组织实施经验;
3.具有独立开发培训项目，独立讲授课程的能力，熟悉培训管理流程霄掌握培训实施方法，了解培训评估工具;
4.思维敏捷，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良好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
5.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敬业精神，为人正直、诚实，性格开朗;
6. 良好的工作态度，性格大方开朗，授课台风优良，语言表达流畅

4给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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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场销售部经理(1 人)

· 工作职责

1.制定公司市场维广整体策略;
2.整合营销计划ü: 创意方案、预算、项目推进;
3 结合公司战略及部门需求，全方位沟通，整合及分配资源;
4 .制定增值服务销售额全年目标，分配季度指标、月度指标，把控执行过程中的方向，
5.公司品牌相关.文字、产品、风格、定位、卖点等相关品牌形象及企业文化的建立;
6.部门员工的工作考核;
7 及时完成公司安排的其他工作。

· 任职要求

1.5年以上大中型企业市场销售管理、品牌工作经验;
2 本科以上学历 ，形象气质佳;
3 有丰富的营销企划经验，熟悉线上线下品牌推广;
4 对品牌建设及推广有一定经验，文字功底佳;
5固有团队管理经验;
6.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及表达能力;
7 做过增值产品服务者尤佳.

5、 财务分析主管 (1 人)

· 工作职责
1 编制公司定期相关财务管理报告;
2.协助完成公司年度预算和季度滚动预算;
3.及时并准确分析相关财务管理报告实际和预算差异原因，
4.对相关财务管理报告分析到位，并提供建设性建议;
5 其他相关预算分析事宣;
6 态度认真并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 任职要求

1.财务金融相关专业大学本科毕业，
2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两年以上大型企业内部财务预算分析经验，有连锁店工作经验者优先;
3. 英文良好，能看懂及编制英文财务报表;
4 .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
5 同时具备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验和大型企业内部的财务分析工作经验 ;
6. 态度认真并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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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管理 (1 人)

· 工作职责

1.负责行政部各项日常工作，建立行政管理的规范与制度，并监督执行;
2 公司行政费用的预算与管理;
3.监督和保障公司办公秩序与办公环境;

MOFANG 

4 负责公司的资产管理、会议管理、印掌管理、文档管理、车辆管理等，为各部门做好后勤保障服务。
5.负责公司对外联系、宣传工作;
6.配合公司进行企业文化建设，
7.指导、评估与管理本部门员工日常工作。
8.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任务。

· 任职要求

1 、5 年以上企业行政管理实践操作经验;
2、形象气质良好，行政管理、企业管理本科及以上学历，熟悉行政管理及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知识结构全面，
3、品行端正，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
4、处事沉稳平练、成熟、大方，能够承受压力;

5、具优秀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良好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这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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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th I 福伊特驱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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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集团
福伊特集团是基础工业的可靠伙伴。事业领域包括造纸技术，动力传动，能源技术和工业服务。是欧洲最大的家族企业之一.
福伊特驱动

是福伊特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福伊特驱动开发和生产精密的驱动技术产品。在工业、铁路、公路、和水路领域，她为全世界
各地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设备系统和服务.
福伊特驱动中国

自 1966 年开始，福伊特驱动开始为中国重要的火车提供液力传动箱.自 90 年代开始，福伊特驱动产品在中国的销售额逐年增
加，在 13/1 4 财政年度销售总额达到 2.45 亿欧元.

E离茵茵圃·

1 、 Project Manager CV 商用车产品项目经理

• Requirements 
1.Minimum three years' experience managing projects. 
2.Major in mechanical, electrical or economics with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3.Proactive and with driving skills to "make things happ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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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驱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4.Willing to take challenge and work under pressure. 
5.Good team player; 
6.Good communication and fast learning skills. 
7.Experienced in Multi-cul•ure Communication/Cooperation. 
8.0pen minded and logical thinking. 
9.Available for traveling. 
IO.Fluent both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II.Good knowledge in Excel, MS Project and PPT. 

• Responsibility 

voithturbo.com 

I.Responsible for the project schedule, plan and cost, supervise the quality. 
2.Define project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 and maintain during the whole project phase. 
3.Coordinate with headqua忖町， operation, tech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s to ensure the projects successful 
execution. 
4.work with sourcing & purchasing department to optimize our cost to the best level. 
5.Repor• project 5•atus monlhly 10 top management. 
6.Raises potential projec• issues to relevant stake holders. 
7.Run project status meetings, tracking of stotus of existing issues and identifying of new issues and risks. 
8.Work in compliance with quality sys•ems, including document control and design control,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Manufacturing functions and Quality Assurance . 

2、 Regional Key Account Manager CV Asia Pacific 商用车区域大客户经理

• Responsibility 
I.Key Account Manoger (Iocated in Shanghai/Chino) for hydraulic retarders, DIWA automatic transmission for 
regional OEMs which includes. 
2.Key Account Management of regional heavy duty truck and bus OEMs 
3.Coordinate s•rategic activities of sub regional OEM sales teams in China, India, Japan and Korea. 
4.Slrategic Business Planning at OEMs (globally incl. sales and after sales) 
5.Functionallγlead 0 team of 3-5 experienced sales directors in the sub regions. 
6.Coordinate, develop and sign strategic supply frame agreements with OEMs. 
7.Coordinate and standardize commercial terms and pricing within the regions OEMs and sub-regional sales teams . 
8.Accompany new producl development projec•s incl. market launch at OEMs. 
9.Coordinate supplier PPAP certification and documentation requirements between OEM, Germon + locol HQ and 
production sites to achieve serial SOP. 
1O.Coordinate required trainings,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overall qualification measures at OEM. 
门 .Coordinate required 5•rategic marketing and promotional activi• ies with OEMs incl. contact with press, 
αssociations and au•horities (Iobbying). 
12.Regular •ravelling to OEMs in the regions fully supported by local sales •eams. 

• Requirements 
I.University degree, major in economics 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 
2.A• least 10γears similar working experiences in commercial vehicle industry. 3 
3.Good command of ms office/pm. 4 
4.Fluent english orol and in writing. 

创巅 ， 可拷续发展 也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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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Tax Manager 

• Job Descrip•ion 

ω PP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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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G I 庞贝捷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Egæ百回

PPG 工业公司的目标是继续保持其世界领先的涂料和特殊材料供
应商的地位。凭借其在创新、 可持续发展与色彩方面的领导地位， PPG 
以多种形式帮助来自工业、交通运输、消费品、建筑等领域及其售后市场
的客户提升产品的外观。PPG工业公司始建于 1883 年，总部设在美国
匹兹堡市，美国财富 500强企业，在全球近 70 个国家设有生产基地及
附属机构.2013 年公司全球销售额 151 亿美金，连续多年被《财富》杂
志评为全球最受称羡的化学品公司。

PPG 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全球化学品公司之一，
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中国大陆员工人数近 40∞名。在天津、上海、苏
州、昆山、芜湖、张家港、淄博、广州等地共设有十四家工厂，在北京、天
津、上海、苏州、广州等地设有贸易公司、办事处、研发中心及培训中心
PPG 在中国生产及销售以下十一大类产品:航空材料、汽车涂料、工
业涂料、包装涂料、建筑涂料、汽车修补漆、轻工业涂料、工业防护及船舶
涂料、玻璃纤维、玻璃以及光学产品等.

·~~!J!J!i四~;I描ii!l~_if'L'li由国画辜百四百，tr;UtJ;L"I!堕壶'

I.Take overall responsibility on HNTE project and works with finance / legal / technical and/or other depαrtments 
locallγ， regionolly, and globally to achieve the goal 
2.Suppor• finance controller to take advantage of local tax incentives e.g. financial subsidies, preferential •ox rates, 

ex•ra tax deduction of R&D expenditures, e•c. 
3.Coordinate wi•h multiple functions and business units to keep track of the project status and drives the process. 
4.Keep abreast of the latest regulatory changes in HNTE require付lents and the local practices and provide an 
update to the management on 0 timely basis. 
5.Provide relevan↑。nd practical •ax advice to business units on daily basis 
6.Liasion with Jocal industrial and trade bureau, tax authorities, ministry of Commerc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office, etc. relating to HNTE requirements. 

• Qualifications & Skills 

I.Degree in finance, law or government affairs would be an advantage. 
2.At least 10 Years China tax experience wi•h 0 Big 4 accounting firm and mul•i-na•ional company. Minimum 3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in MNCs managing cross functionaJ projects for example, HNTE, local incentives application. 
3.Strong interpersonol skill with the obility to persuade/influence peers and effective communicotion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business units. 
4.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lead the project team to drive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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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cellent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6.Strong onalytical skills and proliciency in the use of Microsoft Ollice soltware and external tax research engines. 
7.Ability to communicote on complex •echnicol tox mat•ers with non-tox expe付s.

8.Fomiliar with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on chemicol or cooting industry is 0 plus. 

2、 Learn and Development Manager 

• Job Description 
Core Responsibilities: 
I.Facilitate training needs analysis ond consolidation for x-SBU leverages. 
2.lnitiote ond implement new Iroining ond developmenl progroms bosed on through understonding 01 business 
needs. 
3.Provide suppor•• o the SBUs on implementotion 01 talent review (provide TR training. act as TR process and syslem 
experts to suppor• SBUs) and get insights lor talent development. 
4.1nitiate / implement tolen• assessmen• ond development (DC. vioEDGE. competency ossessment) 
5.lnitiate / implement coaching / mentoring progroms (quolily in•ernal coaches / mentors) to build internal people 
development copabilities. 
6.Provide internol training to HR team on key HR processes and systems (PLP. Tolent Review). 
7.Design and develop training programs• o meet business and functional talent development needs. 
8.Design and implemenl codet orientotion ond troining progroms ot corporote (x-SBU) level. 
9.Lead / participote in AP regional projects lor new development and •roining projects 
10.Develop internal ↑『αiners pool in China (incl. Leaders as Troiners new initiotive). 
11 .Manage training vendor selection (vendor selection process and policy). 
12.Lead any other new initio• ives thot promote Learning Cul•ure in PPG. 

• Qualifications & Skills 

I.Experience: 8-10 years generol HR reloted experìence. with 3-5 years in leorning ond development ot corporate 
or buslness unit level. 
2.Knowledge: talent development knowledge. business understanding. lates• market trend or industry bes• 
proctices. 
3.Skills (functional competences ond capabilities): Instructional design. troining delivery. communication ond 
presentation skills, project management skills. 
4.Leodership competencies (refer to oppendix). 
5.0ther Requirements: (% of Trovel involved specific certification, mobility, etc.) International/regional (1-2 times / 
γear) ond domes•ic trovel is required. Trainer certificotions (e.g. DDI ceriified troiner). Tolent ossessment 
certifications (assessment tools) is a plus. 

3、 Regional OEM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 Job Description 
1 .To build strong and eflective relationships with selected OEM' s, dealership networks. insurers and other significant 
ìnfluencers 
2.To negotiate influencer contracts as strotegy dictates to achieve PPG finonciol goals. 
3.TO support delivery 01 new wins and account retentions and work with organization ond inlluencer to deliver 
agreed commercial value from contracts. 
4.To plan and coordina•eimplemen•alion 01 new agreements. 

P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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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o suppo付 soles in •heir contacts/negotiations with OEM' s ond other selected inlluencers. 
6.To coordinate and prepare tenders with major influencers. 
7.Ensure that the influencer require门lents ore met as contracled ond monoge ongoing relotionship. 
8.Actively communicate needs ond developments of influencers ond OEM ' s to the Business. 
9.Develop ond molntoin 0 multi-contoct soles strotegy involving Purchosing. Customer Service. Ports/Alter Sales etc. 
1 O.Meet all repo付ing requirements. 
11.Cultivote OEM relationships •o obtoin OEM opprovols as 0 Relinish supplier; upon obtaining approvols. support 
local OEM Account. 
12.Manαgers and sales teams with education ond counsel on how to best leveroge PPG' 5 position with competitor 
accounts to secure new business. 
13.ln conjunction with PPG Technical. outline ond manoge the process that includes alllogistics of panels. samples. 
tes•ing. etc. tied to the approval process. This requires 0 good understanding 01 OEM testing procedures. 
organiza•ion and delivery times fromes. Follow up on process issues which inhibit the opproval process. 
14.Manage all aclivitie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PG Blue print objeclives. EHS goals. Quality. Business conduct ond 
code of ethics policies. 

• Qua lifications & Skills 

1 .Accurote numerical reasoning. with good understanding of numeric models. 
2.Good understanding of OEM 怆sting procedures. organization and delivery times fromes. 
3.Excellent communlcalor at alllevels. writ1en and verbal. 
4.Project manogement experience. 
5.High level presentotion skills 
6.Proven nego•ia•ion skills. 
7.Computer user for Microsof• Office and similar products 
8.Proven sales trock record ot board room level. preferably in the refinish industry. 
9 .Mobility /llexibility (frequen• ond long tr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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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I ZETA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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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 1994 年创业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持企
业自主创新，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已建立起信息、电气、基建、科教、金融、商贸、安防等产业板块，拥有近万名员工、二十余家企业和
一所职业教育高等学院、二个工业园。2013 年实现营收 80.3 亿元，上缴税收 3.2 亿元.跻身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建筑业 500 强、上海市企业 100 强，上海市 A 类纳税信用单位、银行 AAA 资信等级企业、工商免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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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企管经理 (2 人)

· 工作职责

1.负责分析板块内企业的经营现状及问题，结合企业所在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为企业经营层提出经营决策建议;
2. 负责收集并分析板块肉企业年度预算和经营i协~.并形成情况报告;
3.负责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与分析，使用现代管理方法对板块内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分析、评判和诊断;
4. 负责定期对板块肉企业的经营计划进行效果分析，评估经营目标达成状况，形成并提交企业月度、年度经营分析报告初稿;
5. 负责编制并汇总板块企业经营班子年度绩效考核及奖励方案;
6.参与板块内企业发展战略、年度预算指标的制订，并参与企业战略目标、预算指标的分解工作;
7.组织协调板块肉企业年初、年终董事会及会后工作的落实;
8. 参与板块内企业重大项目的投资分析和执行;
9.协调集团各部门对板块内企业的管理、指导和服务;
10 协助做好板块肉企业的组织建设工作，
1 1.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ZETAGROUP 

· 任职要求

1.教育背景: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财务、企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类相关专业;
2. 知识背景:具备战略规划、运营管理、流程管理、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3. 工作经验-具有 2 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历;
4. 技能技巧:

(1 )具备较强的执行及分析能力，具备项目或专项工作的推动力，
(2)具备较强的信息搜集能力，能够独立撰写方案文案、经营分析报告等;
(3)具备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较强的统筹计划、组织协调能力.

5. 工作态度:
(1 )团队协作精神佳，执行力强，服从性强;
(2)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操守优，为人诚实正直。

2、 管培生 (3 人)

· 工作职责
1.协助企业管理经理运用财务报表等管理工具，对企业经营进行分析、诊断;
2. 协助企业管理经理对集团投资企业进行投后管理，提出企业经营的建议;
3. 协助撰写企业经营分析报告(WORD/PPT) • 

· 任职要求

1.硕士及以上学历，财务、工商管理类专业;
2. 具有一定企业经营分析能力、熟悉企业财务报表分析;
3. 具较强的学习能力;对企业管理感兴趣。

@雪服用

敖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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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业接力科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STE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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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业接力科技金融集团于 2011 年成立，旗下拥有接力天使、接力基金、接力担保、接力服务等业务公司，涵盖天使投资、风
险投资、融资担保以及创业企业服务等相关业务，构建面向早期创业企业的金融与服务产业链.

E嚣冒富国·

1、投资经理 (直投业务) ( 1 人)

· 工作职责

1.从事早期创业企业的投资工作(包括筛选、投资、投后管理等) ; 
2.对所涉及行业进行行业分析并撰写行业分析报告。

· 任职要求

1 诚信、正直、有事业心;
2 有出色的沟通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和洞察力，对新事物敏感、有好奇心;
3. 有2年以上创业投资行业经验或5年以上产业经验，有创业经历者优先;
4. 本科及以上学历，研究生优先，材料学、化学、生命科学专业优先。

STE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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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2、 基金公司财务分析 (1 人)

·工作职责

1.协助合伙人参与对潜在投资对象的尽职调查，对合作方财务情况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
2.参与投后管理，对项目持续期间被投资方项目财务情况进行监控，对投资收益，投资成本和融资费用的收付等等进行精确核算;
3.协助管理层制订和落实财务战略和年度计划，保证公司的整体战略实现;
4 组织年度预算的编制、下达、实施及其达成情况的跟踪和分析;
5 规划、组织、实施公司会计核算工作;
6 组织各种财务分析、经营分析、资金管理;
7 负责税务整体规划，
8.积极配合完成每年财务年报审计以及工商、税务等相关工作.

·任职要求

1.财务会计、金融投资类本科以上学历;
2 系统掌握相关国家财会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会计通则，
3.具有 3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 良好的组织与协调能力，良好的对内对外沟通与交流能力;
S. 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责任心，工作踏实;
6 有会计师事务所或金融投资公司从业经验者优先;
7 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或注册资产评估师资质者优先。

3、投资经理 (母基金业务) (1 人)

·工作职责
从事早期创投基金的搜寻、筛选、投资及投后管理工作。

· 任职要求

1 、诚实、正直、有事业心;
2、具备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理解力和洞察力;
3、具备出色的沟通能力，
4、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一年以内需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有母基金运作经验或早期投资从业经验者优先.

4、担保项目助理

·工作职责
1 、参与开发新项目，具备一定的项目策划能力;
2、配合项目经理开展项目实施;
3、协助项目经理完成项目报告撰写，落实签约、保证金、保费到帐等事蜜;
4、做好客户关系维护工作，及与银行间协调工作。

· 任职要求

1 、 1 年或以上工作经验，优秀毕业生尚可;
2、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管理、金融、财务、经济类专业;
3、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具备财务基础知识，有一定分析财务报表能力者佳;
4、较强的客户沟通与协调能力，有优秀客户服务意识;
5、饱满的工作热情，细心、踏实，能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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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I ST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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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成立于 2006 年 8 月，是全国首家传播创业文化、支持创业实践、从事推动大学生进行科技创业
活动的非营利性公募基金会.
我们秉承"鼓励创新创业，完善创新环镜;推动成果转化，促进教育改革;激发创新潜能，造就创新人才"的宗旨，运用专业化

团队，汇聚社会资源，在创业文化、创业研究、创业教育、创业项目等领域开展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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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经理

·工作职责
1.负责天使基金资助项目的初审;
2. 协助开展天使基金资助后翔的跟踪;
3. 参与天使基金资助项目的集中评审;
4. 负责创业空间(包括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的项目拓展;
5. 对拟资助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出具调查报告.

· 任职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项目管理、经济、金融投资等相关专业;
2. 熟悉投资项目的运作，有早期天使投资经验者优先;
3. 具备敏锐的观察力，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
4. 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高度的工作热情，优秀的团队合作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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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G I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2、活动管理经理

·工作职责
1.组织开展各项公关与宣传活动;
2 年度活动策划及执行;

3 开拓外部活动合作伙伴;
4 加大组织推广力度，使创业周的品牌不断强化，进一步提升基金会的影响力;
5 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 任职要求

1 营销、策划、新闻等相关类专业优先，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2. 有 2 年以上营销、公关及大型活动策划工作经验，
3. 掌握大型活动策划推广知识，对创业知识有一定了解;
4. 具有独立策划活动、撰写策划案、活动执行能力;
5. 对公益机构和创业企业有价值认同感，协调组织能力强、善于沟通、积极主动、富有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3、投资项目助理

·工作职责

1.负责集合贷款、投贷联动等集团创新型产品的研发和实施;
2.协助开展行业深度研究和集团发展规划;
3.协助制作集团和子公司运营发展报告;
4.协助开展被投企业的投后管理工作.

·任职要求

l 、金融、会计、法律、投资、经济等相关专业优先;
二具有扎实的信息挖掘和研究分析能力;
3、具有快速学习及理解能力，能够熟练的使用Office软件;
4、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5、具有银行、证券、咨询等工作经验者优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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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美联(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美联)，定位中国最大的餐饮酒店产业链整合服务平台，以强大的资本与互联网技术
为依托，为产业链上下游构建起以供应链及金融为核心，互联网整合营销、管理培训11、资本、商业模式及品牌连锁加盟为一体的服务

体系，围绕"1 个核心-供应链"业务， "4 个关联-众笑联资本、众美联教育科技、众美联互联网、众笑耳菜刀口M连锁业务的战略部薯，
创建了集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于一体的产业链平台经济运蕃模式，得到了来自于政府，行业协会的高度支持。
众美联资本主要立足餐饮企业的存量资金，跟随众美联资本寻找大消费领域内具有发展潜力、成长前景的创新型企业，分享企

业创新成长成果，跟随众笑联资本的产业基金，参与中国餐饮产业链整合，获取产业组织利润，以私募投资基金为载体，布局中国餐
饮金产业链，掌握产业链关键环节，共同搭建中国餐饮产业整合平台，借助众美联供应链体系的庞大现金流，发力亘联网金融，搭建
中国餐饮产业的"余额宝".

E噩噩噩国·

1 、 投资总监/经理{20人) 本科以上学历

· 工作职责
1.投资、并购、重组、上市等项目的全程跟进、谈判和签署协议的执行;
2. 组织、执行项目前期考察、价值分析、尽职调查、合罔谈判等具体事室。

· 任职要求

l 经济学、金融管理、风险投资管理等相关专业;

2.5 年以上项目投资相关工作经验，独立负责过多个项目运作、投资或管理;
3 有责任心和良好的沟通技巧，较强文字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4.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2、 家族财富管理专员(10人) 硕士

· 工作职责
1.协助上级做好家族财富的研究工作;
2.参与家族财富平台的开发与建立工作;

E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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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跟踪与落实项目组的各项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 任职要求

1.具有激情创业的精神，及较强综合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2.经济、金融、投资管理、工商管理等相关专此背景:
3.有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和投行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3、家族财富管理研究员 (10 人) 博士/博士后

· 工作职责

1.负责研究院家族财富管理理论研究、教育培训的平台建设;
2 建立家族财富管理的数据支撑体系，为家族财富管理提供大数据分析及服务;

3.研究及构建家族财富管理金万值服务平命体系{研究、培训11、投资等)。

· 任职要求

1.真有激情创业的精神和战略远见;
2. 经济、金融、投资管理、区域经济、理工科等相关专业;
3.研发方向:国外著名家族财富管理运作模式研究，资产管理研究、风险投资研究、企业发展研究、产业规划研究、政府引导基金研
究与运营研究、天使投资、股权投资研究与投资研究;
4.有从事著名机构、投行的决策研究经历或有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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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交易
轻松高效

迅{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环迅支付n)是中国最早的第三万支付企业.2000 年成立，为客户提供支付和资金管理产品，及
行业资金解决方案，在 20门年首批获得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首批"跨镜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

务试点"等。公司业务遍及电子商务及传统行业，目前在国内已拥有十多家分公司。我们期待更多的人才加入环湿支付，与环迅支付
一起创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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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经理

· 工作职责

l基于相关方面的因素对通道进行运蕾层面的管理，通过对通道各种特性的分析和抽象，提升对通道的利用率;
2. 根据公司的运营管理制度和产品设计要求，组织并协调相关层面进行对应的运营管理评审;
3. 新产品上线，为确保各项业务的开展能够有序遂行，协调并进行相应岗位、角色及权限的配窒;
4 根据产品设计、业务流程及管理要求撰写产品运蕃手册，并组织各部门进行相应的运宫维训11 。
5 . 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完成产品编写及培训11工作;
6. 完成领导交付的其他工作。

· 任职要求

1.具备良好的职业察质;具备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并能较好的进行归纳总结;
2. 具有较强的跨部门沟通及协调能力、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3. 对于支付行业，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运蕾流程有深刻理解;
4. 相关支付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西噩噩量却

IPS I 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项目经理

· 工作职责
l 根据所负责拓展的行业(医药、连锁、服装、旅游、贸易、品槐厂商等)代表性客户遂行业务洽谈和签约;
2. 拓展目标企业客户，提炼客户需求并推荐公司的支付严品，签约客户并有效维护和促销等工作;
3.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签约客户数量，达成公司要求的交易量和毛利要求;
4. 负责竞争对手在相关领域的产品及服务的收集及对公司的行业产业提出建议.

· 任职要求

1.3 年以上销售拓展工作经验;
2. 熟悉使用电脑办公软件并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3. 有 1-3 年以上 ERP~第三穷物流等或医药、贸易等上述行业工作经验，有行业客户人脉;
4. 具备较强的商务谈判和公关能力，气质佳，必须喜欢销售拓展工作;
5. 需要有良好的协调和沟通能力及客户服务意识.亲和力强;
6. 有各类行业客户资源和在某一行业内有客户者优先。

3、品牌经理

· 工作职责

1. Ï1J公司品牌系统.定义公司品牌架构;
2 定并建立公司品牌的核心价值，并根据公司发展送行调整;
3. 据公司发展需求制定品牌发展战略;

4 定品牌维广计划，并监控执行;
5. 市场普销项目及市场活动进行品牌指导;
6. 合公司推广及宣传渠道。

· 任职要求

1.3 年以上公司市场及品牌规划及执行经验;

2. 优秀的方案及文字撰写能力;
3. 有品牌推广方案的全案策划j及执行经验.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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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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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职责
1.负责公司财政方面的业务和策略，包括会计管理、财务计划、内部审计、成本控制和投资研究分析等;
2. 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及内部控制，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计划完成年度财务预算，并跟踪其执行情况;
3. 制度、管理和实施公司的经济、财务标准和程序，满足控制凤险的要求;
4. 分析并改进现有流程，不断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工作效率.

·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财务相关专业;

2 工作经验: 6 年以上财务工作经验，4年以上财务管理经验，3 年以上大型投资管理公司或资产经营公司财务总监工作经验。
3. 专业知识·精通财务专业知识;熟悉投资行业规则:
4. 能力与技能:战略思考能力;决策能力;计划与组织能力;影响能力;应变能力

1r;，鸟主(，~;l;!支~U吃~t者

3、投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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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职责

l 搜集市场资料、投融资信怠，对拟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及筛选;

2. 负责对拟投资项目进行行业市场调研、尽职调查等前期工作;
3. 进行财务分析、经济效益及投资回收期测算，提供投资决策;
4. 准备锥介文件、框架协议、合作意向书.编制项目行动方案;
5. 参与投资项目的合作洽谈会、谈判会，参与项目操作;

6. 参与投资项目的直接管理，提出业务拓展和管理改造的建议;

· 任职要求

1.3 年以上工作经验，投资、财会、管理类专业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有完整的投资项目操作经验，精通投资项目调研和投资方案决策;
3. 具备财会、金融、投资等专业知识，文字功底好，有团队管理经验;
4. 熟悉投融资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
5. 积极上迸、成熟稳重，具备较好的沟通与谈判能力，执行力强.

山屿海度假→鸭式旅居度假践行者
山屿海从一家海外的小型度假农场起步，秉承"中E副食鸟式旅居度假践行者"的使命，搬取优质景区资源。通过在浙江、江苏、安

徽、山东、海南、广西巴马等高端旅游度假区周边自建、自普及拓展连锁度假基地的方式，真正让会员实现自游、悠游、畅游。
从 2009 年至今，山屿海已成为以生态旅居、候鸟式度假养老为主的国内知各会员制连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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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力资源总监

· 工作职责
1.全面统筹规划公司的人力资源战略;

2. 组织制定公司人力资源发展的各种规划，并监督各项计划的实施;
3. 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制订并组织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包含招聘、结训、绩效、薪酬及员工发展等);
4. 向公司高层决策者提供有关人力资源战略、组织建设、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建议，并致力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管理水平;
5. 塑造、维护、发展和传播企业文化;
6 及时处理公司管理过程中的重大人力资源问题，指导员工职业生涯规划。

· 任职要求

l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等相关专业;

2.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 年以上入力资源总监或人力资源部经理工作经验;
3.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较强的责任心、一定的亲和力;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沟通和人才挖掘与班别能力;
4. 熟悉人力资源的六大模块;
5. 熟悉国家、地区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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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I Chinasin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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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光集团始建于 1985 年，位于渤海之滨、黄河口胖、共和国生态之都一东营，目前集团下属企业主要有山东圣光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山东未来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圣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东聚圣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营强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伊究优

(上海)化工有限公司、山东东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水性涂料、特种涂料、水性树脂、烯经功能化聚合物及绿色合成橡胶等
高分子化工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建筑装饰装修(国家一级资质)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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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运营主管 (1 人)

· 工作职责
l 协助建立健全集团资本运作管理体系，完善相关管理制度;
2. 负责资金的筹集管理和投资管理，并制订资本运作策略，处理在实施资本运作方案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3. 负责配合公司战略部署安排相关投融资事务并建立、拓宽融资渠道，努力保证公司的资金需要。

· 任职要求

1 财经金融类、法律或管理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扎实的资本营运管理理论知识;
3 熟悉资本市场的运作，臭基本的投资分析能力。

因 t需2集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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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部预算管理(1 人)

· 工作职责
1.负责协助做好各收入、成本和费用的预算管理;
2. 负责结合本企业的成本、费用发生情况进行预测;

3. 负责月度效益测'草、年度计划测算;
4. 成本管理。

· 任职要求

1.具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具有助理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 较为熟悉财务核算规则;

3. 熟悉会计制度及会计基本理论，具备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