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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猎上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平台运营总监（1 人）

任职要求

作为国内首家对结果负责的招聘平台，猎上网致力于为雇主企业提供可靠、优质、高效的中高端人才招聘服务。平台向企业与猎头
双向开放，通过大数据技术，将雇主企业需求职位与专业猎头进行匹配并精准推送，从而扭转传统猎头行业效率低下弊端，彻底解
决企业中高端人才招聘的难题。目前猎上网注册猎头顾问已经突破 10 万，合作猎头公司超过 10000 家，合作雇主企业超过 30000
家。平台职位交付能力覆盖地产、互联网、传统 IT、金融、快消、医药、制造等行业，为苹果、腾讯、去哪儿、德勤、平安、万科、
绿地、网易、360、美团等知名企业提供优质猎头招聘服务。

1. 监测和研究市场动态及竞争对手的策略，制定针对性的策略和活动方案；
2. 对策略和活动的日常数据分析和评估，阶段性优化和调整，给出相应解决方案，并对执行结果负责；
3. 负责客户端线上运营项目的策划及执行，发现用户的规律和需求，负责全站用户留存活跃度和活跃率运营；
4. 负责公司运营团队的组建、培训、考核与激励；
5. 负责用户服务质量提升；
6. 业务运营数据多维度分析。

1. 本科或以上学历，8 年以上互联网运营工作经验，5 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运营工作经验优先；
2. 热爱移动互联网，对行业发展趋势有深刻理解，并热衷于用户行为研究；
3. 数据分析能力强，思维逻辑清晰，良好的自我学习及驱动力，责任心强，有创造性；
4. 能承受高压工作，优秀的沟通表达能力，高度的团队协调精神。

公司网址：www.hunteron.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 2816 号华滋奔腾大厦 B18  

猎上网   首家对结果负责的招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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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运营经理（2 人）

2、大学运营总监 （2 人）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负责全线产品运营，对于总体的运营策略和执行负责，对于产品的顾客体量和用户活跃度负责；
2. 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活动运营、推广、用户和顾客需求调研第二个，并最终推进项目和工作的实施、完成；
3. 负责公司全线产品运营和推广，对团队人员进行指导、培训及绩效管理；
4. 根据产品运营指标制定运营计划，针对公司的产品在活跃度以及成交量上进行逐一分析，并及时制定解决方案；
5. 根据运营状况，不断调整产品运营策略，并推动各部门执行 ;
6. 数据分析，能够系统地对数据进行解读，并通过数据分析提炼出相关方案。

1. 参与在线培训交易平台整体发展规划制定制定平台运营策略计划并推进执行，协调团队内部及相关部门工作，推进并实现网站预
期目标；
2. 监督管理培训课程的研发、介绍、发布、下架工作，制定新课上架、滞销、过时课程下架机制，确保课程的有效性，同时收集和
整理用户学习反馈，与合作方对现有的培训课程进行优化和提升；
3. 制定网站培训课程各个阶段主题学习活动，协调市场部、技术部等相关部门，确保学习活动按照计划顺利开展； 
4. 负责、参与用户合作项目管理工作，实现商家运营数据与培训课程对接，通过对项目进度管理，协调项目资源，与团队内及外部
门保持沟通。

1. 具有出色的业务规划和运营能力，能独立和领导团队进行产品运营计划的规划和策划相关活动，并最终推进项目实施、完成；
2. 具有出色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以及战略思维，能够将计划高效流畅的推动各部门执行；
3. 具有优秀的营销策划、项目管理和数据分析方面的经验和能力；
4. 对于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产品和运营具有丰富经验优先；
5. 善于沟通交流和团队精神，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和抗压、承压能力；
6. 了解网络媒体资源和传播方式，拥有广告公司或厂商互联网媒介推广及联盟投放经验者优先。

1. 本科或以上学历，8 年以上互联网运营工作经验，5 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运营工作经验优先；
2. 热爱移动互联网，对行业发展趋势有深刻理解，并热衷于用户行为研究；
3. 数据分析能力强，思维逻辑清晰，良好的自我学习及驱动力，责任心强，有创造性；
4. 能承受高压工作，优秀的沟通表达能力，高度的团队协调精神。

猎上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猎上网   首家对结果负责的招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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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管理培训生（20 人）

必盛人才是全球前十大 , 唯一一家只专注在亚洲招聘顶级专家，2008-2013 年连续五年被评定为亚洲十大猎头，必盛人才总部在新
加坡，在全亚洲有 26 家分公司。目前整个亚洲有在职员工 1000 多人。在上海 office 这里大约有 100 多人。我们擅长寻找中高阶
企业经理人，全亚洲共有 600 多位顾问群 , 专注在亚洲金融市场 / 互联网 / 零售 / 快销市场 / 医疗市场的高阶人材猎取。

服务范围
-- 中高阶人才搜寻服务 (Executive Search)
    ●高级人才中介服务 Premium Contingency Model
    ●特约项目高级人才中介服务 Retainer Service Model
    ●高级人才数据库建立服务 Talent Mapping 
-- 客制化专业招募服务 Tailor-Made Professional Recruitment Contracts
    ●弹性人才外派服务
-- 招募外包服务 RPO (Recruit Process Outsourcing) Solution
    ●人事外包服务 HR Outsourcing
    ●薪资奖酬处理外包服务 Payroll Services Outsourcing
-- 人力资源系统方案 iHRS Solutions
    ●人力资源系统 HR Information System
-- 评估服务
    ●内外人才素质评估调查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ndidate Evaluation
    ● HI (Harrison Innerview – Profiling System) 
    ●指纹人格分席 Finger print
    ●背景调查 Reference Check

1. 分析互联网金融产业趋势；

必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pplesearch.com          
单位地址：徐汇区淮海中路 1010 号嘉华中心 3802 室 



4

必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任职要求

公司目前正在招募小贷公司总经理、风控总经理、大数据分析岗、投行总经理、车贷总经理、互联网营
销总经理等中高阶职缺，候选人可至展位前详询。

1. 全日制大学 研究生  准毕业生；
2. 寒暑假周一到周五的全职服务；
3. 开学后每周连续三天的全职服务；
4. 敏锐的思考和分析能力；
5. 良好的沟通能力。

2. 为国内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寻找专业人才；
3. 为企业用人招聘提供解决方案；
4. 竞争对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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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金融猎头顾问（不限）

我公司成立于 2011 年，由多位毕业于五道口、清华大学，并曾在金融监管机构及知名券商任职的专业人士共同创办。本着成为最
专业的金融猎头为宗旨，利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创造更大的财富。
我们的两大主要业务模块为：传统金融业务部、互联网金融业务部。
传统金融业务部：主要专注于基金、信托、券商及保险等金融机构的高端人才招募服务，覆盖投研、资管、风控及渠道营销等不同领域。
我们尤其擅长寻访兼具优秀业务能力与团队管理经验的金融领军人才。
互联网金融业务部：利用我公司的广泛资源帮助有潜力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完善组织架构，寻访高端金融人才加盟。
时值公司大力开拓之际，诚向社会招募有志之士加盟，以期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根据客户职位要求，准确分析职位，通过各种渠道访寻目标候选人；
2. 标准化、多渠道、快速访寻具有一定匹配度的目标候选人，面试评估并出具人才推荐报告；
3. 关注行业及知名企业发展动向，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搜集深入的行业信息；
4. 具备团队拓展或者新行业拓展能力。

1. 本科以上学历；
2. 能吃苦耐劳，做事严谨认真，学习能力强，并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抱有极大热情；相信付出终有回报，能为创收付出
辛勤劳动；
3. 优先考虑未婚未育的女性及毕业后有 2 年左右工作经验的年轻男性；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优先考虑范围：
1. 有 1 年以上猎头行业相关经验者；
2. 有金融、外贸、外资、英语培训和咨询公司等从业经验者；
3. 对猎头行业有较深入或清晰的认识，具有开拓的激情，优先考虑（可不具备相关猎头经验 )。

上海金梧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italentbank.com          
单位地址：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379 号金穗大厦 1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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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梧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2、金融理财顾问 （不限）

3、HR 总监 （不限）

4、高级产品经理 

5、董秘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负责客户的开发、维护和业务扩展，掌握客户信息，分析客户的基本情况，掌握客户的理财目标和需求，为客户提供合理的理财建议；
2. 积极完成有效客户的积累，提升客户的忠诚度；
3. 完成团队经理制定的销售业务目标。

1. 指导、协助企业的招聘、培训、绩效、薪酬福利等各大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工作；
2. 向公司高层决策者提供有关人力资源战略、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建议，致力于提高公司综合管理水平；
3. 组织和推动公司文化建设。

1. 根据市场需求独立负责设计产品并策划具体方案；
2. 撰写报告、尽调、宣传营销材料；
3. 与银行、券商、信托、三方理财等机构接洽，进行产品路演、渠道宣讲等销售支持工作；
4. 审定产品合同、完成产品成立各流程事项；维护产品后期的正常运营；
5. 对业务及时跟进，组织和实施产品培训。

1. 本科或以上学历，外语、金融、营销、管理、计算机等专业优先考虑；
2. 有银行、信托、基金、金融等行业的精英；
3. 吃苦耐劳，踏实稳重，诚实守信，有上进心，有责任心；
4. 有较强的服务理念和团队精神，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销售技巧。

1. 人力资源管理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六年以上人力资源管理经验，三年以上人力资源总监工作经验；
2. 对人力资源管理各个职能模块均有较深入的认识，熟悉国家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
3. 具备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1. 本科及以上学历，产业经济、金融学、经济学或相关专业；五年以上券商资管、基金、银行等相关工作经验；
2. 具备扎实的金融知识，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
3. 善于向机构客户表达投资理念和投资观点，有很强的协调能力，工作主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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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负责公司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                                         
2. 负责股权事务管理、公司治理、股权投资；                                
3. 负责筹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以及相关资料保管，保障公司规范化运作。

1. 从事秘书、管理等事务工作三年以上；从事金融行业为佳；
2. 有一定财务、税收、法律、金融、企业管理、应用等方面知识；                                                                                                                            
3. 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能够忠诚地履行职责。

任职要求

工作职责

6、机构营销高级经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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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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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部门领导制定和实施各类流程、培训计划。

1. 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5 年以上机构客户销售经验或基金公司销售业务工作经验，有丰富的机构客户资源者；
2. 具有扎实的金融市场知识，对基金市场各类机构客户的特点有深刻的了解和掌控，有能力针对产品特点选择机构客户并开展营销；
3. 具有较强的执行能力和一定的管理能力，并能承受较强的压力和挑战。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7、机构营销经理

8、渠道营销区域总监

1. 根据公司总体与部门销售策略，负责所辖各类机构客户的开拓、维护与服务工作，完成个人销售任务；
2. 负责收集、整理、完善客户信息，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产品信息和公司报告，协助客户完成交易，维护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
3. 配合产品发行，策划和组织各类研讨会等营销活动等。

1. 根据部门年度、季度和阶段性工作计划，制定区域销售策略、执行方案，分解销售目标和费用，带领团队完成区域销售任务；
2. 负责管辖区域内的渠道开拓、维护与服务工作，进行渠道信息收集、整理和更新，定期提交工作报告；
3. 负责管辖区域内的渠道培训、活动组织和策划。

1. 金融、财经、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年以上机构客户销售经验或基金公司销售业务工作经验、有机构客户资源
者优先；
2. 对机构理财业务和营销组织工作，具有较强的理解和执行能力；
3. 具有扎实的金融市场知识，能够独立撰写金融专业资料，并能承受较强的压力和挑战。

1. 金融、财经、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上海金梧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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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9、渠道营销经理

10、专户营销经理

11、公司副总经理 ( 分管投研 )

12、组合管理中心负责人

1. 负责区域代销渠道的开拓、维护与服务工作；
2. 完成公司下达的新基金发行与基金持续营销任务，策划、落实营销方案，完成个人销售任务；
3. 做好客户访问及跟踪工作，建立并完善客户数据库。

1. 根据公司总体与部门销售策略、专户业务年度计划，负责所辖各类机构客户的开拓、维护与服务工作，完成个人销售任务；
2. 负责收集、整理、完善客户信息，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产品信息和公司报告，协助客户完成交易，维护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负责
专户产品发行的组织协调工作，保障专户发行和销售工作的顺利开展；
3. 负责客户需求调研、产品适销性分析等产品开发支持协助工作，策划和组织各类研讨会等营销活动等。

1. 分管公募基金和专户的投资研究工作；
2. 负责公司投研业务的日常管理。

1. 负责专户 MOM 产品的研究、设计及投资管理工作；
2. 为客户提供以组合分析评价为基础的咨询服务。

1. 金融、财经、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有 1-2 年基金销售工作经验，熟悉基金各代销渠道特点和客户群者优先；
3. 能针对产品特点选择渠道并开展营销，胜任公开演讲和培训，能够适应强度较大的工作出差。

1. 金融、财经、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2. 熟悉机构理财业务和各类专户业务，具有较强的理解和执行能力，有一定的客户及项目资源；
3. 具有扎实的金融市场知识，能够独立撰写金融专业资料，并能承受较强的压力和挑战。

1. 硕士或以上学历；
2. 十年以上金融行业相关从业经验，三年以上投研团队管理经验，具有良好的团队管理能力； 
3. 过往具有优良公开可查的投资业绩； 
4.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上海金梧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2. 具备 4 年以上基金销售工作经验，其中 1 至 2 年团队管理经验；
3. 熟悉基金各代销渠道特点和客户群，能针对产品特点选择渠道并开展营销，胜任公开演讲和培训，能够适应强度较大的工作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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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13、QDII 基金经理

14、产品部负责人

15、研究总监（不限）

1. 从事海外市场上市公司深度研究以及行业分析，负责基金的全球资产配置、投资组合管理等投资决定。

1. 负责公募基金、专户产品设计、申报及其他事务；
2. 协调产品相关的内外部沟通工作；
3. 负责团队日常管理等相关工作。

1. 负责大类资产的研究及推荐工作；
2. 对基金、信托、资管等产品进行研究分析及综合评价；
3. 建立公司产品评价体系，制定配置策略和产品研究报告；
4. 指导产品引入。

1. 硕士或以上学历；
2. 五年以上境外证券市场股票投资或研究经验，具有海外相关岗位经验者优先；
3. 优秀的中英文口头表达和写作能力；
4. 良好的沟通、协调、组织与开拓能力，富有团队合作精神。

1. 本科或以上学历；
2. 具有 5 年以上基金、证券公司产品设计经验；
3. 具有 2 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4. 熟悉公募基金产品、公募专户产品，熟悉产品设计推广流程；
5.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团队管理能力。

1. 金融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五年以上金融机构研究工作经验；
2. 具备扎实的金融知识，熟悉各类投资工具和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3. 能充分理解宏观政策对市场的影响，有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

1. 硕士或以上学历；
2. 五年以上基金或组合管理研究分析、评价或投资经验，三年以上 MOM 或 FOF 投资经验，投资业绩优良；
3. 熟悉国内资本市场，具备宏观经济和金融产品分析能力；
4. 具有良好的沟通和语言表达能力、团队管理和团队合作能力。

上海金梧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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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Bachelor degree with minimum 5 years Key account management related experience in FMCG;
2. The ideal candidate will be an experienced KAM from a reputable, consumer product multinational;
3. Relevant experience will include having helped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a strategy enabling significant growth 
through the Modern Trade channel, inclusive of negotiations and increased profitable revenues;
4. Formal training in presentation, selling and negotiating skills is preferred;
5.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in English.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Group Key Account Manager Mattel Group（1 人）

Jobedin.com is the unique Chinese HR Employment Branding platform promoting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talents.
Jobedin provides innovative recruitment solutions (applications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matching, on-line hunting) 
for MNCs to identify and attract the right local resources.
Jobedin is not only a recruitment solutions platform which has overseas students,elite graduates and outstanding 
foreign company employees, or a training platform which is specialized in career guidance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but also a video publicity platform to spread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y’s culture and image.

1. Identify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key accounts national wide and manage these projects; Develop and maintain 
relationships with key stakeholders in each account to ensure smooth execution of all activities across all outlets;
2. Setup below line activation plan and align with customer for implementation; Meet with key stakeholders in line with 
the contact strategy;
3. Develop and execute the business plan to translate the identified opportunities into business results among these 
accounts;
4. Be responsible for sales targets and customer profit & loss of these accounts;
5. Track and monitor account performance. Develop and implement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merchandising and shelf 
management;
6.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activities of competitors with the covered accounts and channels.

公司网址：www.jobedin.com      
单位地址：普陀区谈家渡路 28 号盛泉大厦 9 楼 C 室 

聚博英信息咨询有限公司（job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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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博英信息咨询有限公司（jobedin）

2、Accounting Manager Mazars（1 人）

任职要求

1.Bachelor Degree in Accounting;
2.Minimum 10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accounting field preferably with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3.Certificate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4.Intermediate Level certificate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5.Strong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Tax regulations;
6.Computer literate and familiar with several accounting applications;
7.Highly competent in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8.CPA, Tax auditor, or other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qualification;
9.Strong technical skills, for example: IFRS, US GAAP, cost accounting of financial services;
10.Eager to build on existing skills and develop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skills for a successful career;
11.Proactive attitude with proven ability to implement solutions to problems;
12.Able to work under pressure and to tight deadlines;
13. 有过事务所或财务咨询公司经验的候选人将优先考虑。

工作职责
1.Your day to day role will be to manage a team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outsourced accounting services to a portfolio 
of clients. As team leader you will be expected to:
  ● Prepare the accounting reports for use by client’s management;
  ● Prepar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statutory purposes;
  ● Ensure that the accounting services provided by your team are completed on time whilst maintaining a high 
standard of quality;
  ● Develop strong client relationships; 
  ● Motivate, develop and train the accountants within your team; 
2.Assist the Director to: 
  ●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team to perform accounting services within budget. Where there are budget overruns, 
identify the causes and implement solutions; 
  ● Support the preparation of proposals to prospective clients; 
  ● Improve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internal processes of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3.You may be required to undertake the role of your client’s Financial Controller, providing their Board of Directors 
with relevant analysis, value-added and business-oriented comment on their financial results; 
4.You will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erform one-off assignments such as establishing accounting process, control 
procedures or supporting business advisor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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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广东倍智测聘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咨询顾问（6 人）

任职要求

广东倍智测聘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人才供应链管理第一品牌，是缔造并专注于人才供应链理念实践的人岗匹配专家。
依托测聘网，倍智通过“测 + 聘”相结合的智能招聘模式，帮助企业打造人才供应链，提高人才管理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助力企业
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倍智是行业内唯一运用 IT 技术手段提升企业招聘有效性和人事决策有效性，并提供人
才测评、猎头及 RPO 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管理综合服务供应商。倍智总部设在广州，目前在全国有 12 个分支机构，200 名员工为
超过 3000 家企业提供人才管理咨询、人才测评、人才发展和招聘服务。

1. 参与人力资源 / 测评中心项目的计划、设计和实施，负责报告交付及相关的客户沟通；
2. 对所负责的咨询项目进行进程管理和质量控制，组织协调与咨询项目相关的管理层及执行层人员关系；
3. 组织就所负责的项目解决方案对客户实施培训与辅导；
4. 参与或独立组织进行咨询理念、咨询工具的创新与改良，咨询模块相关培训课程设计、开发和实施；
5. 参与进行或独立进行新的咨询项目的发掘、筛选、储备、跟进等工作。

1. 研究生或 MBA；
2. 专业不限，测评顾问心理学等相关专业优先；
3. 拥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证书者优先。

公司网址：www.talebase.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 1438 号财富时代大厦 4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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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发顾问（6 人）

3、KA 经理（5 人）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研究测评行业与竞争对手，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开发与构建测评工具体系，通过引进和独立开发，完善测评产品体系；
2. 快速学习和理解不同行业和专业，进行行业和专业知识考题的编制；
3. 针对不同行业内专业序列的核心工作流程，进行测评中心题库的开发；
4. 针对不同行业进行案例研究，进行测评题库情境化和模拟化的设计；
5. 综合考虑专业性与客户体验，设计测评报告；
6. 承担测评产品定制化开发项目的交付工作，根据客户需求设计与开发符合客户个性需求的测评产品。

1. 负责现有渠道的维护及客户的沟通、管理工作；
2. 根据业务需要，制定渠道推广策略、提供服务支持；
3. 协助上级监督渠道的运营及考核评估工作；
4. 协助上级开展渠道开拓及大客户管理工作。

1. 研究生或 MBA；
2. 专业不限，心理学等相关专业优先。

1. 本科及以上学历；
2. 专业不限，市场营销类专业优先。

广东倍智测聘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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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助理咨询师（若干）

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于 2000 年春在北京成立，员工人数 1400 人以上。荣获北京管理咨询公司综合实力排名第一、中国咨询业
第一品牌等称号。
和君集团本着实践出真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以咨询业务为体，以资本业务和商学业务为两翼，形成“一体两翼”的业务格局。
这一模式，荣获《21 世纪商业评论》评选的 2012 年度“中国最佳商业模式”奖。
和君咨询：是亚洲最大的咨询公司，集团实缴注册资本 1 亿元，正式员工 1500 多人。持续经营十几年，累计服务数千家企业和政
府客户，包括央企和民企，跨国公司、500 强和中小企业，遍布国内和国外，客户满意率达到 98% 以上。目前，平均每个工作日
签约 2-3 单，全年执行管理咨询和投资银行类项目超过 500 个， 在数十个行业里积累有丰富的案例和经验。2013 年和君咨询成为
全球第一家获得国际管理咨询协会理事会 (ICMCI) 认证的咨询机构，荣获全球第一张 CMC FIRM 资格证书。
和君资本：以 VC、PE 和 PIPE 的方式，为企业提供资金和资本运作的系统解决方案，为高净值人士或机构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累
计管理基金百亿元，管理上海市政府、福建省政府、重庆市政府等多个政府引导基金和产业基金。累计投资了 100 多家创新企业、
拟上市企业和上市公司。
和君商学：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代码 831930），以 O2O 的方式提供产业、管理和金融等方面的培训。目前，和君商学院每年
录取和培训几千个名校硕士生和博士生，形成强大的人才集群效应；和君企业总裁班、互联网和大数据 CEO 班、各种高管研修班等，
每年录取和培训几百个企业领导者。属下控股经营汇冠股份（SZ300282），“和君商学 + 汇冠股份”形成“斯坦福 + 硅谷创新”
的模式。
汇冠股份：汇冠股份：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SZ300282），总部在北京中关村，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员工几千人，年利润过亿元。
当前的主营业务是触摸技术、互联网教育和精密制造；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创新工场、创业创新的孵化器和平台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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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参与咨询项目的调研与访谈； 
4. 参与咨询项目的文案资料编制和修稿； 
5. 协助参与咨询项目的行业研究与分析。

和君集团

公司网址：www.hejun.com          
单位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86 号院 E 区 213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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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君集团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2、助理培训顾问（若干）

3、助理分析师（若干）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向客户介绍公司产品及文化，搜集客户信息； 
2. 完成每月指标，促成项目成单； 
3. 协助项目经理及讲师执行项目计划； 
4. 跟踪项目的实施情况，协调相关教务工作； 
5. 建立客户档案、进行客户关系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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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历要求：全日制重点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MBA 优先；
2. 专业需求：文、理、工科专业不限，以下专业为佳：
    a. 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会计学等管理类专业；
    b. 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学类专业；
    c. 金融、投资、法律、社会学类专业；
    d. 与上述专业及行业领域相关专业，如：教育类、环境类、医药类等；
3. 有项目研究经验或相关实习经验者优先；
4. 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与沟通表达能力，善于快速学习与团队协作； 
5. 熟练应用 Word、PPT、Excel 等计算机常用软件；
6. 理解咨询行业工作特点，能适应随项目经常出差。

1. 本科以上学历，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2. 具一定的销售意识和潜力，良好的敬业精神、团队精神；
3. 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社交活动能力，反应敏捷；
4. 举止稳重得体，谈吐大方，亲和力强，普通话标准； 
5. 能熟练应用 OFFICE 办公软件； 
6. 积极、主动的个性，好胜心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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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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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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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咨询总监（若干）

华彩咨询始创并领导着中国集团类咨询服务，是中国集团战略、集团管控、集团组织人力资源、集团风险和管控咨询服务首席专家，
是中国领先的集团企业综合服务商。
华彩成立于 1996 年，由来自原国际五大和国际战略咨询机构、国际投资银行的五位合伙人组建，专门为客户提供以集团战略和集
团管控为核心的集团类咨询服务及综合性外包服务。华彩总部设在上海，在北京、广州等地设有子公司和办事机构。目前华彩咨询
的业务范围主要覆盖服务－金融业板块、重工－综合类板块、城投－交通版块、高新科技版块、医药化工板块、建筑房产板块、先
进制造业板块等五个核心领域。华彩咨询业务群体主要由拥有资深职业经理、国际化或本土知名投资专家、机构研究人员和国际咨
询公司资深人员组成。
迄今华彩已经服务了七百余家咨询客户，其客户的主流都是多元化集团型、投资控股型企业，而且大多数即扎根于传统产业，同时
又横跨服务及金融两头。这样的一个客户结构决定了华彩的集团战略和管控咨询的坚实基础和操作性。

1. 监管咨询项目，洽谈咨询意向，提供培训服务； 
2. 咨询团队的领导与激励； 
3. 作为公司合伙人，参与公司战略决策。

1. 学历背景：经管类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
2. 知识结构：熟悉大型集团企业战略管理，集团管控，集团财务管理，集团人力资源管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3. 职业经历：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其中三年以上咨询项目经验；
4. 核心能力：多个咨询项目并行管理，咨询意向洽谈，商业培训服务，团队建设与领导力；
5. 优先考虑：有上市公司、央企、大型集团企业管理工作经验，或有咨询公司集团战略、管控、财务、人力资源、风险管理与内控
相关咨询项目服务经验。

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china-co.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88 号圣爱大厦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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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2、咨询经理 （若干）

3、咨询顾问（若干）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咨询需求沟通，企业问题诊断与咨询方案实施；
2. 设计咨询解决方案，协助客户实施；
3. 项目管理，咨询团队建设。

1. 参与企业调研、诊断，负责咨询方案的设计、讲解、培训与研讨推动；
2. 行业研究与跟踪、报告撰写；
3. 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与企业实践总结，参与学术交流。

1. 学历背景：经管类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
2. 知识结构：熟悉大型集团企业战略管理，集团管控，集团财务管理，集团人力资源管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3. 职业经历：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其中二年以上咨询项目经验；
4. 核心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咨询服务技能，沟通与协调，演讲与培训，团队管理能力；
5. 优先考虑：有上市公司、央企、大型集团企业管理工作经验，或有咨询公司集团战略、管控、财务、人力资源、风险管理与内控
相关咨询项目服务经验。

1. 学历背景：经管类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
2. 知识结构：熟悉大型集团企业战略管理，集团管控，集团财务管理，集团人力资源管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3. 职业经历：二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其中一年以上咨询项目经验；
4. 核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及文案编写能力，演讲培训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5. 优先考虑：有上市公司、央企、大型集团企业管理工作经验，或有咨询公司集团战略、管控、财务、人力资源、风险管理与内控
相关咨询项目服务经验。

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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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东软管理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互联网金融行业咨询顾问（2 人） 

任职要求

东软管理咨询公司（NCG）是东软集团旗下专注企业互联网转型升级管理咨询服务的专业服务子品牌。我们具有熟悉 IT 和互联网
开发与运营的基因，并深谙其道；同时我们更熟悉企业的战略组织及运营，通过提供企业转型与成长过程中所涉及领域的市场研究、
管理咨询及业务规划服务，帮助客户全面深入洞悉国际市场和准确识别市场机会，有效制定发展战略。并通过整合平台生态资源，
面向互联网时代未来企业的重构，推动中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在产业互联网化进程中的创新与转型，并助力走向全球，成就其从“中
国制造 Made in China”到“中国创造 Creative in China”，继而打造“中国品牌 Brand in China”之路。

1. 领导或独立完成互联网金融方向的咨询项目并达成项目目标；
2. 负责或协助客户及合作伙伴开发，发现信息，提供支持，执行和跟踪，保持和发展客户关系；
3. 配合团队其他咨询工作，具有团队精神。

1. 熟悉咨询的流程和方法论，能够独立完成咨询报告撰写；
2. 硕士以上学历，有互联网金融行业咨询经验优先；
3. 对互联网金融（比如第三方支付）有一定的洞察和见解；
4. 有互联网金融咨询项目或相关第三方支付公司（如银联、汇付天下、快钱等）工作经验优先；
5. 有较强的分析抽象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沟通表达能力、文案撰写能力、快速学习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主动，富有责任感，
能够承受压力；
6. 能适应中强度频次出差。

公司网址：www.neusoft.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紫月路 1000 号东软软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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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熟悉新媒体运营，管理微信微博自媒体平台，完成专题策划及编辑，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用户活跃及关注度；
2、定期策划公司业务相关的线上线下活动论坛，参加行业论坛，拓展公司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3、与相关行业协会、管理咨询类圈子建立联系；
4、领导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负责城市新能源电动汽车运营商共享交通出行领域的研究和咨询规划；
2、负责建立城市新能源电动汽车运营商全国连锁店的运营管理体系，含充电桩规划、后台供应链及品牌推广等；
3、协助城市新能源电动车运营商的地区公司经营指标、年度发展计划，推动并确保顺利完成；
4、协助客户制定新能源电动汽车城市连锁加盟计划，制定具体运营流程和标准及绩效指标。

1. 学历：研究生学历，新闻传播或市场营销，1-2 年工作经验，优秀应届生亦可；
2. 文案功底强，营销策划及创新能力，熟悉管理咨询和咨询媒体圈子；
3. 逻辑能力强，并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多任务处理能力；
4. 有创意，爱接受新鲜事物；
5. 能适应中强度频次出差。

1. 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连锁规划及运营经验；
2. 有神州行（租车）、苏宁、国美、肯德基或者麦当劳门店连锁运营经验者优先；
3. 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快速学习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主动，富有责任感，能够承受压力；
4. 能适应中强度频次出差。

2、市场执行（1 人）

3、城市新能源电动汽车运营咨询顾问（2 人）

东软管理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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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管理咨询行业业务合伙人（若干）

任职要求

AMT（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8 年，是国内管理和信息化领域创办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咨询服务机构，是国
内第一家获得风险投资（达晨创投）和新三板挂牌（证券代码：833132）的“管理 +IT”综合咨询服务机构。
AMT 已累计服务近 3000 家客户，进入世界 500 强的中国企业 70% 是 AMT 的客户、中国 500 强企业中有 40% 是 AMT 的客户、
70% 的客户与 AMT 达成二次及多次签约；出版了超过 60 本管理与信息化领域实战书籍、累计发行 AMT《前沿论丛》120 余期等，
通过专业的服务和持续的积累，使 AMT 成为了“管理 +IT”咨询服务领域第一品牌。
AMT 始终坚持“专业实用，为您着想”的服务理念，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核心，通过打造“管理与信息化咨询平台 + 云服务
平台 + 商业孵化平台”三大平台联动的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从战略规划、商业模式设计、组织机制及人力资源优化、业务流程优
化、PC 端和移动端信息系统设计开发、系统运维、人力资源外包、融资、改制、上市项目管理等全链条的综合持续服务，切实帮
助企业与政府客户实现转型升级与价值落地。
AMT 总部设立在上海，服务力量遍布在北京、广州、深圳、杭州、苏州、无锡、郑州、成都、重庆、长沙、哈尔滨等十余个城市。

1. 利用 AMT 平台进行咨询项目的开发和落地实施。

1. 在管理咨询、信息化咨询、资本等领域有所积累或建树；
2. 具备团队经营能力，能够组建并带领团队实现前端的市场开拓及后端的项目承接；
3. 有敏锐洞察力，主动、积极的发现资源、整合资源为客户创造价值；
4. 富有合作精神、对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有偏执；
5. 认同 AMT 文化与理念，能够和公司共同发展，相互成就。

Base 地点：全国各地皆可

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amt.com.cn          
单位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323 号 10 楼 



21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3、咨询项目经理 / 高级咨询顾问（若干）

2、上市投融资事业合伙人（若干）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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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负责为集团客户提供流程管理咨询、知识管理咨询、IT 规划战略咨询服务；
3. 调研企业业务需求，流程梳理，确定解决方案；
4. 作为项目经理能独立承担售前市场开拓的专家支持角色，撰写建议书、研究报告等其他日常工作；
5. 作为项目经理能够独立带团队售后交付，为项目的成功交付负责；
6. 完成公司或者项目团队安排的课题研究任务；
7. 用专业精神和严谨的作风为客户创造价值。

1. 负责协助客户处理，上市、投融资、并购重组等咨询项目。

1. 企业管理类、信息化、财务类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MBA 优先；
2. 具有 3 个及以上管理咨询项目经验，有项目经理经验优先；
3. 有流程咨询、知识管理、信息化咨询优先，有 SAP、ORACLE 等大型 ERP 实施经验优先；
4.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与表达能力，能很好的演示工作成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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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为人可靠诚实，积极上进，热爱咨询行业；
7. 能适应经常出差的工作；
8.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能够适应工作压力及不定期出差。

Base 地点：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1. 有相关背景经验 5 年以上者优先。

Base 地点：全国各地皆可

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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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中国电信学院

2008 年 4 月 10 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事业部（中国电信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学院坐落于中
国电信上海信息园区，拥有多功能、现代化教室教学设施和多用途、人性化综合服务场所。
学院总体战略定位以服务集团战略位方针 , 以外部最佳实践为标杆 , 以内部调研和运营诊断为重要依据 , 继承原有“一个基地，四个
平台”定位基础——领导力发展研究和培养的基地，推动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发展平台、助力企业转型变革的平台、价值创造的平台
和知识管理的平台。通过系统化培养项目的培训实施，支持集团战略转型时期对各级战略性人才发展的需求，提效“实施中心”角
色，深耕“领域专家”角色，发展“业务伙伴”角色，不断提升学院价值，2015 年“中国企业学习与人才发展大会”授予学院“2015
中国标杆企业大学引擎奖”。
学院在集团人才培养项目的设计和人才管理的其他工作上发挥了专业引导的作用，为集团人才管理贡献了较高的业务价值，在人才
发展工作上也得到了行业认可并起到标杆示范作用。

公司网址：www.telecomcollege.cn          
单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5678 弄 39 号 

1、培训发展研究经理（高级）（1 人）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负责学院项目管理办公室日常工作， 建立并持续完善学院项目管理体系和流程；
2. 牵头学院学习项目立项、复盘、评审等工作的组织实施，对学院重点项目和市场化项目提供建议与支持；
3. 制定学习产品开发标准流程，建立从产品设计到产品交付的全流程支持、管理机制，牵头学院核心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4. 建立并持续完善符合企业需要的学习产品的设计标准流程与方法，参与各类学习产品设计并提供专业教学活动建议与支持；
5. 对业界教学设计和产品开发方法和工具进行有效跟踪和研究。

1. 年龄 30-40 岁，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 正直诚信，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 学习能力强，有事业心，对人才发展和教育培训工作有激情；
4. 有比较丰富的人才发展项目的实践经验；
5. 熟悉课程、案例等学习产品开发的方法论和工具；
6. 有人才测评或数据分析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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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力培训与发展经理（初级） （1 人）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跟踪国内外领导力培训项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前瞻性研究，将国内外前沿领导力培训与发展知识应用于学习发展项目中；      
2. 负责培训需求的沟通推进与高效执行；
3. 负责领导力培训项目的推进与实施，参与培训设计与授课；
4. 负责培训项目的流程管理、评估及质量监控；
5. 负责领导力在线学习平台品牌与系统的运营；
6. 建立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客户服务档案、培训质量跟踪及反馈），与培训实施部门沟通产品质量信息并提出改善意见。

1. 年龄 26 岁以下，应届毕业生或具有 1-2 年人力资源相关工作经验；
2.211、985 高校毕业，本科以上学历，硕士优先；
3.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4. 有创意、爱思考，务实激情，主动学习并喜欢接受挑战；
5. 有组织社会活动的经验，适应短期出差。

工作职责

4、人才发展顾问（1 人）

1. 参与接应集团战略及经营重点，研发并设计培训产品，为集团关键人才培养提供解决方案；
2. 根据重点岗位能力发展需求，开展课程开发、优化及管理评估工作；
3. 负责培训和学习项目的前期需求澄清；
4. 负责培训和学习项目的实施或授课；
5. 负责先进学习技术与工具的应用与推进。

中国电信学院

工作职责

3、组织发展顾问（1 人）

任职要求

1. 与客户沟通，挖掘并引导客户需求，形成项目建议书；
2. 研究客户发展战略、组织体系及人力资源规划，合理利用咨询诊断工具分析客户现状，整合资源，提供整体性组织发展解决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变革中干部能力及核心人才能力诊断与培养，组织能力的诊断及相关体系设计；
3. 协调团队交付咨询方案，过程中评估、跟进客户需求，调整及优化方案，保证所负责项目的交付质量；
4. 定期开展客户维系工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1. 年龄 35 岁以下，共产党员；本科以上学历，硕士优先；
2. 企业外部人员拥有战略或人力资源工作 3 年以上经验，从事组织发展或领导力开发模块 1 年以上工作经验，掌握开展组织咨询的
流程和方法，有大型企业组织发展咨询从业经验者优先；
3. 企业内部人员在省市公司人力资源部、战略部工作三年以上，或担任县公司以上经营单元负责人三年以上，业绩考核近三年优良
以上，理解企业内部运营逻辑战略方向；
4. 熟悉企业组织发展和运营的管理流程和要求，具有优秀的项目管理能力；
5. 熟练使用组织诊断与人才评价、培养发展的工具方法，具有相应的项目实践；
6.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秉持快乐、激情、务实的工作理念，主动学习并喜欢接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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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线学习运营主管 （1 人）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熟悉业务流程并关注产品发展，在产品各生命周期中给予产品经理合理建议；
2. 网上大学线上知识开发、管理、与营销（正式与非正式）；
3. 根据业务部门需求设计与实施线上绩效支持项目；
4. 根据企业战略方向开展常态化线上学习运营与管理
5. 响应内外部客户及学院各业务部门的业务支撑需求。

1. 年龄 35 岁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 熟悉互联网技术与理念的发展趋势，具有互联网企业工作经验优先；
3. 熟悉培训学习技术与理念的发展趋势，具有 3 年以上在线学习行业工作经验；
4. 具有良好的客户需求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善于学习与自我成长。

任职要求

1.35 周岁以下，学历本科及以上，具有市场营销、管理、心理学、教育学、人力资源专业背景的优先；
2. 培训咨询或人才发展领域 2 年以上经验，熟悉课程开发的基本工具与先进方法，具备一定的完成培训课程或产品的研发及优化的
能力； 
3. 关注企业变革转型发展趋势和培训发展方向；
4. 有较强的敏锐度、学习力与创造力。

中国电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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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智放（上海）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咨询顾问（5 人）

任职要求

智放（上海）营销管理有限公司由鼎联咨询、优势资本、商界传媒三大商业巨头联合组建，作为中国第一家革新式的中国上海本土
实战营销执行机构，主要从事投资咨询，商务咨询，图文设计，品牌策划，市场营销，网络营销。公司以智力投入，与企业结成商
业共同体，参透企业运营的全过程，有利共享，有损同当。与企业捆绑业绩，直达结果。无论扩张或升级，一切都以绩效为唯一目标，
成果数据可视化，可控化。以专业品牌营销实战服务为核心，以投资资本和媒体资源为后盾，集结专业咨询链团队 +A4 级品牌链
团队 + 即战型动销团队，循序渐进落地执行。智放通过“战友式”服务模式，与企业一起设定结果目标，共同付出，分工协作。

1. 根据客户企业现状与需求，撰写咨询报告，协助项目总监完成咨询项目。

1. 硕士（含）以上学历；
2.3 年以上企业管理经验；
3. 从事咨询项目经验者优先。

公司网址：www.zefast.com.cn     
单位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66 号光大会展中心 B 座 7 楼  

2、品牌策略（5 人）

工作职责

1. 根据客户需求，策划品牌建立方案，配合创意部完成设计任务；
2. 协同项目总监对接客户，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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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营销 （2 人）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指借助于互联网络、电脑通信技术和数字交互式媒体来实现公司相关的营销目标。

1. 硕士（含）以上学历；
2. 熟悉设计、品牌等执行流程；
3. 从事广告、活动策划经验者优先。

1. 熟悉线上活动及 O2O 操作流程；
2. 有相关营销经验，熟悉策划、文案；
3. 形象气质佳。

智放（上海）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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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客户经理（2 人）

ADVENTI 创立于 2004 年。作为专注于国际一线奢侈品牌的专业公关机构，我们聚焦最新行业风向标，捕捉精品业发展动态，提
供珠宝、腕表、时装、配饰、美妆、汽车、洋酒、艺术与高端会所等领域的战略咨询服务。对于已经在中国市场上奠定根基的品牌，
我们为其深化公关策略，帮助品牌转型或提升品牌知名度。对于新近进驻中国的品牌，我们提供全套品牌形象开拓计划，涉及公关
信息系统策划、媒体库建立、新闻角度开发，公关全年规划表、活动创意等公关咨询服务。基于线上线下整合营销的成功制胜法则，
多年来我们积累了与时俱进的公关理念与行业资源，为众多国际高端品牌开拓本土市场创造价值。

1. 结合行业动态与客户发展状况，参与战略和策略的制定；
2 根据提案架构起草提案；
3. 掌握行业动态与客户分享； 
4. 重点媒体特别维护、新闻稿审核、争取高品质专题等； 
5. 指导监督评估审核下属各项工作内容，管理团队。 

1.3 年以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优秀的人际沟通技巧； 
2. 良好的中、英语口才表达及过硬的文字综合能力； 
3. 具有高度的工作热情，工作积极主动，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
4. 优秀的领导能力，能带领团队开展各项工作；
5. 会法语者优先。 

上海鸿旺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adventigroup.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831 号 16 楼 F-G-H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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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鸿旺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任职要求

工作职责

2、新媒体项目经理（2 人）

1. 协助管理所负责项目的策划与执行工作的统筹、制定工作流程并达成预期效果；
2. 不断开发媒体渠道并保持与各媒体间的良好关系；
3. 协助为客户提供专业而高效的公关咨询服务，保证日常服务质量与客户满意度。

1. 互联网深度用户，了解并热爱社交媒体，熟悉互联网社交媒体运作；
2. 思维敏锐活跃，善于学习新事物 , 较强数据分析能力；
3. 英语熟练，擅长与人沟通，文字功底好，逻辑能力强；
4. 会平面设计软件加分（PS、AI、Indesign 等）；
5. 大学本科及以上，2 年以上工作经验；
6. 会法语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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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权益类投资经理（1 人）

任职要求

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挂牌成立于上海对冲基金园区，为首批企业代表，致力于为投资人构建最优金融资产
投资组合，主做定向增发组合、股指期货对冲策略和新三板市场投资。同时，同安投资与沪上顶级机构形成策略合作，以 MOM 和
FOF 的形式在追求最小回撤率的同时获取最大绝对收益。截至 2015 年 10 月 9 日，同安投资明星产品同安定增保 1 号绝对收益超
过 90%。已经完成清算的 4 支定增鑫系列产品客户收益均突破 330%，目前公司资产管理规模已超 50 亿元。
同安投资倡导合伙人制度，十分重视员工的利益及发展，鼓励股东、员工、投资人为一体的企业文化，致力于为员工营造快乐自主
的工作氛围、培养积极健康的工作风貌、树立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职业理想和目标。在这里，有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有广阔的发展
空间、有资源丰富的事业平台。

1. 紧密跟踪并研究市场形势，撰写投资分析报告，挖掘权益类市场投资交易机会；
2. 在公司授权范围内，制订权益类投资策略，组织拟定投资组合方案及投资操作计划，进行投资操作；
3. 负责进行投资品种的调研、跟踪，根据市场变化及反馈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

1. 两年以上股票投资、基金投资或证券研究从业经历，有足够的实际经验与较好的理论水平；
2. 熟悉国家证券法规和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与证券、基金、上市公司等有良好关系者优先。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tonganinvest.com          
单位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26 楼 

工作职责

2、债券类投资经理（1 人）

1. 负责所管账户的债券投资、包括投资计划、投资决策、指令下达、业绩回顾等；
2. 对投资助理及交易员的工作进行安排、指导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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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3、新三板研究员（3 人）

4、行业研究员（3 人）

5、风控专员（1 人）

6、合规专员（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密切追踪新三板行业信息，就新三板行业及挂牌公司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统计并分析，撰写、制作完成投资分析报告；
2. 建立新三板的股票池，实施动态跟踪并预测新三板行业发展态势；协助项目组开展股权投资项目，包括协助尽职调查、项目持续
跟踪管理等；
3. 根据对新三板市场及公司分析的结果为项目组提供投资建议，为部门制定投资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1. 负责行业和公司的动态跟踪；定期撰写研究报告；
2. 配合投资经理进行个券调研。

1.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建立及完善公司的风控体系、建立风控管理制度；及时掌握行业政策、状况、市场情况变化；及时提示
潜在业务风险；
2. 参与定期起草风险管理报告、风险排查报告，不定期地进行信用风险方面的风险研究和预警。

1. 熟练掌握基金行业法律法规及变化，接受业务部门法律咨询；
2. 负责公司法律事务，审核公司对外的法律合同文本、协议，提出法律意见。

1. 两年以上的债券投资经验，过往投资业绩出色；
2. 在债券市场具有较强的人脉关系及市场融资能力；具有出众的投资交易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研究能力和沟通能力。

1. 经济、金融或理工科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复合专业背景优先；具备两年以上金融证券行业研究从业经历，TMT、医药等行业
追踪经验者优先；
2. 具备良好的数据分析能力，清晰的投资逻辑和完善的投资策略；具有良好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较强的业务意识及团队合作精神。

1. 知名院校硕士及以上学历，金融、经济或理工科相关专业毕业；
2. 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信息编辑能力；熟悉产业政策及行业发展情况。具备良好的财务分析能力。

1. 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丰富的金融、经济理论知识，熟悉国内宏观经济政策；
2. 具有 1 年以上内部审计或内部控制的经验；有一定的风险研究和分析能力。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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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7、营销策划专员（1 人）

8、网络工程师（2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负责市场拓展等营销活动策划；
2. 制定营销工作计划、营销物料设计、软文撰写等。

1. 负责计算机系统防病毒管理和内部局域网管理，保证网络信息系统正常运转；
2. 负责各种办公软件的安装、调试、维护和升级；负责基金公司网络基础设施的系统维护工作。

1. 法律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
2. 具有基金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1. 营销、广告相关专业硕士或以上学历。在广告、营销等行业 2 年以上工作经验；
2. 有金融行业营销策划经验为佳。

1.IT 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一年以上系统维护经验；
2. 熟悉小型机、PC Server 的日常维护和 ORACLE 等数据库的日常管理；精通主流路由器、交换机及其他常用网络设备的配置与管理。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9、财务人员（1 人）

10、行政人员（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负责公司的会计核算基本工作，承担相应的财务管理职责；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和核算流程，认真审核原始凭证，正确编制记账凭证，
准确登账；
2. 严格费用单据的审核，按规定进行费用控制，开展费用分析；依法进行税务事项的会计处理和纳税申报工作；
3. 负责会计凭证、账簿和其他会计资料等会计档案的管理工作。

1. 负责公司日常接待工作；处理公司各项行政事务；撰写会议纪要及相关文案。

1. 本科或以上在读，财务会计或金融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优先考虑；
2. 熟练运用 MS Office；有财务相关实习经验者优先。

1. 经济金融、文科相关专业硕士；具有良好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较强的业务意识及团队合作精神。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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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BD 总监（1 人） 

任职要求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大泰金石”）专注金融资产交易服务，凭借前瞻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资源，大泰金石以成为“中
国领先的综合投资理财平台”为使命，倾力打造持牌基金销售、 信托、资管等产品为一体的综合金融产品交易服务平台。
通过全球资深团队运作、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丰富金融产品资源、严格风险控制体系，旨在将传统 金融业务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
探索全新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为不同风险偏好、理财需求的个人及企业用户提供安全、高收益、定制化、专业可靠的资产配置
方案和优质理财产品，让投资理财 变得简单快乐。
大泰金石，总部位于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主要股东和管理人员均拥有多年金融行业从业经验和财富管理经验，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进行独立第三方基金销售业务。

1. 根据公司发展目标收集并新建商务合作资源，拓展；
2. 负责研究市场上的先驱性产品，发现、实现商业合作机会；
3. 负责制定、完善 BD 运作制度、流程及模式；
4. 负责向商务合作对象推介公司平台及服务；
5. 负责维护商务合作渠道，及时反馈需求，做到定期联系；
6. 负责团队工作指导、专业培训、团队激励等；
7. 熟悉掌握各地方法律法规，保证 BD 部门的业务操作、商家的合理合法性，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1. 本科以上学历，5 年以上金融行业从业经验，至少 1 年以上的团队管理经验；
2. 具有很强的战略思维，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有强烈的创新开拓意识；
3. 自我驱动力强、具备较强的主动性以及人际沟通能力；
4. 具有前瞻性，高度的行业敏感度、丰富出色的谈判能力和创新能力；
5. 了解证券市场业务、基金业务者优先。

公司网址：www.dtfunds.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386 号文广大厦 1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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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负责公募基金的跟踪研究，及时捕捉投资机会，提供深入简出的研究报告，为投资者提供专业的研究服务。

1.2 年以上相关研究经验，熟悉各类基金产品，具有较高市场敏感度，对于基金的评价、分析有深刻了解者优先；
2. 熟悉相关领域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具有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良好的中英文阅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组织能力，能为

4、公募基金研究员

任职要求

1. 负责合作单位的培训、指导及推动； 
2. 协调进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创设，推动发行及营销；
3. 完成公司交办的其他工作。 

1. 专业不限，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背景；
2. 具备两年以上银行、基金、券商、第三方理财等行业的工作经验，对基金等金融产品有较好的认识；
3. 持有证券 / 基金从业资格者优先考虑；
4. 拥有较强的责任心及沟通、应变和谈判能力，性格开朗，作风踏实；
5. 有创业和团队合作精神，刻苦耐劳，积极进取；
6. 主观能动性强，享受对新知识的学习，对互联网金融事业拥有浓厚兴趣；
7. 能够接受出差安排。

3、BD 经理（3 人）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2、运营总监

任职要求

1. 修订及执行公司战略规划及与日常营运作相关的制度体系、业务流程；
2. 制定营销策略，建立产品的营销管理体系和推广模式、营销部制度，编制年度、季度营销方案与预算，落实并监控各项策略的实施； 
3. 根据公司的经营管理目标和任务统筹本部门的工作安排，制定工作计划，引导并带领团队人员完成各 项计划任务，根据公司各阶
段的目标提交分析报告给管理层做决策参考，并就重大营销事项向公司管理层提交决策性建议；
4. 配合市场、客服等，完成公司产品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细分市场，对产品进行定位，提出有针对性的、可行的营销方案、竞
争分析与对策、促销方案、风险评估和替代方案等，并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实施；
5. 协调本部门内部以及与其他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加强部门之间有效地沟通，建立跨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并落实和监控各项沟
通工作，保证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障部门目标的顺利实现。

1. 营销、市场、金融、经济管理或其它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担任同等岗位 2 年以上，拥有丰富的互联网或金融运营管理经验、借贷客户市场开拓经验；
具备互联网金融 P2P 公司、典当行开发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及其他相关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运营总监岗位工作背景；
3. 能完成运营目标任务，特别是借贷客户市场开发目标数、平台交易量、坏账目标控制等指标；
4. 运营管理能力强，借贷市场开发水平较高，拥有一定的借贷客户资源和渠道，懂得借贷客户渠道的挖掘方法，能带团队进入更佳；
5. 拥有工作激情和追求事业梦想，条件从优者一经录用可给予股权期权激励，欢迎有创业梦想的人才加盟公司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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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负责私募基金、资管等金融产品研究；
2. 跟踪市场行业变化，进行投资策略研究，挖掘投资价值，构建不同风格投资组合并维护；
3. 负责对私募产品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调研，撰写产品调研报告和专题报告。

1. 金融、会计、金融数学、金融工程、数量经济及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也欢迎 2015 年毕业生，拥有基金从业资格者优先考虑；
2. 具有较强的信息搜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 具备扎实的理论水平、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熟练运用各种分析工具；
4. 人品端正，敬业，踏实严谨，具有很强的工作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
5. 有券商资管、私募、对冲基金或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5、私募基金研究员

工作职责

6、风控经理

1. 定期计算投资资产的风险指标及其他相关指标，并对异常指标进行分析并按规定程序报送；
2. 负责风险指标及其他监控指标的设计与完善；
3. 研究改进风险监控系统与风险控制方法。

工作职责

7、法务经理 

1. 负责法律法规的深度解读、跟踪和合规培训；
2. 负责公司产品合同及相关协议的起草和审核；
3. 协助处理公司法律事务；
4. 审核各类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负责产品相关资料的审核整理；
5. 协助本部门其他工作的开展。 

任职要求

1. 法律 / 财会 / 金融工程 / 数学统计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司法考试者优先； 
2.1 年以上基金公司、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或律师事务所相关工作经验，有产品审核 / 投资风险控制经验优先；
3. 熟悉金融行业各项法律法规；
4. 工作严谨、细致、有责任心；
5. 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文字表达能力；
6. 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提供专业的研究服务；
3. 硕士及以上学历（从业经验丰富可酌情放宽），金融学、经济学或金融数学等专业知识背景优先；
4. 具有严谨、勤奋的工作态度和团队协作精神；
5. 性格开朗活泼，为人正直诚信，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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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负责公司 Web 端、APP 端 UI，以及运营和推广相关的视觉设计；
2. 能够高品质完成产品界面设计，熟练掌握配色方法，具备产品配套的图标 icon 设计能力；
3. 结合视觉设计经验和用户研究的成果，与交互设计师密切合作，持续提高产品的用户体验；
4. 组织或参与视觉设计规范的建立和维护；
5. 善于分享设计经验，能够推动团队的设计能力。

1. 有 Web、App UI 经验设计经验，有成熟的上线作品；
2. 有扎实的美术功底，对网页设计的构图、色调、图片处理美化等有独到的见解，有手绘能力优先考虑；
3. 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4. 能熟练使用 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 等设计工具；
5. 有很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富有责任心，学习能力强，思想积极活跃，工作认真负责。

9、视觉设计师 UI

1. 热爱交互设计，对交互设计和用户体验有着无限的激情和持之以恒的动力；
2. 熟练运用交互设计的各种方法及工具，对交互设计在产品设计前、中、后期的职责有深刻的理解与实际应用经验； 
3. 对用户体验方面的理论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 
4. 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良好的跨团队协作能力，与产品、运营、开发等部门及视觉设计师密切协作的能力； 
5. 做事严谨、认真、踏实，有强烈的责任感； 
6. 了解一定的视觉设计，工业设计、计算机、心理学、平面设计、广告设计等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8、交互设计师 UE

任职要求

1. 负责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产品界面的交互设计工作； 
2. 充分应用交互设计经验，结合用户研究和产品分析的成果，完成交互行为和功能的改良，提高用户界面的可用性、易用性； 
4. 根据产品规划、功能需求和用户研究的结果，进行任务的流程分析，完成界面的信息架构、操作流程设计和原型设计；
5. 组织或参与对现有产品的用户研究包括可用性测试和评估，提出改进方案，持续优化产品的用户体验；
6. 负责维护和更新设计标准和规范；负责标准和规范的实施；
7. 参与设计流程的完善和优化工作，对新产品或现有产品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进行改进。

任职要求

1. 法律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通过司法考试者优先；
2.2 年以上基金公司、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或律师事务所相关工作经验，有产品法律文件审核经验优先；
3. 熟悉金融业各项法律法规，尤其熟悉产品审核法规；
4. 工作严谨、细致、有责任心；
5. 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文字表达能力；
6. 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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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产品的用户需求研究与竞品分析，撰写需求与竞品分析报告；
2. 基于金融电商与社交化的互联网形态进行流程创新与功能设计，撰写产品说明书；
3. 进行产品界面原型设计，确保优良的用户体验；
4. 推动及协调产品的开发进度，把控项目质量。

1. 主持网络产品的需求分析、项目可行性分析；    
2. 主持网络产品的技术评测，方案规划和搭建，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3. 组建、调试、维护广域 / 局域网；    
4. 设计满足顾客和基础结构带宽、性能要求的网络解决方案；   
5. 通过数据分析和其他相关网络测试设备，解决复杂的网络问题；   
6. 发展和维护问题解决程序、网络文件和标准操作程序；   
7. 管理公司网络系统集成，更新维护各种工程用网络器材；   
8. 不断改进网络基础结构、设计布线方案。 

1. 本科及以上学历，2 年以上移动 APP 电商 / 游戏 / 社交产品，或 3 年以上 WEB 端产品工作经验；
2. 对移动互联网有深入理解，能熟练使相关等软件；
3. 热爱互联网，具有创新 / 创业精神，有责任心，思路清晰，表达能力强，协调能力强。

1. 教育背景： 通信、电子工程、自动化、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经验：2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悉大中型网络、企业网络和宽带网络的设计与规划；
3. 技能技巧：
    a、熟悉网络产品及技术；  
    b、具备丰富的网络系统集成经验；  
    c、熟悉多种操作系统和多种网络应用服务的安全及 4. 配置使用； 
    d、熟悉主流网络设备和防火墙配置，熟悉 TCP ／ IP 协议； 
    e、有良好的英语阅读能力，能够阅读英文测试资料； 
4. 态度：
    a、工作严谨细致，有责任心，善于与人沟通； 
    b、勤奋踏实，善于分析、思考问题；  
    c、有时间观念，独立性强，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10、产品经理

11、网络工程师（1 人）

工作职责

12、系统工程师 （1 人）

1. 负责公司互联网平台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的日常运维、管理、数据备份等日常工作； 
2. 系统管理，包括：系统配置、监控、分析、升级及调优；
3. 及时处理并跟踪网上交易系统软硬件以及网络发生的故障并与业务部门、开发部门沟通解决；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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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14、应用工程师（2 人）

任职要求

1. 负责公司互联网平台网上交易系统的日常运维、管理、数据备份等日常工作； 
2. 及时处理并跟踪网上交易系统软硬件以及网络发生的故障并与业务部门、开发部门沟通解决； 
3. 负责公司手机 app 端系统的运维与日常管理； 
4. 接受公司业务部门的需求并与开发商沟通，跟进需求处理进度，并最终完成项目上线； 
5. 辅助完成其他临时性维护工作和部门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1. 教育背景：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经验：2 年以上数据库管理经验；
3. 技能技巧：
    a、精通 MySQL/Oracle 任一种数据库，并对另外一种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b、拥有两年以上数据库管理、开发、设计及系统支持经验；
    c、在故障排除、性能调优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d、熟悉 Linux 系统的操作； 
4. 态度：
    a、工作严谨细致，有责任心，善于与人沟通；
    b、勤奋踏实，善于分析、思考问题；  
    c、有时间观念，独立性强，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3、数据库工程师（1 人）

1. 负责公司应用系统数据库的规划、设计和管理； 
2. 制定数据库监控策略 , 备份策略 , 容灾策略；
3. 数据库日常监控、维护、备份和恢复，探查系统潜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性能瓶颈 , 并进行优化；
4. 辅助完成其他临时性维护工作和部门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 教育背景：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经验：2 年以上基于 linux 系统管理经验；
3. 技能技巧：
    a、熟悉 linux 等操作系统的系统集成和运维，对云计算有一定了解；
    b、熟悉负载均衡的原理与分布式存储 /VMWARE 等虚拟化 / 分布式计算知识；  
    c、有基本的 linux shell 脚本编写及排错能力，熟悉 linux 文件系统和存储管理（如 Raid、Lvm、Gfs、Mfs 等）；
    d、熟悉网络基础知识；
4. 态度：
    a、工作严谨细致，有责任心，善于与人沟通； 
    b、勤奋踏实，善于分析、思考问题；  
    c、有时间观念，独立性强，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4. 接受公司业务部门的需求并与开发商沟通，跟进需求处理进度，并最终完成项目上线； 
5. 辅助完成其他临时性维护工作和部门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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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负责公司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的筹建； 
2. 负责信息安全风险管理，信息安全策略及相关流程、规范的制定、推广及实施； 
3. 负责公司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4. 定期对公司各系统及网络进行渗透测试，并提供安全加固方案； 
5. 跟踪国内外安全动态，负责对各类安全事件的分析和应急响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6. 负责公司内部的信息安全培训； 
7. 完成部门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1. 教育背景：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
2. 经验：2 年以上网络与系统安全维护相关经验 ;
3. 技能技巧：
    a、熟悉渗透测试步骤、方法、流程，熟练使用一定量的渗透测试工具，负责实施安全性测试、渗透测试； 
    b、熟悉攻击的各类技术及方法，对各类操作系统、应用平台的弱点有较深入的理解；  
    c、熟悉常见脚本语言，能够进行 WEB 渗透测试，恶意代码检测和分析 , 包括 SQL 注入、XSS、CSRF 等常见的安全漏洞利用； 
   d、熟悉 TCP/IP 协议，熟悉主流通用网络技术如广域网、局域网技术；熟悉常见攻击和防御办法，熟悉 web 安全和渗透技术 , 能
自行进行 web 渗透测试，恶意代码监测和分析；
    e、对渗透测试中存在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修补与加固 ; 
4. 态度：
    a、工作严谨细致，有责任心，善于与人沟通；
    b、勤奋踏实，善于分析、思考问题；  
    c、有时间观念，独立性强，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15、系统安全 / 网络安全工程师（1 人）

任职要求

1. 教育背景：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经验：2 年以上金融行业系统开发，实施或运维经验；
3. 技能技巧：
    a. 要求扎实的计算机专业基础知识； 
    b. 熟悉 Windows，Linux 等服务器操作系统的安装配置和基本运维工具和命令；  
    c. 熟悉 SQL 语句，了解 ORACLE，SQL SERVER，MYSQL 等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安装配置调优；
    d. 熟悉 WEBLOGIC，TOMCAT 等相关 JAVA 中间件的安装配置调优；
    e. 具备证券类从业资格者优先； 
4. 态度：
    a. 工作严谨细致，有责任心，善于与人沟通； 
    b. 勤奋踏实，善于分析、思考问题；  
    c. 有时间观念，独立性强，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 根据系统平台需求制定测试方案，设计测试数据和编写测试用例； 
2. 实施测试方案，并对系统问题进行跟踪分析和报告，执行好功能测试，编写网站缺陷报告、测试报告，全面负责产品质量； 

16、测试工程师（1 人）



39

任职要求

1. 负责公司软硬件办公环境维护，内部信息化建设的实施 ； 
2. 负责公司邮箱，Office 等办公用软件的正常运行、使用指导及故障排除； 
3. 负责公司软硬件的选型、购买，故障硬件的报修、报废等； 
4. 协助管理公司 IT 实物资产； 
5. 负责公司业务平台和办公网络进行安全加固升级，及时处理安全隐患； 
6. 辅助完成其他临时性维护工作和部门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1. 教育背景：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
2. 经验：2 年以上维护集成相关工作经验 ;
3. 技能技巧：
    a、熟悉 Windows，Linux 等服务器操作系统的安装配置和基本运维工具和命令； 
    b. 精通业务数据库及产品集成部署能力；  
    c、熟悉常见的计算机软硬件和当今最流行网络互联设备；
    d、精通各种主流服务器的日常维护和管理以及各种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工作站等办公硬件设备的维护 ; 
4. 态度：
    a、工作严谨细致，有责任心，善于与人沟通； 
    b、勤奋踏实，善于分析、思考问题；  
    c、有时间观念，独立性强，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工作职责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系统集成工程师 （1 人）

任职要求

1. 教育背景：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
2. 经验：2 年以上 Web/app 测试经验 ;
3. 技能技巧：
    a、熟悉测试基本方法、流程 , 熟悉 B/S 架构的软件或 app 软件测试流程； 
    b、能够独立编写测试计划，测试用例，执行测试过程，完成测试报告；  
    c、较强的问题发现能力，准确定位问题，及时反馈结果并配合开发人员解决问题；
    d、具备金融行业测试经验者优先 ; 
4. 态度：
    a、工作严谨细致，有责任心，善于与人沟通； 
    b、勤奋踏实，善于分析、思考问题； 
    c、有时间观念，独立性强，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3. 收集整理各种网站问题，及时反馈并跟踪问题的解决； 
4. 能使用测试工具，编写测试脚本；
5. 提出对系统完善和改进的要求和方案；
6. 辅助完成其他临时性维护工作和部门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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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上海爱康富罗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爱康金控：新能源产业金融专家

爱康集团是新能源行业综合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的龙头企业集团。核心业务包含能源电力、工程及成套设备、金融投资、现代服务
四大板块，2014 年资产突破 100 亿元。 爱康集团现有 5000 名员工，下属 50 多家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爱康科技”于 2011
年 8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 票代码“002610”。
爱康集团以联合国宜居城市 - 张家港为总部，已经建成布局上海、江阴、南通、青海、新疆、辽宁、内蒙古、甘肃、北京、南京、
广州、西安、昆明的全国直属机构，以及遍布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六大洲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销售网络。 
爱康始终坚持“客户至上、贡献为本”的核心文化，努力发展绿色能源、建设美好家园。
爱康金控聚焦打通产融模式，重点拓展融资租赁、基金、资产管理、金融信息服务四块业务。未来，爱康金控将拓展到公募基金、
信托、保险、银行等全金融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努力成为支撑实业发展、转型的重要金融力量，充分实现产融结合、互相支持促进。
并为中小光伏运营商提供完整的后端解决斱案，为其他新兴产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解决斱案，为机构及个人投资者提供基于光伏及
其他新兴产业的理财产品 / 投资产品。

单位地址：上海市苏虹路 29 号虹桥天地广场 3 号楼 1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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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融资总监 / 经理（3 人）

2、投资总监 / 经理（3 人）

任职要求

1. 负责寻找融资资本，全面规划融资项目，制定公司融资计划并付诸落实；
2.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为企业的融资方案等提出有针对性的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3. 负责公司与各投资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业务往来，和各银行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便于公司融资业务拓展的顺利进行并维护渠道关
系；
4. 负责融资渠道的发掘、拓展、维护，为公司寻找多方面的融资渠道；
5. 负责引入外部资金，设计合作模式，对企业发展进行投融资支持。

1. 金融、经济、管理、法学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5 年以上金融租赁、信托、银行、基金等金融行业相关工作经验，2 年以上同等岗位工作经历；
3. 熟悉银行运作体系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具有成功的银行融资经验，具有银行工作经验者优先；
4. 熟悉资本运作业务，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经济、财税及管理体制改革的法规和政策；
5. 精通资本市场运作、融资流程，出色的财务分析、融资和资金管理能力；
6. 具有较强的团队领导和人际沟通协调能力，高度的工作热情和责任心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并严守公司机密。

工作职责

1. 带领团队参与项目或创业公司的尽职调查，撰写尽职调查报告；
2. 对新能源（光伏电站）行业进行必要的行业研究；
3. 在主管领导的指导下进行挖掘项目价值；
4. 整合项目及行业信息，建立数据库，进行汇总报告；
5. 对项目进行跟踪。

工作职责

3 、金融产品设计经理（2 人）

1、跟踪、收集和整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已推出的各种金融理财产品以及产品趋势，并进行比较分析；
2、根据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动态和市场需求，进行金融产品和理财计划的设计；
3、对金融创新业务和产品进行研究；
4、配合参与客户服务及内外部产品培训；

任职要求

1. 综合性大学或财经类、法律类专业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2. 金融、财务、经济、法律、管理相关专业
3. 具有注册会计师、律师资格、证券从业资格者优先。拥有较强的项目投资分析和投资方案设计能力者优先；
4.3-5 年。拥有光伏电站项目投资的经验。在项目投资、实业投资等相关领域有丰富的运作经验，有丰富的 PE 管理经验。
5. 拥有较强的项目投资分析和投资方案设计能力者优先；
6. 拥有光伏电站投资应具有的能力。

上海爱康富罗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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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务经理（1 人）

任职要求

1. 国内外知名大学金融工程、精算和数理统计等专业硕士以上学历，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辅助工具进行数据分析、模拟和测试；
2. 具有 2 年以上金融行业从业经历，2 年以上金融产品开发经验，具备团队管理经验者优先；
3、具备理财产品的创新能力、沟通力、协调力和表达能力；
4. 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
5. 有信托、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产品设计研发经验者优先。

工作职责

1. 负责公司法律文件的审核；
2. 跟踪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行业规则的变化情况，并提出法律合规建议；
3. 组织法律合规培训；
4. 根据法规的要求，建议并督促制定或修改公司各项规章制度；
5. 负责与外部律师的联络和配合工作；
6. 负责配合处理与公司有关的争议及诉讼 / 仲裁；
7. 协助处理其他法律合规事务。

工作职责

5、人力资源经理（1 人）

6、财富顾问（1 人）

任职要求

1. 全面负责集团三家物流地产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2. 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 本科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2.5 年以上人力资源从业经验；
3. 熟悉人力资源招聘、薪酬、绩效考核等规定和流程，熟悉国家各项劳动人事法规政策；
4.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亲和力，较强的责任感与敬业精神，及团队合作精神。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负责同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及券商基金等代销通道的对接工作。

1. 金融财经类或外语中文类本科以上学历； 
2. 具备在财富管理公司和金融机构市场部门 1 年以上工作经验。

1. 金融法、经济法、民法等专业重点法律院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拥有金融类复合教育背景者优先；
2. 三年及以上法律从业经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3. 诚实正直，原则性强，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以及高度的工作责任心；
4. 严谨敬业，勤勉尽责、具有良好的沟通与协调能力。

上海爱康富罗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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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统招 985，211 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2.10 年以上金融行业从业经验，5 年以上管理经验；
3. 有很强的业务推动能力和统筹管理能力；
4. 有较强的事业心。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融资中心总经理（1 人）

1. 全面负责东方融资网对各大金融机构的推广及运营工作；
2. 为各大中小企业提供综合线下融资解决方案，包括债权、股权 (VC/PE 三板四板等 )；
3. 全面负责融资中心的统筹管理工作。

东方融资网（www.rongzi.com）， 公司人员规模达 1000 余
人（现中国同业人员规模最大），目前总部位于上海，下设 9
大分公司，设有上海分公司、苏州分公司、无锡分公司、南京
分公司 、合肥分公司、杭州分公司、宁波分公司，广州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第三方融资服务平台。

公司网址：www.rongzi.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118 弄 22 号海亮大厦 12 楼        

上海钱智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数据总监（1 人）

任职要求

1. 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
2.8 年以上工作经验，5 年以上数据分析工作经验；
3. 有中大型（＞ 100 users）BI 系统的使用和实施经验（包括数据库和 BI 工具）为佳；有移动 BI 经验者更佳；
4. 有大数据经验者更佳。

工作职责
1. 建立重要数据监控流程，建立异常预警机制；
2. 建立数据分析和挖掘机制； 
3. 集团 BI 和大数据整体系统规划，工具选型和开发； 
4. 通过数据管理支持管理决策。



44

任职要求

1. 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211/985 高校毕业优先考虑；
2. 具有 5 年以上企业大学建设或员工培训工作经验，其中至少 3 年以上知名企业大学同等工作经验；
3. 良好的沟通学习能力，善于规划 . 整合 . 分配资源；
4. 良好的全局意识 . 组织掌控能力和成本意识；
5. 良好的人际理解能力 . 领导力 . 创新力 . 工作推动力。

工作职责

3、企业大学执行院长

1. 负责企业大学构建与运营管理；
2. 负责组织制定关于项目开展，课程开发，师资管理和企业大学日常管理的制度和办法；
3. 根据集团有关战略和规划，负责组织制定企业大学工作计划；
4. 总结和分析成功案例和经验，负责制定针对不同培养对象（经理级以上）的系统化培养案；
5. 组织开展中高层干部培训、梯队人才培训、内外部讲师培训等各项重点培训项目；
6. 参与企业大学日常管理及大学人员的管理，培养和考核；
7. 定期评价集团培训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根据评价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培训管理体系建设等。

5、员工关系经理 

工作职责
1. 管理和优化公司的员工关系管理体系，建立和谐、愉快、健康的劳资关系；
2. 负责劳动合同签订管理以及员工档案建立、保管的统筹管理；
3. 负责社保，公积金缴纳管理，负责人事外包供应商的的沟通以及质量把控；
4. 负责公司入离职管理，根据入离职台帐数据分析人事相关数据，为人资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5. 负责处理员工冲突，解决员工投诉和劳动纠纷；
6. 负责员工职业发展辅导，促进员工保持良好的职业心态；
7. 负责总部员工涉及到的人事全流程工作；
8. 组织开展员工满意度调查，分析、反馈调查结果；

上海钱智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4、小微事业部总监

任职要求

1. 金融、经济、财会等相关专业统招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投融资相关工作经验，熟悉上股交业务流程，能带领团队创造小微板
准入体系； 
2. 具有良好的财务分析能力、项目管理，能够熟练运用相关工具对企业项目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 
3. 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或项目资源；对资本市场融资条件了解并有成功经验者；
4. 有良好的文字组织和写作能力，能独立编制和处理项目上的文案资料，收集、整理、分析资料能力强； 
5. 具备优秀的沟通能力和谈判能力，很强的协调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高度敬业。

工作职责
1. 设立小微板产品的准入标准及内控体系；
2. 负责小微企业投融资一体化解决方案，并提供转板辅导；
3. 设计标准化挂牌服务流程及落实服务方案；
4. 带领团队及时了解最新产品及政策信息并做好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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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人力资源管理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2 年以上管理经验，擅长做员工思想工作；
3. 熟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具备较强劳动争议处理经验，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熟悉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4. 亲和力强，积极主动，有大局观，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优秀的沟通能力和谈判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上海钱智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9. 负责员工活动的策划和组织；
10. 推动员工关怀体系的建设，建立畅通的员工沟通机制，提升内部员工满意度；
11. 负责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及部门员工的管理、指导、培训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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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蓝源投资集团

工作职责

1、家族财富管理研究员（10 人）  博士 / 博士后

2、家族财富管理研究员（10 人）  硕士

任职要求

蓝源资本集股权投资、并购重组、战略管理及人才资本开发于一身，以香港为平台，以浙江为根基，整合资本、人才、机构资源，
成功跻身为全国性知名专业投资管理机构。是国家科技部创新引导基金签约单位，国家发改委备案的创业投资管理企业，蓝源资本
集聚 100 多位证券、投资、会所、律所、金融、管理、科技等领域的高端专业人士，2014 年管理着总规模超 100 亿元政府引导基
金和股权投资基金，我们致力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新兴服务业的专业化价值投资，立志成为中国投资界的中坚力量。
集团公司成员企业 : 宁波总部、香港分公司、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重庆分公司、西安分公司、宁夏分公司、安徽分公司、江
西分公司，计划用 2 年的时间在全国一二线城市设 20 家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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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服务平台体系（研究、培训、投资等）。

1. 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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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认同公司倡导的“激情创业、拼搏执行、忠诚专业、合作共赢”的十六字企业文化；
6. 在国内外权威刊物、著名媒体中发表相关文章、著作；
7. 曾从事过以下机构的相关工作经历（著名创业投资机构、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财富管理机构、公共组织等）。

公司网址：www.bluesource.hk          
单位地址：上海市淮海东路 45 号东淮海国际大厦 13 楼 

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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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按照集团总体发展战略规划，拟定公司股权投资业务规划、年度计划与实施策略；
2. 负责投资团队建设、专业化工作体系建立、管理规定制定、工作流程的规范与完善 ( 宁夏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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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谈判等具体事宜。

1.8 年以上知名投行、PE 公司等相关工作经验，5 年以上公司高管职位经历，具备较强的投资研究能力和分析能力；
2. 具备较强的领导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和执行能力，思维清晰严谨，分析、计划能力强，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3. 认同公司倡导的“激情创业、拼搏执行、忠诚专业、合作共赢”的十六字企业文化。

1. 经济学、金融管理、风险投资管理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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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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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3. 认同公司倡导的“激情创业、拼搏执行、忠诚专业、合作共赢”的十六字企业文化。

3、副总裁 （2 人） 

4、投资总监 / 副总监（15 人） 

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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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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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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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背景 ; 
3. 有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和投行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4. 认同公司倡导的“激情创业、拼搏执行、忠诚专业、合作共赢”的十六字企业文化；
5. 在国内外权威刊物、著名媒体中发表相关文章、著作；
6. 曾从事过以下机构的相关工作经历（著名创业投资机构、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财富管理机构、公共组织等）。

工作职责

5、财务总监（2 人） 

任职要求

1. 主持制订公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会计监督、预算管理、审计监察等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
2. 定期对企业经营情况进行阶段性的财务分析与财务预测，并提出财务改进方案。

1. 持有 CPA 证书；5 年以上财务总监工作经验，或同等职位财务管理经验；
2. 具有上市公司、投资机构、会所、银行、证券、各类金融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3. 认同公司倡导的“激情创业、拼搏执行、忠诚专业、合作共赢”的十六字企业文化。

6、营销总监（2 人）  

蓝源投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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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7、总经理助理（3 人）

8、平台事业部总监 / 副总监（6 人）

9、总裁秘书（2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负责制定并落实年度公司营销计划；
2. 负责对营销团队进行绩效考核及团队培训；
3. 负责公司大客户客户关系维护及长期联系机制的完善。

1. 起草公司工作计划总结，并作好公司重要会议记录；
2. 协助总经 理完善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体系建设 , 根据公司发展的要求制定业务发展战略，督导与推动业务项目的落地；

1. 拓展、整合世贸中心企业会员资源；
2. 通过设计良好的会员拓展、营销方案提高会员企业对平台公司的认知、认可度，增强会员对平台业务的黏性，通过对重点会员企
业走访、中小会员企业论坛举办，做好会员企业的问题、需求及平台业务反馈等的收集与汇总；
3. 负责大型论坛与培训的组织安排工作；

1. 协助总裁安排日程与议程 , 负责总裁办来访客户的预约、接待；
2. 会议管理，做好会议纪要的整理、下达；
3. 总裁的文件收发管理工作，负责起草总裁交办的各类文稿；
4. 负责收集公司各高层管理人员的《工作日志》、执行总裁授权的工作，对总裁布置的各项工作计划进行督办；
5. 参与公司大型公关活动的策划、组织工作。

1.5 年以上工业耗材或成套设备营销经验 ；
2. 有责任心和良好的沟通技巧 , 有团队领导经验及成功营销案例 , 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3. 认同公司倡导的“激情创业、拼搏执行、忠诚专业、合作共赢”的十六字企业文化。

1. 金融投资、财务、股权投资、法律、企业管理、理工科类等相关专业毕业；
2. 有投资平台或金融服务平台工作背景 , 办事作风强势 , 执行力强；
2. 认同公司倡导的“激情创业、拼搏执行、忠诚专业、合作共赢”的十六字企业文化。

1.4 年以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 , 熟悉人力资源各模块管理工作；
2. 对培训开发工作有较好的实操经验和一定前沿理论知识 , 较好的表达与沟通能力 , 具亲和力；
3. 认同公司倡导的“激情创业、拼搏执行、忠诚专业、合作共赢”的十六字企业文化。

蓝源投资集团

1. 文秘、管理、英语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 从事秘书职位 2 年以上，具秘书从业资格证书；
2. 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能起草各类文书，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3. 熟练使用相关办公软件，善于沟通和协调各种关系；主动积极、工作严谨、认真负责；
4. 保密意识强；认同公司倡导的“激情创业、拼搏执行、忠诚专业、合作共赢”的十六字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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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亮点

1、集团管理培训生（10 人）

任职要求

国金证券成立于 1990 年 12 月，是一家全国性综合类证券经营
机构（SH600109），被中国证监会评为 AA 级证券公司，同时
也是连续 24 年税前盈利的两家券商之一。2013 年与腾讯合作，
推出网络金融产品“佣金宝”，更是成为搜狐金融评选出的“2014
中国互联网金融 16 强”唯一上榜券商，被称为“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
公司业务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自营、承销与保荐、资产管理、
投资咨询及财务顾问业务等，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公司
通过控股国金期货公司，参股国金通用基金公司，与涌金旗下
的云南国际信托公司深度合作，着力打造证券、基金管理、期货、
投资、信托为一体的综合业务平台。
国金证券尊崇“责任、和谐、共赢”，秉承“专业创造价值，
诚信铸就未来”的服务理念，一路走来获誉无数：
● 2015 年 被《经济观察报》评为“最具影响力互联网金融企业”；
● 2015 年 第十二届中国财经风云榜“最佳创新业务券商”；
● 2014 年被 IFC1000 论坛评选为互联网金融“年度最具创新力
机构”。

1. 集团范围内核心职位机会 ;
2. 在高管的视野中成长，专属的成长快车道 ;
3. 领袖训练营——丰富多彩的培训机会 ;
4. 清晰、无障碍的职业发展路径，提供快速独当一面的成长机会 ;
5. 富有行业竞争力的薪酬、福利水平 ;
6. 面试结果优异者也将有机会获得集团内部推荐机会。

公司网址：www.gjzq.com.cn        单位地址：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工作职责

2、组合投资研究助理（2 人）

1.2016 届应届毕业生；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不限专业、年龄、性别；
3. 广纳视听，能够快速学习新事物；
4. 人际能力、高效执行、关键性思考能力突出；
5. 不惧压力，拥抱挑战，渴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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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债券市场的交易询价，包括现券和资金；
2. 执行投资指令，及时、准确的完成指令要求的投资内容；
3. 与市场主要机构加强交流，维护和拓展业务协作关系。

1.2016 年毕业应届毕业生；
2. 硕士及以上学历，金融、经济相关专业；
3. 性格开朗活泼，沟通能力强，对数字、价格变动敏感；
4. 善与人打交道，抗压性强。

3、债券交易员 

任职要求

1. 对各大投资顾问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分析；
2. 对投资策略、投资风格的归类、分析；
3. 涉及大量的数据整理，业绩指标、风险因子的计算等工作。

1.2016 年应届毕业生；
2. 计算机、金融工程专业；
3. 精通 EXCEL，熟练使用 EXCEL 各项公式，具有较好的 VBA 或者 Matlab 编程能力；
4. 勤奋踏实，细心认真，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抗压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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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希望应聘者具有如下素质

华金证券是珠海金控集团旗下最核心的金融平台，立足沪上金融制高点，以“三大引擎 + 两大支撑”为战略，坚持创新与互联网金
融方向，在实现全牌照经营的路上，网点布局全国，在中国省会等重要城市均开设或将开设营业网点，依托上海浦东和珠海横琴自
贸区区位与政策优势，联动港珠澳，辐射全国，面向世界，以奋斗者为本，为中国资本市场转型升级贡献着正能量。

1. 正直诚信、积极睿智；
2. 崇尚奋斗者精神；
3. 极强的敬业精神和充沛的精力，善于沟通和团队协作；
4. 热爱金融行业，视个人与公司共同成长为最高追求；
5. 专业原则上不作限制，但若是具有财经类、法律类、IT、理工类的专业背景；或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将会在竞争中更具优势；
6. 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MBA 或优秀的本科生。

公司网址：www.huajinsc.cn         
单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59 号 30 层 

工作职责

1、投资银行  项目助理（3 人 /2 人 /3 人）

任职要求

1. 协助进行尽职调查、材料制作和其他有关信息的收集；
2. 协助进行行业和目标客户的研究，草拟有关报告；
3. 从事项目的财务分析，制作财务模型，对于目标客户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1. 具备熟练地收集信息、分析和撰写的基本技能。

工作地点：上海 / 北京 /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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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协助首席 / 高级分析师搜集、整理行业数据，跟踪行业最新动态，完成分析师派遣的其他相关工作。

1. 协助销售经理维系客户关系，完成销售经理安排的各项工作。

1. 具备熟练地收集信息、分析和撰写的基本技能。

2、研究所  助理分析师 （5 人）

3、研究所  销售经理助理 （3 人）

工作地点：上海

工作地点：上海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协助定向、集合和专项计划的上线前工作准备，例如：托管户开立、中登专户开立、证券账户开立、公告撰写、系统调试等；协
助项目中期款项划拨的跟进核对等；协助项目设立备案等工作的跟进。

1. 具备一定数据分析、金融及财务基础，仔细认真。

4、资产管理总部  综合运营岗 （1 人） 工作地点：上海

1. 具备扎实的金融基础及良好的沟通能力。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作为项目组成员，按要求完成有关项目建议书、准备相关资料、协助方案设计及相应材料制作，在上级岗位指导下进行业务联系，
按要求完成所承担的工作。

1. 具备熟练地收集信息、分析和撰写的基本技能。

5、固定收益总部  债券发行岗 （4 人） 工作地点：北京

工作职责

1. 债券交易，债券销售，债券研究。

6、固定收益总部  交易员 （2 人） 工作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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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思维敏捷，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负责每日银证转账对账、单边账调账，以及与第三方存管银行进行账账余额核对、总分平衡核对；
2. 负责登记集中交易清算工作日志，对发生异常情况作完整、细致的记录，并及时解决；
3. 负责建立、维护集中交易系统中的证券托管明细并及时进行股份对账。

1. 负责设置估值核算系统相关参数；
2. 负责公司资管产品估值报告生成，与托管行进行估值核对，并发送至资管与计财部，生成产品净值；
3. 按照要求进行建账核算、定期披露信息工作。

1. 具备一定数据分析、信息系统基础，仔细认真。

1. 具备一定数据分析、信息系统基础，仔细认真。

7、资金结算部 清算岗 （1 人）

8、资金结算部 估值核算岗 （1 人）

工作地点：上海

工作地点：上海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9、资金结算部  投资监督岗（1 人）

10、互联网创新部  研究经理助理 （1 人）

任职要求

1. 根据托管服务协议的约定对委托人投资范围、投资比例等投资行为进行监控；
2. 审核私募基金托管协议，审核私募基金的投资指令以及划款指令，提供相关的投资监控报告。

1. 具备一定数据分析、金融及财务基础，仔细认真。

工作地点：上海

工作地点：上海

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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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协助产品经理进行产品建设工作；
2. 提升团队沟通协调，并推动跨部门合作效率，提升用户体验；
3. 参与数据分析工作。

1. 具备扎实的金融基础，具有良好的沟通及互联网思维。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11、互联网创新部  营销岗（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负责分支机构后台运营管理；
2. 机构业务销售等。

1. 负责公司知识产权等法律事务的处理。

1. 具备扎实的金融基础，热爱证券行业。

1. 具备扎实的法学基础，思维严谨。

12、经纪业务总部  管理培训生 （10 人）

13、合规管理部  法务实习岗（1 人）

任职要求

1. 参与营销推广的整体规划、策划工作；
2. 根据公司规划，参与制定营销模式、渠道推广和落地工作；
3. 参与合作方的沟通协调工作；
4. 参与营销、推广的优化工作。

1. 具备营销策划基础，具有良好的沟通及互联网思维。

工作地点：上海

工作地点：上海

工作地点：上海

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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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硕士及以上学历，金融、经济、财务、会计、法律等相关专业； 
2. 或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或证券公司工作者； 
3. 具有一定文采和人际能力。
4. 热爱和愿意长期从事投资银行工作，适应大强度与高压力，愿意长期出差；
5. 学历要求：硕士及以上。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投行项目承揽承做岗（4 人）        工作地点：上海、北京

1. 协助完成企业改制、辅导、上市发行、再融资、股权改革、财务顾问等各项投行业务的实施； 
2. 协助完成项目的前期策划、尽职调查、方案设计论证、具体实施及后期监督工作； 
3. 协助与项目企业和相关中介机构的联系、沟通、协调，对项目进行分析、筛选； 
4. 协助起草与项目相关的报送审批文件，并具体办理审批手续。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日信证券”）是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并在国家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综合性证券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4 月，于 2005 年 11 月通过了中国证券业
协会规范类证券公司评审。公司目前经营业务主要包括：证券
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等综合业务。公司秉承“合规经营、稳健发展”
的经营理念，自成立以来，资产质量一直保持优良，经营业绩
稳步提高。公司以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为优秀
人才的成长和价值实现搭建平台。2014 年净资产收益率居于第
一名。面对证券行业历史性的创新发展机遇，公司愿与社会各
界朋友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公司网址：www.rxzq.com.cn      单位地址：北京西城区 & 上海陆家嘴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债券承揽承做岗（业务经理）（4 人）       工作地点：上海、北京或其他二线主要城市

任职要求

1. 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优先，有项目资源者或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2. 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与监管机构沟通渠道畅通； 
3. 责任心强，性格开朗，富有团队合作精神，勇于开拓，渴望成功。

工作职责
1. 负责开发承销企业债、公司债等项目或相关业务资源； 
2. 组织协调发行人及其他中介机构，督促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与监管机关沟通并推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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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投资银行业务董事（DIRECTOR）

任职要求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17 日，总部位于广州，目前设有北京、上海、香港、大连、成都等分公司，业务范
围遍及全球。易方达基金具有公募基金投资管理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等资格，是国内获得全牌照经营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公司自创立以来，秉承“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的宗旨，坚持
“在诚信规范的前提下，通过专业化运作和团队合作实现持续稳健增长”的经营理念，以严格的管理、规范的运作和良好的投资业
绩，赢得了市场认可。截止至 2015 年 6 月，易方达基金旗下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5700 亿元，服务各类客户的总数超过 1800 万户，
是中国管理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在中国资本市场中享有盛誉。

1. 具有 5-6 年以上的 PE、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或金融类投资公司投资操作经验；
2. 具备很强的组织能力、协调管理能力、逻辑能力，以及快速的学习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
3. 具备相关的法律常识，投融资领域的常识和人脉，具有较好的财务功底；
4. 具有经济、金融、法律、投资等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
5. 英文说写流利。

公司网址：http://www.efunds.com.cn        
单位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3 楼

工作职责
1. 能够全面负责投资项目的执行工作；
2. 能够主导投资交易，包括重要文件的起草、拟定投资方案、制定投资协议、项目投资谈判、签约和投资实施与退出等；
3. 能够独立完成项目的投后管理工作；
4. 有良好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较强的的项目开拓能力。

工作职责

2、投资银行业务副总裁（VP）

1. 独立完成投资项目的执行工作，包括前期洽谈、工作计划的制定与实施、项目的评估与考察、行业研究、估值、投资方案的制订
以及建立项目投资档案；
2. 独立负责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全面详细了解项目情况，为投资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3. 全面协调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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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具有 4 年以上的 PE、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或金融类投资公司投资操作经验；
2. 具备很强的组织能力、协调管理能力、逻辑能力，以及快速的学习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
3. 具备相关的法律常识，投融资领域的常识和人脉，具有较好的财务功底；
4. 具有经济、金融、法律、投资等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
5. 英文说写流利。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良好的沟通、团队协作、文字表达能力。
2.3 年以上的互联网运营工作经验，熟悉多种互联网运营模式；或者 3 年以上证券、基金行业市场营销工作经验，熟悉理财业务的
市场营销工作。

1. 具有 3 年以上金融行业电子商务业务或互联网行业产品设计工作经验，计算机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 精通微信 (JSP)、安卓、ios 编程和 HTML5；精通数据库编程及服务程序开发。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3、运营推广经理

4、产品经理（4 人）

1. 全面参与产品的运营工作，包括平台功能策划、基金在线宣传推广、活动策划及日常运营；
2. 根据公司及业务发展要求，策划平台运营方案，包括平台运营功能需求、客户体验优化需求以及推广方案，配合产品经理实施；
3. 搭建互联网新媒体渠道运营体系，负责新媒体平台运营，对粉丝用户进行开发、拓展、维护等工作；
4. 负责新基金、老基金的电商平台宣传与销售，策划营销活动与推广方案，达成基金销售目标；
5. 负责短信、邮件、宣传、活动等推广文案撰写，并配合设计师、产品经理以及客服人员执行落地；
6. 收集、监控、分析数据及反馈评估效果，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适时调整推广策略、优化运营方案。

1. 分别负责公司 PC 端、APP、微信端的产品规划和设计；
2. 持续的产品迭代，改进客户体验，把握互联网发展趋势，分析跟踪竞争对手，并负责搜集和提出产品需求，编写需求说明书，包
括功能，特性，业务流程，UI/UE，性能要求等；
3. 协调内部各部门（包括技术、合规部门等），综合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完成产品研发、上线；
4. 分析上线产品的运营数据、收集客户反馈建议，提出产品改进意见，不断完善产品、持续改善用户体验。

5、指数基金经理

工作职责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对项目进行投资可行性分析，完成项目分析报告；
5. 财务模型构建、估值及回报分析；
6. 主导投资交易，包括重要文件的起草、拟定投资方案、制定投资协议、项目投资谈判、签约和投资实施与退出等；
7. 负责已投资项目的跟踪管理，对投资项目全过程进行风险监控，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协助设计项目投资退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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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金融工程、数量经济、统计学、投资学或相关专业的硕士及以上学历；
2. 具有 3 年以上相关投资组合管理经验，或具有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相关产品投资管理一线经验者优先考虑；
3. 对指数投资领域有浓厚的兴趣并已有一定的积累，对证券市场及各类金融产品及衍生品有较为深入了解；
4. 能熟练使用一种或一种以上统计分析工具和数据库系统；
5. 出色的中英文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精力充沛、乐于交流、注重工作实效。

1. 负责管理各类指数基金产品或相关投资组合；
2. 共同参与指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
3. 协助向客户推介相关产品。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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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1、宏观策略研究员（1 人）

2、信用研究员（1 人）

任职要求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南京银行联合南京高科于 2013 年 8 月正式设立，业务
涵盖公募基金、专户管理、专项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等，资产管理规模达 2400 亿元。
公司传承南京银行债券业务优势，秉持高起点、国际视野和着眼长期的经营理念，
以为投资者创造绝对回报、服务实体经济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为己任，致力于发
展成为投资者信赖、员工骄傲、行业尊敬的优秀综合性资产管理机构。
更多资讯请登陆鑫元基金、鑫沅资产官方网站
(http://www.xyamc.com/) 和官方微信
（微信号：xinyuanfund01）了解详情。

1. 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进行深入研究，形成阶段性的研究报告； 
2. 针对重大变化及时进行解读和分析工作，从宏观和政策的角度配合各行业研究工作。

1. 重点院校经济金融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在校生；
2. 对市场趋势认识深刻，敏感度高；
3. 熟练掌握宏观经济理论，善于分析，思维活跃，视野宽广；
4. 具备优异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擅长沟通交流。

1、进行企业债、私募债、可转债等信用产品的分析及定期跟踪，维护基金的信用产品投资池； 
2、撰写信用产品投资策略报告，分析信用债市场动态，判断未来信用利差走势，提供信用产品的投资及交易建议； 
3、协助其他部门有关工作，如产品设计及客户拜访，市场部产品营销活动等。
4、协助完成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

任职要求

1. 重点院校经济金融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在校生；
2. 具有券商、评级机构实习经验者优先考虑；
3. 具备优异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擅长沟通交流。

公司网址：www.xyamc.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震旦国际大厦 31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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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3、机构销售 （1 人）

4、营销策划 （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组织、协调、推动基金发行和持续营销的具体工作开展；
2. 建立并拓展代销渠道网络，维护与各代销机构的合作关系。

1. 进行公司宣传文案、营销材料的撰写和制作；
2. 协助品牌推广、营销活动的策划与组织；
3. 搜集并分析市场营销信息和数据。

1. 重点院校经济金融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在校生，复合专业背景尤佳；
2. 熟悉证券市场和金融产品，具备销售时机把握、理财方案和文本制作能力；
3. 具备良好的渠道开发、培训演讲、服务支持、沟通协调及资源整合能力。

1. 重点院校新闻系、传播学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2. 熟悉证券市场和金融产品，良好的品牌推广、活动策划和文案能力；
3. 熟悉各类媒体运行规则，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工作职责

5、产品设计（1 人）

任职要求

1. 协助基金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调研，包括产品定位、费率结构、投资风格等； 
2. 对市场上的基金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以及海外市场的共同基金产品等进行归纳分析，结合当前国内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协助完成可行性方案； 
3. 完成产品开发的相关辅助工作，如校对、排版、打印、装订、归档等。

1. 重点院校金融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在读；
2. 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的研究与分析能力；
3.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

工作职责

6、基金会计（1 人）

1. 协助完成日常基金、理财产品的估值工作；
2. 做好相关报表和数据的整理工作；
3. 参与基金核算新业务的开发、测试及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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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7、注册登记（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重点院校财会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在校生；
2. 对证券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估值政策和规则有一定的认知；
3.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会计从业资格者优先考虑；
4. 认真细致、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内控意识。

1. 重点院校财会金融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在校生；
2. 对证券、基金账户业务和交易业务，注册登记规则和流程有一定的认知；
3.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会计从业资格者优先考虑；
4. 认真细致、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内控意识。

8、交易员 （1 人）

任职要求

1. 进行开放式基金和专户理财产品注册登记以及与各销售机构的数据交换；
2. 参与业务规则、业务需求和业务规程的制订；
3. 参与业务测试等。

1. 协助反馈交易执行情况和市场状况，进行交易数据、市场数据的分析；
2. 完成基金经理的交易指令，并在市场中实现；
3. 负责债市场询价、交易所回购等工作，灵活掌握市场机会。

1. 重点院校经济金融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2. 熟悉证券市场、银行间市场交易规则，市场感觉敏锐，风险控制能力良好；
3.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银行间市场交易员资格优先考虑。

工作职责

9、股权业务助理（1 人）

任职要求

1. 重点院校财务审计类、经济管理类硕士及以上学历，持有注册会计师或注册评估师或注册税务师资格优先考虑；
2. 熟悉国家财税、证券、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
3. 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人际交往技巧。

1. 协助完成业务拓展及投资项目筛选、尽职调查、评估、可行性分析；
2. 对投融资项目的定期跟踪评估及后续维护工作；
3. 负责投融资渠道及机构投资者关系维护，做好投资者及潜在客户的跟踪服务。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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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10、资管业务助理（1 人）

11、风控合规助理（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重点院校金融、经济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在读；
2. 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的研究与分析能力；
3.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及良好的文字功底；
4. 勤奋踏实，有责任心，学习能力强；
5. 有金融产品相关实习经验者优先考虑。 

1. 重点院校法学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在读；
2. 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的研究与分析能力；
3.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
4. 有相关实习经验及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者优先考虑。

1. 协助完成项目开发、 业务谈判 、项目评估事宜 ；
2. 协助展开项目调查；
3. 协助撰写合同文本；
4. 协助发行的组织和协调。

1. 公司合同、协议、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书的审核；
2. 资管产品的合法合规控制；
3. 公司业务的合法合规审核与评估；
4. 公司信息披露事宜；
5. 部门档案、文书管理和保管。

工作职责

12、人力资源 （1 人）

任职要求

1. 执行人力资源管理各项实务的操作流程和各类规章制度的实施，配合其他业务部门工作；
2. 执行招聘工作流程，协调、办理员工招聘、入职、离职、调任、升职等手续；
3. 协同开展新员工入职培训，业务培训，执行培训计划，联系组织外部培训等。

1. 重点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2. 具有人力资源相关实习工作，了解人力资源各项操作实务；
3. 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良好的计划性和时间管理能力，热爱工作，有责任心，有团队协作精神；
4. 熟练使用 OFFICE 办公软件，具备较高的职业操守，保密性强，反应敏捷，做事严谨；
5. 持有基金从业资格者优先考虑。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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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产品经理 / 产品助理（1 人）

任职要求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是国内首家著名高校背景的基金管理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其中清华控
股有限公司占有 51% 的股份，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有 49% 的股份。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是清华大学在整合清华科技产业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0 亿
元人民币，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法人实体。公司与所投资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建立母子公司关系，依
法经营在所投资企业中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主要从事科技成果产业化、高科技企业孵化、投资管理、资产运营和资本
运作等业务。
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6 年，总部位于北京。宜信致力于成为中国普惠金融、财富管理及互联网金融旗舰企业，
坚持以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和理念创新服务中国高成长性人群和大众富裕阶层。目前已经在 182 个城市（含香港）和 62 个农村地
区建立起强大的全国协同服务网络，通过大数据金融云、物联网和其他金融创新科技，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普惠金融与财
富管理服务。

1. 开展公募基金和专户产品的设计和研究；
2. 撰写各类产品材料，负责与托管机构沟通以及产品报备和报批工作；
3. 跟进行业动态，研究资本市场创新工具，和同业机构合作进行产品创新。

1. 金融或相关专业本科生以上学历，有一定宏观经济分析和研究能力；
2. 对资本市场以及资产管理行业有一定的了解；
3. 写作能力较强，思维缜密；
4. 具备基金公司、证券公司、资管机构等行业相关工作经验者择优录用。

公司网址：www.nuodefund.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233 号汇亚大厦 1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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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MT 行业研究员（1 人）

2、渠道业务高级经理 / 助理（2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知名大学硕士以上学历，计算机、微电子等 IT 类专业本科、财经金融硕士复合专业者优先；
2.1 年以上券商研究所、基金公司或其他投资机构研究经验；
3. 能够专注研究及调研工作，逻辑推理思维严谨，具备较强的表达能力与文字功底；
4. 沟通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精神；
5. 简历请附写过的行业或公司研究报告。

1. 岗位实行绩效考核，业绩优秀者待遇薪资较高；
2. 经济、金融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3. 工作地点在上海、深圳；
4. 具有 2 年以上私募、证券、基金、信托、银行等行业销售相关经历；
5. 有丰富人脉、销售资源者优先考虑；
6. 具有较强的市场敏感性、良好的沟通能力、分析能力、执行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1. 负责通信、计算机、电子等高科技行业及个股的深入研究和跟踪；
2. 掌握行业和公司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建立行业数据库；
3. 撰写研究报告、提供投资建议，为公司组合管理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及参考；
4. 对投资经理的研究需求做出及时反馈。

1. 负责基金产品的销售推广；
2. 制定银行、证券、三方理财机构等渠道的开发计划和高端客户开发计划；
3. 为合作机构提供产品咨询、推广培训。

工作职责

3、量化研究员（2 人）

任职要求

1. 研究并实施量化投资策略，包括金融衍生品或商品期货量化投资策略； 
2. 开发创新型量化基金产品； 
3. 独立进行数据采集和整理，数据分析、模型开发及编程； 
4. 协助完成风险控制的日常工作。

1. 理工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具备独立的量化投资模型研究、开发及实践能力； 
3. 能熟练使用多种统计分析工具，编程能力强，能熟练使用 C#，C++，MatLab，VBA 等语言； 
4. 有很强的 Oracle、SQL Server 等数据库设计、管理、维护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 
5. 具备较强英文阅读能力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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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5、基金会计 （2 人）

6、股票交易员 （1 人）

任职要求

1. 负责基金、专户等产品的头寸管理；
2. 完成所负责投资组合的会计核算，并与托管银行核对；
3. 完成投资组合的定期报告，与托管银行核对并完成披露； 
4. 按要求执行交易发送的场外投资指令的交收。 

1. 能够快速、准确的执行基金经理下达的交易指令，熟练掌握 A 股交易代码； 
2. 熟悉行情系统和资讯系统，并能对交易品种进行跟踪分析； 
3. 每天做好盘后的交易统计工作； 
4. 配合完成系统测试和维护。

1. 会计、财务管理或金融类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具有基金、保险、资产管理等行业相关工作经验； 
3. 熟悉基金会计业务运作、公募基金运作和清算等流程； 
4. 熟悉基金运作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5.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较强的抗压能力，能够适应长期加班；
6. 有基金从业资格者优先考虑。

任职要求

1. 金融、投资相关专业硕士毕业，应届生如特别优秀亦可考虑； 
2. 记忆力强，反应灵敏，能承受压力； 
3. 踏实勤勉、诚实守信、品行良好。

7、电子商务主管（1 人）

任职要求

1. 金融、计算机、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或电子商务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两年以上电子商务平台开发、建设与营销，有金融行业电子商务经验者优先考虑； 
3. 热爱互联网金融，熟悉微博、微信等网络运用，富有激情与创意；
4. 良好的电子商务意识、熟悉电子商务推广模式，有货币基金 T+0 业务相关经验者优先。

工作职责

1. 制定公司电子商务整体运营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搭建公司网上直销平台、线上推广平台、以及与销售渠道的合作；
2. 负责第三方销售机构拓展及维护，线上营销活动策划、执行与反馈，支付渠道拓展及维护，网站及网上交易系统维护；
3. 负责建立规范、合理并适合电子商务销售模式的制度、流程，有效完成对销售流程的全过程管理；
4. 协助网站、微信、微薄平台的宣传，树立电子商务服务品牌。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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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研究员（金融期货方向）（1 人）

五矿期货有限公司是全球 500 强中国五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前身为实达期货，成立于 1993 年 4 月，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期货经营
机构之一。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是国内最大注册资本期货公司之一。
五矿期货被誉为“套保专家，套利精英，金属权威，金融新锐”，坚持以服务产业客户、机构客户为重点，在套期保值与套利业务方面，
特别是在金属期货品种上具有突出优势。
连续三年荣获上期所颁发的奖项：“交易优胜会员提名”、“产业服务优胜奖”、以及黄金、白银、铝、铅等多个品种的“交易优胜奖”。
连续两年荣获大连商品交易所“最具成长性会员奖”。2014 年还首次荣获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会员进步奖”。
被各大媒体评为“最佳有色金属产业服务奖”、“最佳产业服务期货公司”、“最具成长性期货公司”、“最佳产品创新期货公司”等。

1. 负责金融期货和期权等衍生品的相关研究和分析，并撰写相关研究分析报告；
2. 对主要金融市场的市场趋势做规范性和实证性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投资策略；
3. 对宏观经济及政策对资本市场、产业结构和行业发展趋势影响的分析研究；
4. 期货及证券市场有关理论与政策的前瞻性研究；
5. 负责金融市场数据处理，建模等各创新性课题研究。

1.24-35 岁，男女不限，硕士及以上学历；
2. 经济、金融数学、金融工程相关专业；
3. 英语ＣＥＴ 6 以上，国内 985、211 院校优先，国外需要教育部认可的院校；
4. 具有券商金融工程研究背景，或具有股票、期货、大宗商品等研究、投资交易经验者优先。

公司网址：www.wkqh.cn   
单位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中心 48 楼  

五矿期货有限公司

工作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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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资信评级分析员 ( 汇报对象：业务部门经理 )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债券评级、企业资信评估、信用管理咨询等信用服务业务的全国性信用评级
机构，成立于 1992 年 7 月，主要股东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财经大学等。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新世纪评级已经成长
为中国信用评级行业内资质齐全、规模较大、有一定影响力的资信评级机构之一。
在 20 多年的发展中，新世纪在中国信用评级历史上创造了八个第一：
●全国第一家取得人民银行（1997）、发改委（2003）、保监会（2003/2013）、证监会（2007）等全部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
●全国第一本以国际视野介绍信用评级的著作——《资信评级》出版（1996）；
●全国第一本《英汉信用评级词汇手册》出版（2009）；
●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份投资价值报告——青岛啤酒股份公司投资价值报告（1994）；
●评定的我国第一批三支中小企业集合票据成功发行（2009）；
●评定的中国第一单外资银行人民币债券——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金融债券成功发行（2010）；
●评定的中国第一单地方政府债券——2014 年广东省政府债券（2014）。

1. 负责评级项目的尽职调查、评级报告的撰写及修改工作；
2. 其他研究和评级工作。

公司网址：www.shxsj.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98 号华盛大厦 1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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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员 ( 汇报对象：研究总监 )

任职要求

1. 学历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 专业要求：经济金融类、财务会计类、数理统计类、法律类；
3. 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
4. 有志于从事各类资信评级工作；
5. 具有注册会计师、证券从业资格者优先考虑。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负责评级制度、评级市场和评级方法的研究，并按照要求撰写文稿；
2. 其他研究和评级工作。

1. 经济学、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 具备较系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知识；
3. 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
4. 具有评级行业从业经验或熟悉评级制度者优先考虑；
5. 勤奋好学，抗压能力较好。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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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全日制统招 2015 年应届毕业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金融、财务、经济、国际贸易、MBA、机械制造、通信工程、医疗卫生、教育
等相关专业，有较好财务知识基础的优先；  
2. 了解融资租赁、项目投资及管理、贸易、法律、财务相关行业背景知识； 
3. 遵纪守法，重信守诺，责任感强，品学兼优； 
4. 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善于与人交流； 
5. 具有较强的团队协调与合作能力，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6. 需有较好的承压能力并能够自我调节和激励； 
7. 能够参加公司总部组织的岗前培训，并顺利通过各项测试。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客户经理（若干）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9 月，注册资本 93 亿人民币，是平安集团下属专门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是集团投资板块内的重要成员。公司总部设立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中心，业务网络遍及全国各地，自成立以来，业务发展迅速，
截止 2015 年 9 月，公司租赁资产已突破 600 亿。
公司的业务涉及行业主要包括健康卫生、制造加工、工程建设、政府融资、教育文化、机构融资、航空等，并将持续探索新的行业
方向和业务领域，持续创造贴合客户需求的多样化金融产品。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包括设备租赁、售后回租赁、转租赁、杠杆租赁、
委托租赁、项目租赁、经营租赁等。
凭借平安集团雄厚的资金实力、卓越的品牌影响和全金融牌照的协同优势，在集团全力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基础上，平安租赁
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灵活多样的资金产品和更综合全面的增值服务，矢志于成为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具有独特商业生命力和延展力
的中小客户领域和专业市场的专家型领导者。

1. 完成公司下达的当期客户开发计划和利润指标； 
2. 对所辖业务区域内存量客户、目标客户、渠道资源、客户需求的产品及服务、区域内代表性市场活动进行有效梳理，在既定的目
标客户群体中有计划地跟踪开发客户； 
3. 在对市场深入研究的前提下，不断发现新的融资租赁业务机会，并配套完成项目操作； 
4. 负责从项目立项、信息收集、项目评估到合同签订过程的执行，负责此阶段公司内、外部流程的推进及管理； 
5. 协助资产经理完成存量客户的管理、租金管理和客户巡视工作，包括协助对承租客户、租赁项目及租赁物件信息的持续收集； 
6. 协助并参与风险资产处置，包括配合逾期租金催收、风险资产处置等，承担风险资产责任计提坏帐准备冲减当期利润； 
7. 完成领导交付的其他工作。 

公司网址：www.pingan.com.cn        
单位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 8 号国金中心二期 37 楼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0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海尔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客户经理（13 人）

任职要求

智慧的资本，可靠的伙伴
海尔产业金融是海尔集团旗下专注于产业金融服务的机构。我们不仅仅解决融资需求，我们与产业合作伙伴共享海尔十多年产融结
合的经验和智慧，我们与产业合作伙伴共建促进产业生态繁荣的金融服务平台。这就是我们的战略，“产业金融 +”。
智慧的资本
每一天都有大量的资金从海尔产业金融流向产业合作伙伴，每一笔资金都注入了海尔的商业智慧和战略资源。海尔是产业金融理念
的提出者和实践者，我们认为，产业金融是能够帮助产业加强客户关系、变革业务模式、完善商业生态的一种基础工具和思维方式。
我们建立了专业的咨询团队和专家智库，为合作伙伴的商业模式变革提供智力的支持，我们通过海尔的产业生态圈，为合作伙伴引
入丰富的行业资源，帮助合作伙伴获得成功。
可靠的伙伴
每一个金融机构都可以为您融资，只有海尔产业金融能够帮助您主导自身的金融命运。我们坚持以互联网思维开展金融服务，与产
业伙伴共同建立商业生态圈，核心的目标是使利益攸关各方实现共赢多赢。我们和产业在战略和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结成合作伙伴，
共同设计金融解决方案，跨越多个经济周期全方位支持合作伙伴的长期发展，对于产业龙头企业，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建金融服务业务，
保障我们的合作伙伴共享产业金融利润。

1. 金融产品设计，交易结构设计，业务开拓，战略合作，项目谈判评估。

1.MBA 毕业生，财务、金融、法律及工科类专业背景；
2.3 年左右工作经验；
3. 具有突出的业务能力，市场判断及沟通协调能力、快速学习和创新的能力；
4. 了解租赁、会计、税收、金融、贸易等专业等知识；
5. 风险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较强，财务知识扎实；
6. 能够接受较长时间的出差 / 外派。

公司网址：www.haierfinancial.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金融广场 B 座 2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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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风控经理（3 人）

任职要求

聚信租赁是国家商务部审批通过的中外合资性质的融资租赁公司，注册资本 3.4 亿，总部位于上海，业务涉及教育、医疗、中小型
企业等行业，是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工作委员会理事单位。 目前公司已完成股份制改革，
IPO 申报上市准备中。
我们的行业：融资租赁行业受到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2013 年总规模 21000 亿。 
我们的业务：聚信在教育、医疗行业市场排名靠前，近年来成长迅速。
我们的模式：互联网 + 融资租赁
我们的优势： 
1. 准确的市场策略；强劲的市场拓展能力——2013 年公司净利上亿元，业务高速增长；
2. 扎实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公司运营 6 年以来零坏账； 
3. 稳健的资产和负债的匹配能力，良好的银企关系——多次获得超十亿银团授信；
4. 积极进取的企业文化和优秀的团队；高效的管理体系。

1. 对需融资的单位所提供的融资材料进行分析；
2. 亲临需融资单位，作现场访谈和尽职调查；
3. 根据资料和现场调查情况，撰写项目评估报告；
4. 向公司提出可融资金额、年限等意见；
5. 根据公司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参与对评估报告标准的修正工作；
6. 对执行中的历年已融资企业的收入支出情况作适当的跟踪和分析。

1. 会计、财务、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
2. 知名会计事务所 2-3 年审计工作经验尤佳；
3. 专业的会计学知识，CPA 通过者优先；
4. 能接受长期出差。

聚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juxingj.com          
单位地址：漕溪北路 398 号汇智大厦 2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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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2、资金经理（2 人）

3、金融产品经理（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拓展融资渠道，完成融资目标；
2. 协助上级领导根据企业的经营目标，制定融资计划和融资方案，提供项目所需的融资支持；
3. 参与公司融资方案的具体实施和操作，融资决策，控制融资风险，规范融资过程；
4. 利用各种创新型的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思路；
5. 建立、维护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良好合作关系。

1. 完成金融产品及交易结构设计、会计及经济核算、方案综合优化；
2. 与机构投资者及中介机构沟通合作，配合完成债券、结构化金融产品等的发行及交易相关工作；
3. 根据公司战略，负责 ABS 及其他产品发展、运营目标制定及落地；
4. 研究相关法律法规、会计和相应监管规定，进行业务创新；
5. 完成金融市场数据追踪及分析，投资者调研及数据分析，互联网金融平台规则优化；
6. 完成风险的识别、量化评估、精确应对，包括但不限于衍生金融工具设计及交易策略制定。

1. 会计、财务、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
2. 熟悉银行贷款审核和风险控制业务流程；
3. 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投资分析、资金计划、融资管理经验。

1. 专业不限；
2. 有相关产品背景，熟悉产品全流程；
3. 数学建模及量化分析能力；
4. 具备良好的需求分析和产品设计能力，可以产出 BRD、PRD 等标准产品文档。

聚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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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融资租赁客户经理（50 人） 

任职要求

远东宏信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3360.HK），是中国领先的创新金融服务机构，秉承“金融 + 产
业”的经营理念，致力通过不断创新产品与服务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产业综合运营服务。它在医疗、包装、交通、建设、工业装备、
教育、纺织、电子信息、城市公用等多个领域，开展金融服务、产业投资、工程服务、贸易经纪、管理咨询等产业综合运营服务。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是远东宏信的全资子公司，是远东宏信在金融服务领域的核心企业，是推动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创新和发展的
中坚力量之一。
公司在上海和天津设立业务运营平台，在北京、沈阳、济南、郑州、武汉、成都、重庆、长沙、深圳、西安、哈尔滨、厦门、昆明
等省会城市高端写字楼设立办事处，形成了辐射全国的客户服务网络。
与欧美国家融资租赁行业相比中国融资租赁渗透率相对较小，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与实体经济联
系紧密融资租赁行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远东总资产规模达 1193 亿元，融资租赁业务依然保持着近 14% 的高速增长。公司具有多元股东背景，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高效的管理流程，在“金融 + 产业”战略展开下，将为员工提供更多的职业选择和极具市场竞争力的综
合报酬方案。

1. 负责区域内行业大客户的开发、维护，挖掘客户资金需求，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融资解决方案；
2. 负责区域内大客户融资租赁项目的导入、论证、方案设计、资信评估及风险管理；
3. 负责融资项目立项、信息收集、项目评估论证到签约全过程，确保项目推进合理节奏；
4. 与行业相关设备供应商、代理商、集成商建立广泛联系，整合渠道资源，推进区域业务；
5. 积极配合公司业务及职能部门，参与项目调研、资金安排、商务运作、信息收集和信用调查安排及出险后期处理工作。

1. 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 涉及银行或者行业大客户销售从业者优先；
3. 具备融资租赁及相关的金融、贸易、法律、财务等行业背景知识；
4. 具有较强的客户需求分析判断能力和独立解决客户问题能力，能够通过全面的客户关系管理，培养、建立客户的忠诚度；
5. 具较强的团队协调与合作能力，具有较强的自我心理调解能力，能够承受压力并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激励，并能适应较多出差工作；
6.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有效地进行讲解、陈述和谈判等。

工作地：工作地分布在远东 14 个办事处，以上海、深圳为主

公司网址：www.fehorizon.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88 号金茂大厦 3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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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资金类业务审核与管理：根据各事业部及总部的风险管理规章制度，负责租赁、保理等业务的审核，为区域内各事业部经营单元
的资产安全提供保障； 
2. 区域内行业及客户风险信息收集与反馈：根据宏观经济、行业、市场变化情况及风险管理要求，负责收集区域内行业及客户风险
信息，及时反馈事业部及总部； 
3. 金融业务风险培训支持：根据公司整体风险管理理念及金融业务风险管理体系，协助负责区域内各事业部经营单元的风险管理培
训，并为相关工作提供必要支持，以强化风险意识提高操作水平； 
4. 操作质量评价：负责区域内前台人员操作质量的监督与评价； 
5. 前台人员意见收集与反馈等。

1. 负责监控具体项目的运行实施，确保租金等应收款项按期足额回收以及租金核销、项目核销等； 
2. 负责项目运行情况的持续跟踪分析； 
3. 负责建立风险资产处置应对机制，统一建立、组织和调配内外部资源实施风险资产处置，实施司法诉讼等风险处置措施，实现有
效止损和公司价值修复； 
4. 负责资产分类及分析，负责进行租赁项目及资产的不定期走访、巡检； 
5. 负责预警项目调查及预案的实施； 
6. 协助出险项目的调查、处理； 
7. 配合部门其他人员完成相关工作。 

1. 具有财务、金融、税务等领域专业知识； 
2. 熟悉了解公司主营业务等行业政策 
3. 具有一定的财务认识、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能独立完成尽职调查、项目评审等工作； 
5.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 
6. 能够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7. 拥有 CPA/ACCA/FRM/CFA 等财务或风险相关权威证书者优先。 

1. 财务、金融、法律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 年及以上金融行业风险管控相关工作经验，在律所或金融机构有过资产诉
讼案件处理相关经验者尤佳； 
2. 具备融资租赁、项目管理、法律、财务等相关专业知识； 
3. 具有较强的人际融合能力及团队合作、协调能力； 
4. 具备较好的口头沟通能力，具有主动沟通的意识和策略，以及较好的谈判技巧； 
5. 强烈的责任感和追求卓越的愿望； 
6. 较强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能够承受压力并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激励。 

2、信用经理（5 人）

3、资产管理经理（5 人） 工作地：上海、武汉、深圳

工作地：上海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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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渠道销售助理（若干）

任职要求

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持牌金融机构）。控股股
东为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目前管理资产规模近 500 亿。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及资深的投资管理团队，
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具有突出的业绩。
根据中国证监会《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
公司可以开展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募集资金投资于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央行票据、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商品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品；设计发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投资于未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的股权、
债权及其他财产权利，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

1. 根据公司产品特点，进行潜在客户的开发，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资产管理咨询服务；
2. 根据公司提供的客户资源与客户进行邀约，挖掘和开发潜在客户；
3. 向目标客户群推介公司资管产品，根据资管计划制定发行销售方案并完成销售任务；
4. 定期与客户联系，报告理财产品的收益情况，向客户介绍新的金融服务、理财产品及金融市场动向，维护良好的信任关系。

1. 金融、经济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具备良好的金融专业素质，对金融理财产品有较强的理解能力；
3.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技巧、敏锐快捷的市场反应能力及较强的风险意识；
4. 品行端正，思维敏捷、严谨细致、踏实负责，具备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公司网址：www.sgbamc.com          
单位地址：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33 号 36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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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2、理财顾问（若干）

任职要求

1. 负责项目信息的收集及整理；
2. 协助项目经理编制各类报告、进行财务分析、行业分析等，协助各类项目文件的制作；
3. 协助处理在项目运行过程中的各种事宜及问题，与客户接触、沟通，与公司运营部、销售部沟通，处理应急问题等；
4. 其他部门负责人交待安排的工作。

1. 金融、财务、法律等专业硕毕业；
2. 有金融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3. 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与文字表达能力；
4. 工作细致严谨，具有高度责任心与合作精神；
5. 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能承受工作压力。

3、项目助理 （1 人）

任职要求

1. 开发及服务于境内高端个人客户或机构客户（可投资资产 300 万以上）；
2. 为公司现有客户制定理财规划并根据客户需求（产品期限、风险程度、预期收益）从公司构建的平台内配置相关金融产品； 
3. 定期向客户汇报金融产品后续运作情况；
4. 利用公募基金母资源，协助客户完成专户管理、流动性安排等等。

1. 金融、经济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有进取心和学习意愿，能承受工作压力； 
3. 具备良好的口才及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 
4. 为人诚实可靠、性格开朗、形象气质佳；
5. 较强沟通协调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

工作职责

4、财务助理（1 人）

任职要求

1. 协助出纳对报销单据进行审核，按要求装订会计凭证和原始单据；
2. 协助完成财务部年度审计工作；
3. 完成公司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1. 会计或财务管理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态度端正、乐于学习、严谨细致、踏实负责，具备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3. 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者优先。

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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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上海银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助理研究员（行业划分）（1-2 人）

任职要求

上海银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银领资本 "）是一家以受托资产管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及财务顾问为主营方向的创新型资产管理
企业。公司注册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豫商集团有限公司（" 豫商集团 "）旗下金融板块核心业务之一，是一家飞速发
展中的企业。
银领资本立足于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和资本运作领域，以 " 价值增长、分享成功、精于专业、追求卓越 " 为核心价值观，通过战略投资、
资源整合、业务延伸等途径，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公司管理资产规模突破 30 亿元，并取得良好的投资收益。
银领资本坚持 " 人才是公司最优质的资产 " 人才理念，公司拥有一支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队伍，团队高管拥有多年知名投资银行、
私募基金、上市公司等工作经历，在资产管理、证券投资、企业资产重组及并购、项目融资等领域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及广泛的社
会资源；公司主要业务人员也均拥有五年以上投资项目工作经历及强有力的执行力。
银领资本作为豫商集团的资本运作、资产管理的业务平台，是豫商集团未来三到五年重点发展、重点培育、实现重点突破的企业，
管理规模将力争达到两百亿，将成为在资产管理、资本运作领域具有品牌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

1. 信息搜集：搜集宏观经济政策、行业信息、上市公司信息等；
2. 信息处理：在搜集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行业分析、公司分析；
3. 数据处理：对证券市场数据进行维护与更新，并进行加工和编辑；
4. 决策提供：在信息搜集分析、数据处理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报告，提出相应的投资策略和建议。

备注：所有实习生经公司面试合格后才能正式录用。一旦录用，公司将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及良好的教育培训机会。

1. 经济 / 金融类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理工科专业有一定金融基础亦可考虑）；
2. 有扎实的经济学 / 金融学理论基础，熟悉现代投资分析理论，对证券投资分析及中国 A 股市场有一定的了解；
3. 有志于在资产管理行业发展。

公司网址：www.yinlingcapital.com     
单位地址：东方路 69 号裕景国际 A 幢 90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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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助理岗 ( 投资 / 投行方向 )（1-2 人）

3、量化部助理岗（策略研究方向）（1-2 人）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协助投资经理对投资项目的推进工作；
2. 跟进投资项目文件的起草、制定；
3. 协调投资项目尽职调查事项；
4. 协助完成投资项目各项资料、投后管理等各项支持工作；
5. 完成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1. 负责动态跟踪二级市场走势，收集各类影响市场的信息，为投资经理提供决策参考；
2. 协助设计和开发程序化交易系统；
3. 协助管理和维护各种金融数据。

1. 本科以上学历，金融、经济、法律相关专业；
2. 熟悉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优先；
3. 有一定沟通及写作基础；
4. 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写作能力和较强的收集资料及分析能力；
5. 有较强的执行力，工作高效、细致；
6. 有较强责任心、团队合作精神，能适应高强度工作。

1. 数学、物理、统计、计算机、金融工程类硕士以上学历；
2. 在擅长的研究方向上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数据处理及英文阅读能力； 
3. 具有工作责任心和积极主动性，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上海银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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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网址：www.otcguoyuan.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大连路 1619 号骏丰国际财富广场 5F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2、交易员（若干）

1、研究员（若干）

上海禹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登记备案），是一家致力于管理规范、信誉卓著、作风稳健的
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公司通过借鉴国际尖端金融机构成熟的投
资模式和市场经验，结合国内市场的实际需求，建立科学合理
的投资体系和风控体系，努力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稳定的投资
回报。
公司强调专业分工与协作，以充分发挥集体决策的力量和智慧。
核心投资团队均来自于国内各大券商、基金，具有丰富的投资
经验以及私募产品管理经验。
公司奉行并坚持以上市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和成长性为核心价
值的投资理念、以投资于能充分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具有
长期竞争优势、并能持续保持较高成长性的优秀企业为核心投
资目标，通过国家经济和企业成长带来的双重超额回报，实现
管理资产的长期稳步增值。

1. 执行投资经理下达的交易指令，及时将交易指令执行情况和市场变动信息向投资经理反馈；
2. 配合投资经理完成相关市场数据的采集、统计和分析；
3. 严格遵守各项业务规章制度，有效避免各类操作风险；
4. 根据交易执行情况和市场状况，通过研究与分析个股市场走势，为投资经理提供可行性投资建议；
5. 每天收盘后收集和汇总信息。

1. 跟踪分析行业最新动态及发展趋势，形成个股研究报告，为投资经理和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供研究支持和投资策略建议；
2. 进行上市公司实地调研，深入分析公司基本面，保持和标的公司的良好沟通，精选成长类个股；
3. 和外部研究机构和同行保持沟通交流，能够及时把握板块热点和市场短期趋势。

1. 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具有 1 年以上交易经验，金融行业相关从业经验 2 年以上，拥有证券从业资格证、期货从业资格证或基金从业资格证等；熟悉各
类交易规则，具有良好的交易操作技能，股票技术分析能力，同时具有量化交易经验的优先考虑；
3. 具备优秀的沟通协调能力及良好的职业道德，严谨认真，风险意识强、有决断力。

1. 具有 3 年以上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研究工作经历或股票投资经验，具有 TMT、消费、医药医疗等行业研究经验优先考虑；
2.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名校专业背景，财务、会计、金融、管理及相关理工科复合专业背景者优先，拥有 CFA、CPA、证券从
业资格等证书优先；
3. 熟悉行业和公司研究方法，熟练掌握 wind、office 等工具使用，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良好的组织、协调、
沟通能力、市场敏感性，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上海禹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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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1、研究员（若干）

2、研究助理（若干）

上海朴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是一家从事证
券投资、股权投资和投资顾问等业务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
公司秉承“抱朴归易”的投资哲学，由一群志同道合，平均从业
经验达十几年、经历牛熊洗礼的专业人士组成，对证券市场和上
市公司有着长期深刻的理解。
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私募权益类投资标杆企业，做中国最优秀和
最值得信赖的权益投资专家。

1. 行业研究，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投资主题；
2. 公司研究，精选个股并保持持续跟踪判断；
3. 对内沟通，及时与投资经理沟通投资品种的情况，保持研究的客观性；
4. 对外沟通，保持与行业专家、上市公司和卖方研究员的交流，保持研究的敏锐性。

1. 协助研究员进行行业研究和公司研究；
2. 独立进行行业和公司数据搜集、分析，并撰写研究报告。

1. 硕士或以上学历，金融、经济、财会专业者优先；
2. 有证券、基金、资产管理等相关行业实习者为佳；
3. 对资产管理行业充满热情，能够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4. 正直、坦诚、积极。

1. 硕士或以上在读学生，金融、经济、财会专业者优先；
2. 可以保证一周 3 天以上的实习。

上海朴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purestassets.com        
单位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99 号 13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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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投行业务总监（1 人）

任职要求

源自中国 全球认可

诺亚控股有限公司以“诺亚财富”为品牌，源起于中国。是中国第一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旗下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与香
港证监会业务发展相关金融牌照与资格的综合金融服务管理集团。
起源于 2003 年，是中国独立财富管理行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从客户的立场出发，用独立客观的角度，为
客户提供海内外各类型金融投资产品的专业筛选、资产配置及投资组合管理服务。

1.  多渠道搜寻、跟踪与筛选项目投资机会、投资方向与项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债权与股权类项目、二级市场证券 / 基金项
目、国企与政信基建类项目、PE/VC/ 并购项目、供应链融资项目、互联网金融项目等；
2.  组织开展项目储备与供应商管理工作；
3. 对项目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组织资源开展尽职调查、项目评估，组织完成产品的立项、评审、风控报告和其他相关文件的制作；
4. 产品成立后，组织定期分析其运营情况并对风险评级及时预警，并监督其执行与操作。

1. 金融、数学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6 年以上银行、信托、券商、基金等公司的相关项目承揽经验，熟悉银行、券商、基金等金融行业融资类业务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3. 具有较强的团队管理能力、协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适应能力 ;
4. 精通投资分析、财务分析，具有注册会计师、项目评估师、风险分析师、金融分析师等资格证书者优先考虑；
5. 善于学习，心态开放，拥有团队合作精神，能承担一定的工作压力，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商业道德口碑；
6. 具有很强的风控意识和一定的产品创新意识。

公司网址：www.noahwm.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杨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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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银行产品经理

3、分公司总经理（4 人）

4、创新业务项目经理（3 人）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负责多渠道搜寻、跟踪与筛选项目投资机会、投资方向与项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债权与股权类项目、二级市场证券 / 基
金项目、国企与政信基建类项目、PE/VC/ 并购项目、供应链融资项目等；
2. 对项目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参与尽职调查、项目评估以及立项前的产品设计等工作；
3. 开展项目储备与供应商管理工作；
4. 产品成立后，定期分析其运营情况并对风险评级及时预警，并监督其执行与操作。

1. 根据集团战略规划，制定并执行当地高净值客户财富管理市场开发策略；
2. 依据分公司发展需要，组建并训练私人银行理财经理团队。
3. 带领团队开拓当地高净值客户群体，完成分公司经营目标。
4. 传承企业文化，做好品牌推广，建立公司在当地的口碑与品牌知名度。

1. 负责诺亚员工宝，保险产品，以诺教育，用车宝在上海区域的营销推动工作；
2. 协助创新业务项目总监制定产品营销激励方案，制作营销材料，并面向分公司理财经理进行推广；
3. 负责产品培训，营销活动的组织及推动；
4. 配合理财经理进行客户相关疑问的沟通及解答；
5. 负责分公司在产品营销方面的支持及资源调配。

1. 金融、数学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3 年以上银行、信托、券商、基金等公司的相关项目承揽经验，熟悉银行、券商、基金等金融行业融资类业务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3. 具有较强的协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适应能力 ;
4. 精通投资分析、财务分析，具有注册会计师、项目评估师、风险分析师、金融分析师等资格证书者优先考虑；
5. 善于学习，心态开放，拥有团队合作精神，能承担一定的工作压力，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商业道德口碑；
6. 具有很强的风控意识和一定的产品创新意识。

1. 本科以上学历，管理类或金融类相关专业尤佳；
2.8 年以上金融从业经验，有银行、信托、证券、第三方理财等行业的营销管理类工作经验；
3. 对当地高净值客户群体有较强的市场敏锐度及对当地市场的熟悉度；
4. 具有较强的领导、管理能力和沟通影响力，有银行分行贵宾理财或支行分管零售行助或副行长任职经历者优先；
5. 渴望学习和成长，具备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6. 有较强的自我驱动力和坚韧性。

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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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5、资深理财经理（若干）

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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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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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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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理财师、证券、基金、保险等资格证书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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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银行对公、对私客户经理、理财经理或其他行业相关职位或 5 年以上行业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5. 具有较好学习能力、关系经营能力，拥有较好的成熟度和坚韧性；
6. 诺亚财富从事的是高端财富管理业务，原则上应届毕业生不适合申请该类职位。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或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2、5 年以上工作经验，有保险公司团险销售经验或保险公司培训经验者优先；
3、才思敏捷，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及客户服务能力；
4、有冲劲并且具备强烈的目标感和挑战精神；
5、能够适应适当的出差。

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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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西控财富（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人力总监（1 人）

任职要求

西控财富由西部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与云贝集团共同投资成立，是西部控股旗下金融板块的核心成员。西控财富集团旗下拥有近 20
家分公司，形成立足长三角、辐射全国的高端财富管理机构。集团以董事局主席陈远东为核心，汇聚中外资银行、证券基金公司、
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的精英；通过“管理、产品、风控、财富中心”四大核心职能模块，驱动集团业务发展。
西控财富以标准化的综合运营流程，打造定制化服务体系；以国际化的视角提供财富管理、家族传承、全球配置等一站式财富管理
解决方案；依托完善的投资决策制度、严格的预警策略与风险评估报告，构建成熟的风控体系；实现客户的现金、股权、不动产、
保险等资产的灵活配置和流动性管理，实现多方共赢。
西控财富始终秉持诚实守信、关爱客户、专业创新、激情奋进的价值观，以实现客户梦想为使命，以现代经营管理理念为指导，以
可持续发展和互利共赢为目标，提供更加专业贴心的服务，成为您卓越的高端财富管理伙伴 !

1. 在公司人力资源战略、政策和指引的框架下，建立并实施人力资源方针和行动计划，以支持公司达到预期经营目标；
2. 负责组织起草、修改和完善人力资源相关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
3. 负责招聘、培训、薪酬、考核、员工关系等人力资源日常管理事宜 , 前期偏招聘工作；
4. 定期进行人力资源数据分析，提交公司人力资源分析报告；
5. 根据行业和公司发展状况，协助制定公司薪酬体系、激励体系并负责实施；
6. 协助监督控制各部门绩效评价过程并不断完善绩效管理体系；
7. 协助推动公司理念及企业文化的形成。

1. 人力资源、管理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5 年以上 HRM 工作经验，有金融行业 HRM 或者 HRD 工作经验者优先；
3. 对人力资源管理各个职能模块均有深入的认识，能够指导各个职能模块的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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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具有战略、策略化思维，有能力建立、整合不同的工作团队；
6. 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很强的计划性和实施执行的能力；
7. 很强的激励、沟通、协调、团队领导能力，责任心、事业心强。

公司网址：www.xikongcaifu.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4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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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总监（1 人）

3、市场总监（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人力资源管理、管理类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5 年以上企业培训管理经验，有金融行业经验者优先；
2. 精通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及管理技术，熟悉管理培训资源，管理咨询培训流程及关键步骤；
3. 具有较强的时间管理能力，能接受出差；
4. 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敬业精神，为人正直、诚实，性格开朗；
5. 思维敏捷，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富有事业激情。

1. 市场营销管理类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五年市场营销工作经验，在相关企业任职市场总监三年以上，具有金融、零售行业的从业背景，对该领域发展有深刻理解； 
3. 具备很强的策划能力，熟悉各类媒体运作方式，有大型市场活动推广成功经验； 
4. 具有敏感的商业和市场意识，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强，具有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业务推进能力； 
5. 具备良好的沟通合作技巧及丰富的团队建设经验。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1. 据公司发展战略，全面负责培训制度和流程、培训课程体系、讲师体系、培训评估体系的整体规划和运营；
2. 起草、修改和完善培训相关制度、流程，建立培训需求体系；
3.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制订、组织、落实年度、季度和月度培训计划；
4. 根据培训管理制度的要求规范各培训实施流程，统筹管理全国金融产品知识培训、内部员工培训，以及全国产品说明会的良好运转，
并持续优化；
5. 根据公司战略与业务发展，打造专业、高效的培训运营管理团队，确保培训项目高质量执行等；  
6. 建设、发展、宣传企业文化。

1. 协助决策层制定公司发展战略，负责其功能领域内短期及长期的公司决策和战略，对公司中长期目标的达成产生重要影响； 
2. 负责策划公司年度市场工作目标和营销方案； 
3. 负责开拓市场业务，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包括管理以及进度的推进，建立公司的市场运作体制； 
4. 分析和预测销售市场、把握市场趋势，为决策提供准确的相关信息，开拓和发展销售市场； 
5. 规划和管理市场活动的预算，合理有效、最大限度地使用预算执行广告和市场活动。

工作职责

4、理财总监（3 人）

1. 协助总经理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销售战略，制定并组织实施完整的销售计划，领导团队将计划转变为销售结果；
2. 开拓行业业务，与客户、同行业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3. 制定全年销售费用预算，引导和控制市场销售工作的方向和进度；
4. 分解销售任务指标，制定责任、费用评价办法，制定、调整销售运营政策；
5. 建立行业客户数据库，了解不同规模用户的现状与可能需求；
6. 组织部门开发多种销售手段，完成销售计划及回款任务；
7. 销售团队建设，帮助建立、补充、发展、培养销售队伍；
8. 主持公司重大营销合同的谈判与签订工作；
9. 进行客户分析，挖掘用户需求，开发新的客户和新的市场领域。

西控财富（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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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经理（3 人）

工作职责

1. 根据公司的战略和销售计划，形成相应的销售策略，并确保有效地在城市范围内执行；
2. 完成公司制定的销售计划，达成城市业绩；
3. 负责推动各营业部经理对团队经理和理财经理的招募与甄选、辅导与管理；
4. 负责管理本城市销售岗的业务活动，并提供专业的辅导与训练；
5. 协调、管理各销售部门之间的良性竞争；
6. 根据一线工作销售人员的反馈，向公司上层提出产品及流程优化建议；
7. 完成工作报告及相关的业务汇报工作；
8. 负责分公司建立、市场开拓、跟进装修；
9. 负责分公司与区域的对接；
10. 负责分公司的销售业绩、人事、行政的管理工作；
11. 负责完成总部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工作职责

6、财富中心总经理（1 人）

1. 根据公司的战略和销售计划，形成相应的销售策略，并确保有效地在城市范围内执行；
2. 完成公司制定的销售计划，负责整个财富中心的业务、行政、数据及整体运营工作；
3. 负责带领整个财富中心达成业绩目标；
4. 负责财富中心各业务团队、后勤支持人员的招募、培训激励等日常管理工作；
5. 负责各类营销渠道的开拓、维护工作；
6. 贯彻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并对执行效果负责；
7. 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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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年以上金融从业经验，有至少三年带过 30 人以上团队的工作经验；
3. 金融背景知识丰富，有银行个人理财产品或保险产品营销经验者及高端客户资源者优先考虑；
4. 具有良好的客户沟通、人际交往及维系客户关系的能力；
5. 具备自我约束、激励并勇于承担、完成目标责任的能力，能在一定的压力下胜任工作；
6. 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客户人脉资源，具有开发大客户经验者优先；
7. 诚实守信，为人谦虚、勤奋努力，具有高度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度的工作热情；
8. 执行力强；
9. 具有给员工进行培训的能力；
10. 具有开发新市场、开发新渠道的能力；
11. 有强烈的创业意识和创新精神，愿与公司一同成长。

西控财富（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任职要求

1. 本科以上学历，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品行优秀，综合素质高；
2. 具有五年以上市场营销或理财管理工作经验；
3. 文字能力强，语言表达能力强；
4. 具备优秀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组建和培训团队经验丰富，既往销售业绩良好；
5. 具备较强的时间管理能力和工作管理能力；
6. 有很好的行业人脉资源 , 能直接带团队过来者优先录用；
7. 有银行 , 贷款 ,p2p 理财产品经验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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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营业部经理（3 人）

任职要求

1. 本科以上学历，金融相关专业；
2.3 年以上银行、信托、保险、证券行业相关营销管理工作经验，30 人以上团队管理经验优先考虑；
3. 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准确的客户分析能力，能够有效开发客户资源，有高端客户资源者优先考虑；
4. 具 有良好的客户沟通、人际交往及维系客户关系的能力；
5. 有责任感、目标明确，能在一定的压力下胜任工作；
6. 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客户人脉资源，具有开发大客户经验者优先。

工作职责

1. 根据公司的战略和销售计划，制定相应的销售策略，确保各团队有效执行；
2. 带领团队销售公司的财富管理产品，开发拓展客户；
3. 带领团队向客户提供专业理财规划与投资建议，完成团队销售业务指标；
4. 负责管理本团队人员的业务活动，组织实施团队人员的招募 与甄选、辅导与培训、督导与考核等工作；
5. 确保营业部团队成员明确工作进度及个人目标，建立与健全团队各项管理制度。

西控财富（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任职要求

1. 本科以上学历，营销、管理、金融等专业优先考虑；
2.5 年以上销售管理经验，2 年金融行业管理经验，有大背景 P2P 公司工作经验者优先；
3. 金融背景知识丰富，具有良好的客户沟通、人际交往及维系客户关系的能力；
4. 具备自我约束、激励并勇于承担、完成目标责任的能力，能在一定的压力下胜任工作；
5. 具有较强的研究和分析能力，乐于学习，能够以创新精神思考问题；
6. 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团队组建能力，有强烈的创业意识和创新精神，愿与公司一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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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法律、财务、经济管理及其他相关专业；
2、具有银行、券商、信托等金融机构工作背景，3 年及以上上市公司服务相关工作经验；
3、 熟悉金融机构投融资及资管业务、熟悉行业相关政策和法规，掌握上市公司投融资及资管业务操作流程； 
4、有广泛的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人脉及资源，业务拓展能力强，能适应经常出差； 
5、有业务前瞻性，沟通谈判和团队合作佳。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投行业务高级经理（1-2 人）

1. 协助部门总经理进行投融资项目管理； 
2. 负责可合作项目的前期的挖掘、信息梳理等工作； 
3. 负责项目的尽职调查、方案设计、合作谈判及后期业务跟踪、协调维护等，评价项目可行性及风险； 
4. 积极寻找、对接上市及拟上市企业等合作伙伴，创造合作机会； 
5. 完成相应的业绩目标任务。

首善财富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产品设计高级经理（1 人）

工作职责

公司简介

首善财富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综合财富管理为一体的创新型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是定位于为超高净值
客户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的财富管理机构。
首善财富为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及个人投资者提供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其中以私募融资、对冲基
金及税务筹划为三大核心业务，基本涵盖了客户多种形式的融资方案、投资组合及财税安排等深度、全流程服务需求。
首善财富目前已与国内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资产管理等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与众多上市公司、大型企
业及其主要投资者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年度各类投融资项目综合服务规模已突破一百亿元人民币。

公司网址：www.sscfchina.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270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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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财务或经济专业，有 AFP、CFP 等相关证书者优先；
2. 五年及以上保险、私人银行等相关工作经验，具备为高净值人士配置资产的能力；
3. 熟悉信托、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领域的金融专业知识；
4. 对金融行业有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对宏观形势能作出适当的预判；
5. 以客户为导向有较强的说服感召能力。

工作职责

4、高级理财师（1-2 人）

1. 服务于公司的高净值客户，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家族财富管理服务；
2. 深度挖掘客户需求，提供大类资产配置建议；
3. 出具专业的服务方案，推荐适宜的理财产品；
4. 建立客户信任，维护客户关系。

首善财富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3、高级研究员（1-2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硕士及以上学历，金融、法律、财务、经济管理及其他相关专业；
2. 具有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及银行、券商、信托等金融机构工作背景，3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 熟悉金融机构投融资及资管业务、熟悉行业相关政策和法规，掌握投融资及资管业务操作流程，具金融、法律、财务综合知识优先；
4. 工作积极主动，具钻研精神和创新意识，团队合作佳。

1. 硕士以上学历，金融、金融工程、经济等专业；
2.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有 CFA、CPA、CIIA 等资格者优先；
3. 具有 3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或开发工作经历；
4. 熟悉金融理论基础知识、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和风险控制知识，熟悉行业法律法规；
5. 熟悉资本市场运作模式、流程、金融行业服务规范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特性；
6. 工作积极主动、责任心强，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团队精神。

工作职责

1.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的最新动态、公司已有业务、市场需求，进行金融产品的设计及创新业务的研发；
2. 收集客户需求及市场信息，完成相关行业、目标企业或具体业务领域的课题研究及业务规划和设计，重点行业：医药；
3. 与金融机构开展研究和业务交流，汇总和综合市场信息、前沿趋势；
4. 业务的培训及推广；
5. 其他内外部培训支持。

1. 负责资产管理产品方案设计和创新工作，且产品方案需满足市场需求、符合监管要求；
2. 研究市场最新业务模式，产品类型等，分析行业内的资产管理产品，设计符合公司产品战略及客户需求的产品；
3. 保持与银行、券商、基金、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密切联系，寻找合作机会及业务模式；
4. 负责资产管理产品说明书和项目推介书的编制及演讲、叙述、培训等工作；
5. 进行市场研究和行业分析，负责产品的后续服务和跟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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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本科以上学历；
2. 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3. 良好的计划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4. 年龄 28 周岁至 40 周岁；
5. 良好的抗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1. 本科以上学历，金融和管理类优先； 
2. 管理岗位经历 2 年以上；
3. 本地居住 2 年以上；
4. 年龄 28 周岁至 45 周岁；
6. 良好的行业口碑和人际关系。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1、理财经理（5 人）

2、业务发展经理（1 人）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2012 年 7 月，工银
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工银安盛人寿”）由中
国工商银行、AXA 安盛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三家
股东合资成立。公司的股权结构为：中国工商银行持股
60%，AXA 安盛集团持股 27.5%，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持股 12.5%。公司专营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等保险业务。 
截至 2014 年底，工银安盛人寿注册资本 87.05 亿元，
实收资本 87.05 亿元，总资产为 405.18 亿元。2014 年
公司实现保费收入 154 亿元。根据保监会公布的 2014
年行业数据，工银安盛人寿在中国寿险行业排名第
十四，位列外资寿险公司第一名。 

1. 为客户制定理财、投资计划；
2. 根据不同家庭特有的财产特点来为客户量身订做投资和保值方案。

1. 根据公司提出的战略目标，执行并完成公司业务拓展与年度经营计划目标；
2. 负责基本团队建设、规范内部管理。

公司网址：www.icbc-axa.com        单位地址：黄浦区安澜路 8 号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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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上海卓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红枫金融）

工作职责

1、市场经理（1 人）

任职要求

红枫金融创立于 2009 年，是国内领先的为小微客户
提供企业级金融咨询服务机构。红枫金融隶属于上
海卓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集团总注册资本壹亿元。
红枫金融拥有红枫金融顾问、红枫投资基金、红枫
创业俱乐部三大服务品牌。红枫金融网面向中小企
业及个人，提供以金融资讯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服务。
红枫金融顾问作为小微企业的虚拟 CFO，服务内容
包括提供专业的贷款咨询、财税咨询和融资咨询等
便捷高效的金融解决方案。

1. 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协助制定中长期品牌发展规划及年度品牌发展计划，确保品牌战略目标实现；                                        
2. 把握企业品牌定位，负责企业品牌宣传，拓展和维护媒体资源，与互联网行业媒体保持良好关系；
3. 策划品牌公关活动； 
4. 负责建立品牌评估监测体系，并结合运营体系制定相关的关键指标，提升市场运营和资源使用的效率；
5. 负责全国性品牌活动规划及执行管理工作；
6. 负责上司指派的相关工作。

1. 具备较好的形象气质及个人谈吐，有一定的金融知识基础；
2. 有品牌策划经验、推广经验，熟悉微博、微信、自媒体等营销手法并拥有成功案例，在知名公司市场部、国际 4A 广告公司或公
关公司工作者优先；
3. 本科以上学历，熟悉金融机构品牌推广模式及媒体运作方式。
4. 资深文案策划能力，良好的方案撰写能力，思维活跃，积极主动；
5. 极强的工作执行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公司网址：www.hongfund.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707 号生命人寿大厦 30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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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战略管理岗（2 人）

任职要求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通联支付”）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注册资本 14.6 亿元（国内支付行业中资本金排名第一），
是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一家综合性支付服务企业，总部位于上海。
经过七年多的努力，目前通联已经在全国 36 个省份（含自治区和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建立了一级分支机构，并在近 290 个地市、
1700 多个县域设立了服务网点，成为第三方支付机构中机构布局最全、服务响应能力最快的机构之一。凭借着良好的自身实力、
服务意识和市场信誉，七年来通联取得了业界肯定的不俗成绩，收入和利润连续七年保持 60% 以上的快速增长。
紧抓互联网金融浪潮的所带来的机遇，通联目前已经形成了自身明确的战略定位和布局。通联将依托自身丰富的百万级线下商户资
源，围绕“支付 + 金融 + 电商”的总体战略布局，为商户和个人打造综合支付和综合金融服务。

1. 参与电子支付行业年度研究报告、公司中长期规划、季度述职报告等工作；
2. 参与公司绩效评价小组，参与公司全年经营工作计划、战略 KPI 与重点工作举措等工作；
3. 检查、监督与公司战略规划及管理相关的制度、流程的执行情况，提出工作意见和优化改进建议并督促实施；
4. 针对行业或公司重点战略问题，深入研究，撰写内参及研究报告；
5. 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1.1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 经济金融、企业管理、数理分析等相关专业优先；
4. 熟悉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情况，良好的报告写作能力；
5. 具备良好的分析归纳能力，自我学习能力强，能够承担工作压力。

公司网址：www.allinpay.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99 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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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管理岗（2 人）

3、海外支付市场研究岗（2 人）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参与梳理公司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渠道、支付接口、业务产品等；
2. 参与公司经营情况的业务分析，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发展情况、数据分析、分析报告、业务会议等内容；
3. 根据公司业务管理的要求，开展业务协调，包括但不限于组织业务协调会议，推动解决跨部门的业务技术协调问题；
4. 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1. 进行海外支付及相关的市场及同业状况研究；
2. 参与海外或前沿的支付产品及相关业务的研究；
3. 参与接触海外合作伙伴及相关工作推进；
4.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1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 经济金融、企业管理、运营管理、营销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4. 熟悉第三方支付多种产品，对支付业务的运营（如清结算）有经验者优先；
5. 具有很好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表达能力，富有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承担工作压力。

1.1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 经济、金融、英语等相关专业优先；
4. 熟悉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情况，良好的报告写作能力；
5. 具备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自我学习能力强，能够承担工作压力。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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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金融、经济、新闻相关专业； 
2. 从事过纸媒或网站采编工作，熟悉中国资本市场或者在基金、证券等金融领域具有丰富的从业经历者优先； 
3. 文字功底扎实，了解国内外经济形势及经济热点，对政经、宏观、金融、企业、产业类话题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4. 擅长于网络化、营销化的图文编辑及传播； 
5. 工作责任心强，具备较强的执行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工作职责

1、财经编辑（3 人）

1. 公司旗下网站日常维护：对网站内容进行更新维护，实现信息的及时更新、发布，并对内容质量负责； 
2. 专题策划、制作：热点新闻及重大事件的专题策划、跟踪、挖掘并进行后期制作； 
3. 信息采集、整合：对散落的信息进行整合，使之更加完善，并能从中发掘重要信息进行展示； 
4. 栏目策划、维护：根据公司及网站发展需要，对网站栏目进行创新、定位，不断提升网站品质和用户体验； 
5. 文章撰写：根据公司需求，撰写财经及其它需求文章，配合公司整体工作； 
6. 协助制定网站和新媒体发展规划，并推进实施。

阳光金服（阳光恒美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代码 833027，新三板金服第一股）成立于 2012 年 4 月，是国内
领先的金融领域数字营销服务商，总部位于上海，并在北京设有子公司，公司核心团队由互联网与金融、传媒领域资深人士组成，
始终坚持公司与员工、合作伙伴分享成长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浪、搜狐、凤凰、腾讯等门户网站以及和讯、东方财富网、金融界
等财经垂直门户网站的核心合作伙伴，公司在网络全案策划、媒介购买、危机公关、微博营销、互动设计等多方面均以取得领先优势。
目前，公司服务客户遍及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信托、资产管理、交易所、上市公司、奢侈品、地产等高端市场的百余
家企业总部，业已成为本土最大的高端领域数字营销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旗下设有国内最大的新三板垂直门户网站新三板在线，
为新三板市场的参与者提供全方位的资讯和服务。

公司网址：www.sunnyhanmy.com   www.sanban18.com/?bdjjpc      
单位地址：徐汇区广元西路 315 号联峰汇 3A        

阳光恒美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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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恒美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高级法务专员（1 人）

3、PR 专员（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法律本科及以上学历，通过司法考试优先；
2. 熟悉民商法以及证券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3. 有律所工作经验、熟悉企业法律实务经验者优先；
4. 较强的协调、沟通、组织能力；工作效率高，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 有高度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

1. 财经公关公司或财经媒体任职 3 年以上经验；
2.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了解金融领域、熟悉证券市场者优先；
3. 具备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人际关系协调能力；优秀的外联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
4. 良好的策划能力；
5. 对公关及所属行业媒体了解，有广泛的财经媒体资源、接触过社交媒体运营推广优先。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1. 参与企业的投资、融资活动的相关法律事务工作；
2. 参与审查重大合同及公司各类法律文件；
3. 协助组织筹备上市公司三会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编制、记录和保管相关会议文件；
4. 收集、整理有关证券、投资方面的政策法律信息，为公司提供决策支持。

1. 制定日常及专门项目的传播计划，并能独立完成实施与监督；
2. 媒体、行业协会、政府关系建立、维护、拓展；
3. 危机公关处理；
4. 协助上级完成公关活动的执行工作，并协助制定项目相关的信息收集；
5. 公关传播活动相关的策划工作；
6. 为公司其他品牌推广的公关项目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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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挖财”是国内最早的个人记账理财平台，2013 年并购金融服
务公司信策数据，提供面向老百姓的个人理财服务。6 年来，
挖财开发出的产品及服务包括“挖财记账理财”、“挖财信用
卡管家”、“挖财钱管家”、“挖财宝”、“快贷”等 APP，
以及国内最活跃的个人理财社区“挖财论坛”，全平台打造“老
百姓的资产管家”。目前，挖财累计融资 1.6 亿美元，用户量
突破 1 亿。未来 5 年，挖财依然专注于：为 1 亿人管好钱、理
好财。
凭借团队的创新研发能力和产品的优异表现，我们荣获过：  
● 2012 安卓全球开发者大会最佳应用 TOP10
● 2013 年度最佳理财应用
● 2014 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军榜百强品牌
● 2014 中国最具潜力商业模式 10 强
● 2014Red   Herring（红鲱鱼）“全球百强企业”
在产品及团队屡获殊荣的同时，挖财还多次得到资本市场的青
睐：
● 2011 年 6 月，“挖财”获千万元人民币天使投资
● 2013 年 9 月，“挖财”获 IDG 资本千万美元 A 轮投资
● 2013 年 10 月，“挖财”获鼎晖资本 300 万美元 A+ 投资，
同时并购位于上海的零售金融咨询分析公司“信策数据”
● 2014 年 2 月，“挖财”获启明创投 1500 万美元 A+ 投资
● 2014 年 12 月，获得宽带资本、中金 B 轮 5000 万美元投资
● 2015 年 7 月，获得新天域资本、汇桥资本和光信资本 B+ 轮
8000 万美元投资

杭州哇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挖财）

公司网址：www.wacai.com        单位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华星路 96 号互联网金融大厦 19 楼       

工作职责

1、金融产品研究员 （4 人）

任职要求

1、对经济趋势、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市场趋势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
2、对各类金融资产深入研究，如供应链、保理、P2P、消费金融、政信项目等资产 / 及行业深入挖掘；
3、根据不同基础资产进行金融产品组合创新；
4、公司交办的其他任务

1. 具有至少 2 年及以上金融相关工作经验，要求有券商研究所、大型企业机构研究或其他金融机构行业、产品研究相关经验；
2. 具有实际从事供应链、保理、P2P、消费金融、政信项目等资产 / 行业研究经验；
3. 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较强的创新思维和文字功底；
4. 具有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保持对市场深邃的洞察力；
5. 高度责任心，事业心，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抗压能力；
6. 通过 CPA、CFA 等证书考试者优先，优秀 MBA 院校毕业优先。

工作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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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哇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挖财）

工作职责

4、综合管理岗（销售管理） （2 人） 工作地：上海

工作职责

3、金融产品研究（供应链金融）（2 人）

任职要求

1. 撰写医药等行业供应链金融分析及投资策略报告，提供策略或建议； 
2. 通过对供应链金融的投资策略研究，挖掘供应链金融资产投资价值及风险点； 
3. 长期跟踪研究行业供应链金融领域发展状况，分析行业风险及投资机会，撰写行业研究报告；
4. 公司交代的其他事宜。

1. 具有至少 1 年及以上券商供应链金融研究工作经验；在医药 / 农业领域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
2. 工作认真，细致（非常重要，不具备者请勿投递）；
3. 具有金融创新能力，具备对供应链金融市场具有的敏锐洞察力；
4.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沟通能力；
5. 工作积极主动，对供应链金融研究开发工作充满激情；
6. 通过 CPA、CFA 等证书考试者优先，优秀 MBA 院校毕业优先。

工作地：上海

工作职责

2、金融产品研究员（消费金融） （2 人）

任职要求

1. 随时关注消费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为消费金融业务发展提供策略建议；
2. 深入研究消费金融领域创新思路及产品，为具体项目消费金融产品的设计提出好的建议；
3. 跟进消费金融项目落地的全过程，包括商务沟通、产品设计、公司内部各部门沟通协调、产品上线及后期改进；
4. 公司交办的其他任务。

1. 具有至少 2 年及以上产业 / 金融相关工作经验，要求有金融机构行业研究，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公司金融事业部、互联网众筹（房
产众筹、产品众筹等）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公司产品研究及设计相关经验；
2. 具有实际从事消费金融领域研究及产品设计经验；
3. 具有较多消费领域的产业资源（如旅游、电影、房地产、汽车、养老、保健、教育、餐饮、娱乐等）；
4. 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较强的创新思维和文字功底；
5. 具有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保持对市场深邃的洞察力；
6. 高度责任心，事业心，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抗压能力；
7. 通过 CPA、CFA 等证书考试者优先，优秀 MBA 院校毕业优先。

工作地：上海

任职要求

1. 负责销售团队的项目进度管理，绩效目标管理，内部流程的规划和梳理；
2. 协助测算销售数据，制定长短期的销售计划，推动提升管理效率；
3. 深化资产部门团队间的项目知识、信息的同步与共享；

1. 有 2 年以上的销售团队管理经验
2. 具有 2 年及以上金融机构或金融相关工作经验；
3. 具有很强的工作协调能力，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出色的人际沟通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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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6、金融研究助理（2 人）

7、投资及战略分析师（2 人）

8、投资者关系（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互联网金融相关研究领域，主要负责研究资料与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研究图表与研究模型的制作、研究
报告的修改与完善，以及其它协助分析师完成各类基础性的研究支持和行政支持的工作，学习和提高证券研究工作所需的各项技能。

1. 硕士及以上学历；
2. 掌握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的基础知识，数学功底良好；
3. 具备良好的数据信息处理能力，能够熟练使用 EXCEL 以及其它办公应用软件；
4. 具备从事研究工作的基础或者理解研究工作的能力。

1. 本科学历或以上，专业不限；
2. 热爱互联网；
3. 积极主动，对变化敏感；
4. 具备大局思维、Problem sovling、细节分析能力；
5. 沟通表达能力强。

1. 参与战略梳理、新业务拓展、对外投资收购相关的分析；
2. 参与执行：包括行业、竞品分析、项目筛选、跟进、面谈、DD、投后管理等。

工作地：上海、杭州、北京

工作地：上海

工作地：上海

1. 硕士及以上学历；
2. 掌握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的基础知识，逻辑思维能力较强；
3. 具备从事战略管理、业务创新工作的基础。

工作地：上海、北京

任职要求

工作职责

5、战略项目经理助理（2 人）

1. 参与公司业务创新的开发和管理工作，及时掌握国内外行业发展动态、同业状况和市场需求，整体分析并制定具体的新业务策略、
规划业务线，并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2. 根据公司整体规划、市场动态及客户要求，参与推进各类业务创新项目，提出新业务设计思路并进行可行性分析；
3. 参与公司相关部门进行良好沟通，参与孵化业务的商务拓展及合作谈判。

杭州哇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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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信息披露及投资者沟通；
2. 董事会的筹备、组织工作；
3. 参与资本市场研究；
4. 行业及竞争对手业绩分析、公司业绩分析以及投资人说明材料的定期更新。

11、金融综合支持岗 （2 人） 工作地：上海

工作职责

10、金融产品助理 （4 人）

任职要求

1. 收集融资方相关资料，进行融资方管理；
2. 协助商务接待，安排，协调；
3. 跟进融资方项目的法律流程；
4. 跟进融资方的合作情况。

1. 统招一本以上学校，金融类学科背景；
2. 理解能力好，逻辑能力强，对数据敏感；
3. 能跟进并协调项目运营过程中公司内外部各环节工作；
4. 踏实、主动，能承受较大压力；
5. 有法律背景或法律意识、相关经验。

工作地：上海、杭州

工作职责

9、理财风险运营（4 人） 工作地：上海、杭州

任职要求

1. 负责基础风险管理与控制工作，以风险运营操作为主；
2. 对公业务资产质量审核，包括贷前审批、抽查，贷后质量监控，以及对公账户资金账户监控；
3. 产品发布风险审核，客户资料修改认证与审核；
4. 内部操作风险执行与监控。

1. 金融类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有信贷审批、财务、审计方面的经验者优先考虑；
3. 具有较强逻辑思维能力、沟通表达能力；
4. 诚实勤奋，踏实稳重，善于学习和总结，能够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

1. 硕士以上学历，本科为财务或金融专业者优先；
2. 熟练使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具有极强的沟通交流能力；
3. 出色的协调能力和跨部门沟通能力； 
4. 有扎实的分析研究能力，熟练使用各种 office 软件。

杭州哇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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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12、金融产品经理（金融机构渠道拓展）（2 人）

13、金融产品经理（消费金融方向）（2 人）

14、金融产品经理 ( 供应链金融方向）（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开发金融机构（信托、资管、证券、期货、基金、保险等）已有的资管、信托、保险、信贷等资产；
2. 与金融机构实时沟通，熟悉掌握金融机构的业务及市场动态，并创造性地开发出新的资产契机；
3. 将金融机构的有效动态业务或信息同步至部门内共享，甚至是公司层面的分享。

1. 了解金融机构的资产及业务，拓展与银行、信托、券商等金融机构合作关系；
2. 具有 2 年及以上金融机构或金融相关工作经验，且职位为 BD 商务；
3. 有丰富的金融机构资源，及出色的项目开发能力；
4. 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有深刻认知，有较强的市场感知能力，敏锐地把握市场动态，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提出产品创新；
5. 具有很强的工作协调能力，商务谈判能力，出色的人际沟通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进取精神。

1. 有项目开发和尽调经验，能独立完成项目交易风险的判断，项目交易结构的设计；
2. 具有 2 年及以上金融机构或金融相关工作经验，且职位为项目经理、投资经理或类似的资产开发；
3. 有丰富的机构资源，及出色的项目开发能力；
4. 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有深刻认知，有较强的市场感知能力，敏锐地把握市场动态，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提出产品创新；
5. 具有很强的工作协调能力，商务谈判能力，出色的人际沟通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进取精神。

1. 熟悉房贷、车贷、消费贷款类资产情况；
2. 完成与融资方的项目谈判，项目立项，尽调；
3. 开发符合公司业务方向的融资业务。

工作地：上海

工作地：上海

工作地：上海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支持团队内的商务工作，协助项目进展，全面支持贷前、贷后的沟通工作；
2. 支持团队内部搜索市场动态信息并分享；
3. 深化资产部门团队间的项目知识、信息的同步与共享。

1. 熟练掌握金融机构的资产及业务，以及我方平台与机构的合作涉及业务（资管、信托、信贷资产等）；
2. 具有 2 年及以上金融机构或金融相关工作经验；
3. 具有很强的工作协调能力，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出色的人际沟通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进取精神。

杭州哇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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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15、金融产品经理（保理业务）（4 人）

任职要求

1. 有项目开发和尽调经验，能独立完成项目交易风险的判断，项目交易结构的设计；
2. 具有 2 年及以上金融机构或金融相关工作经验，且职位为项目经理或类似的资产开发恭维；
3. 有丰富的机构资源，及出色的项目开发能力；
4. 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有深刻认知，有较强的市场感知能力，敏锐地把握市场动态，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提出产品创新；
5. 具有很强的工作协调能力，商务谈判能力，出色的人际沟通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进取精神。

1. 负责供应链金融业务项目开发；
2. 完成与融资方的项目谈判，项目立项，尽调；
3. 开发符合公司业务方向的融资业务。

1、负责保理业务的开发
2、完成与融资方的项目谈判，项目立项，尽调；
3、开发符合公司业务方向的融资业务；

工作地：上海、杭州

工作职责

16、金融产品研究（二级市场） （2 人）

1. 跟踪公募、私募基金市场动态，撰写分析及投资策略报告，提供策略或建议； 
2. 通过投资策略研究，挖掘产品投资价值，构建不同风格投资组合并维护； 
3. 建立基金研究体系、模型、量化分析及策略，筛选优质基金产品；
4. 投资经理访谈。

工作地：上海

任职要求

1. 具有至少 2 年及以上金融相关工作经验，有券商研究所、公募基金公司、私募或其他金融机构研究相关经验；
2. 工作认真，细致（非常重要，不具备者请勿投递）；
3. 有券商研究、公私募基金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相关研究经验者优先；
4. 具有金融创新能力，具备对二级市场的敏锐洞察力；
5.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工作积极主动；
6. 通过 CPA、CFA 等证书考试者优先，优秀 MBA 院校；
7. 毕业优先。

任职要求

1. 有项目开发和尽调经验，能独立完成项目交易风险的判断，项目交易结构的设计；
2. 具有 2 年及以上金融机构或金融相关工作经验，且职位为项目经理或类似的资产开发恭维；
3. 有丰富的机构资源，及出色的项目开发能力；
4. 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有深刻认知，有较强的市场感知能力，敏锐地把握市场动态，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提出产品创新；
5. 具有很强的工作协调能力，商务谈判能力，出色的人际沟通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进取精神。

杭州哇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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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复星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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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196-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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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星医药注重创新研发，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并在上海、重庆、美国建立了高效的国际化研发团队。公司研发专注于心血管、
抗肿瘤、中枢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新陈代谢及消化道及抗感染等治疗领域，且主要产品均在各自细分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在中国，
复星医药已取得肝病、糖尿病、结核病、临床诊断产品等细分市场的竞争优势；在全球市场，复星医药也已成为抗疟药物的领先者。
持续创新，共享健康。面向未来，复星医药将继续以促进人类健康为使命，采取“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和整合式发展”的战略
发展模式，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整合能力以及国际化能力，高效运营、管理和投资行业优秀企业，以成为提供健康产品
和服务的领导性公司。

公司网址：www.fosunpharma.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1289 号  

复星医药集团

工作职责

1、财务审计经理（2 人）

任职要求

1. 积极介入投资项目的审计评估过程，协助项目的财务尽职调查工作。

1. 知名高校商学院， 3 - 5 年工作经验，财务或金融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或中国注册评估师职称为佳；
2. 大型事务所工作经验，项目审计或财务咨询工作经验，有医药行业项目背景为佳；
3.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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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医药集团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2、投资分析经理（2 人）

4、财务类管理培训生（8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负责投资分析、行业分析、企业分析、开发项目等工作。

1. 积极进取追求成功，乐意接受挑战；
2. 积极学习的态度，有好奇心和敏锐度；
3.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4. 良好的英语书面和口语沟通能力；
5. 较强的适应能力，抗压能力强；
6. 有学生会工作经验，承担重要工作；
7. 参与过社会实践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

1. 知名高校商学院，金融、经济、财务等相关专业高材生，3-5 年左右投资分析相关工作经验人才，成绩优异，英语熟练； 
2. 具备一定的金融投资基础知识； 
3. 聪慧机敏，吃苦耐劳，乐观积极，正直豁达。

1. 医药、财务、金融等相关专业；
2. 优秀应届毕业生、品学兼优；
3. 不限城市、不限学校；
4. 党员优先。

任职要求

工作职责

3、投资类管理培训生（2 人）

1. 积极进取追求成功，乐意接受挑战；
2. 积极学习的态度，有好奇心和敏锐度；
3.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4. 良好的英语书面和口语沟通能力；
5. 较强的适应能力，抗压能力强；
6. 有学生会工作经验，承担重要工作；
7. 参与过社会实践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

1. 医药、财务、金融等相关专业；
2. 优秀应届毕业生、品学兼优；
3. 不限城市、不限学校；
4. 党员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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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战略研究（1 人）

任职要求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 1951 年，是一家以食品产业为主业的国有企业集团，是“中国商业服务业改革开放 30
周年功勋企业”和“中华老字号”企业。
上海糖酒集团秉持“和搏奋进、志在超越”的企业精神，坚持“国内食品工业最好的原料供应商、具有核心研发能力的食品生产商、
国内外知名食品品牌最大的代理商、国内外知名食品品牌最优秀的零售商”的“四商”战略定位，上控资源、下控网络、南北布点、
沿海布线，形成了以糖业、酒业、品牌代理业和零售连锁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建立了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市场网络，成为
了一家布局全国、走向海外的大型综合性食品企业集团。
上海糖酒集团现有总资产 450 亿元，从业人员 13200 人，2011 年销售规模达 520 亿元、利润总额 10.5 亿元，已经成为中国最大
的食糖产销一体化企业、中国最先进、效益最好的黄酒企业、中国最大的食品品牌代理企业，中国最具特色的食品专业零售企业，
确立了中国食品行业的领先地位。

1. 参与集团战略发展研究，协助编写集团战略规划和中长期计划，参与战略发展模型的设计；
2. 参与集团战略项目的研究，包括信息收集、数据分析、调研评估，撰写研究报告；
3. 强化内部在集团战略规划和执行中的沟通和协调；
4. 收集和整理行业内的相关资讯和动态，提供管理层战略决策的依据，定期提交行业发展报告。

1. 硕士研究生，管理或经济等相关专业；
2. 熟悉行业研究、战略管理以及其他经济管理知识，英语熟练，良好文字功底和沟通能力；
3. 有集团总部战略研究相关工作经验，熟练运用多种战略分析工具，卓越的战略规划能力和良好的信息搜集和商务分析能力，有零
售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公司网址：www.sscw.com.cn         
单位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 6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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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2、资金管理（1 人）

任职要求

1. 本科以上学历，财务、经济或金融专业毕业；
2.5 年以上大中型企业财务工作经验，2 年以上同等工作岗位经验；
3. 会计师，持有中级会计师证优先；
4. 熟悉 WINDOWS 办公软件及常见财务软件的操作；
5. 表达、沟通、抗压能力良好。

工作职责

1. 负责集团日常资金管理和资金计划的执行检查等工作；
2. 负责日常资金筹集、调度、控制和监督，对资金使用计划的执行情况做出分析；
3. 负责监督检查子公司资金的日盘、周盘及月盘工作，收集审核资金盘点表，及时指导处理资金盘点中的异常；
4. 分析现金流状况，揭示公司现金流动、营运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向上级汇报反馈，提出应对处理意见和建议。



106

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集团）成立于 2003 年 9 月 , 是经上海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大型国有多
元投资企业 , 注册资金 30 亿元（2011 年 3 月已增资至 63.72 亿元），主要负责上海临港产业区 247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土地开发、
基础建设、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功能配套等工作。临港产业区自 2004 年正式启动以来，集团始终以“产业推动者”为己任，以“追
求卓越、用户至上”为宗旨，确立了“临港制造，树中国装备品牌”的企业使命，致力于把上海临港产业区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全
国领先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十年来，在“党赋予临港机遇，我投身临港发展”的思想引领下，临港人发扬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从动迁、规划、建设，
到开发、招商、配套服务，日夜兼程、奋勇向前。目前，临港产业区已基本建成包括新能源装备、大型船舶关键件、海洋工程装备、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大型工程机械和民用航空产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等“5+2”装备制造基地和一批世界级工厂，并正着力打
造再制造、航空产业、LED 智能照明等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临港产业区开发建设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37 亿元；累计引进
项目 195 个，项目总投资超过 800 亿元，达纲产值超过 1500 亿元；持续保持工业总产值约 30%、税收收入约 20% 的年均增幅。
2012 年“临港”被市工商管理局评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公司网址：www.shlingang.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元南路 555 号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任职要求

工作职责

1、财务经理（2 人）

1. 负责独立企业法人全面财务工作，包括建立会计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内部控制等。

1. 全日制财会类本科及以上学历，30-40 岁；
2. 精通会计准则，熟悉会计软件；
3. 五年以上大中型企业会计主管，三年以上财务经理工作经历；
4. 熟悉地产开发类企业财务运作模式、或有事务所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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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3、财务主管（2 人）

4、投资分析（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负责公司日常财务核算，编制各类会计报表，合并报表；
2. 负责审核会计凭证，负责编制和登记各类明细账、总账并定期结账；
3. 完成财务经理交待的其他事项。

1. 参与新公司设立方案的制定和组建工作，包括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撰写和分析等；
2. 参与公司经营项目投资的决策管理，包括可行性研究、经营性项目审批等工作；
3. 参与创新投融资产品的研究与设计；
4. 负责公司项目投资财务测算、可行性分析；
5. 领导交办的其他事宜。

1. 会计或财务相关专业毕业（第一学历至少本科）；
2. 熟悉会计报表的处理，会计法规和税法，能独立做全盘账务；
3. 熟悉财务合并报表的编制，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精神；
4. 至少 2 年以上总账会计经验，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2 年以上经验者；
5. 有国企总账经验者；有 CPA 单科“会计合格”者；有上市公司总帐经验者；MBA 毕业者优先。

1. 全日制投资、财会类本科及以上学历，35 岁左右；
2. 熟悉企业投资分析工作；
3.8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 熟悉地产开发类企业投资运作模式、或有四大经验者、MBA 优先。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投资、财会类本科及以上学历，35 岁左右；
2. 熟悉企业资产管理工作；
3.8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 熟悉地产开发类企业投资运作模式、或有四大经验者、MBA 优先。

工作职责

2、资产管理（1 人）

1. 参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经营、处置、重组中的决策管理；
2. 通过资产管理系统对子公司经营性资产进行分类、记录、分析；
3. 全面掌握集团土地、经营性资产的交易价格、时间面积等信息并关注变动情况；
4. 负责公司重要资产的评估、定价工作；
5. 领导交办的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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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5、股权管理（1 人）

任职要求

1. 参与公司股权变动方案的拟定和操作，包括分利、增资、股权转让、清算关闭等。
2. 参与公司股权投资后评估管理；
3. 负责公司国有资产管理的对外协调、沟通工作；
4. 负责公司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及评估备案管理；
5. 负责公司国有产权登记管理；
6. 领导交办的其他事宜。

1. 全日制投资、财会类本科及以上学历，35 岁左右；
2. 熟悉企业股权管理工作；
3.8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 熟悉地产开发类企业投资运作模式、或有四大经验者、MBA 优先。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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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企业发展部副部长（1 人）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商城集团”）成立于 1994 年 11 月，是市政府确定的第一批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和
重点扶持的市级大型企业集团，现为徐汇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商城集团以投资零售百货、商务楼宇及网点经营、宾馆酒店为主业，房地产和其他产业投资为辅，在境内外拥有控股、参股企业 20
余家，旗下有上海六百、汇金百货、汇联商厦、太平洋百货、美罗城、美罗大厦、港汇广场等沪上知名企业。2014 年度集团合计
实现销售（营业）额达到 114 亿元，利润总额 19.63 亿元，楼宇经济贡献 26.57 亿元。公司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 
AAA 级企业和上海市 A 类纳税信用等级企业。
作为徐家汇商圈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协调者，商城集团将继续以徐家汇商圈繁荣繁华建设为己任，以实业投资与资本运作为抓手，实
施“圈内提升、圈外拓展”战略，向着“国际大都市一流商业中心驱动者”的奋斗目标迈进。

1.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要求，协助制订本部门年度和月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 参与制订公司的经营发展规划，提供企业经营、企业发展的可靠信息和建议；
3. 组织市场调查，提供商业地产等项目开发、项目经营的情况和信息；
4. 组织公司项目开发、企业改组、合并、分立、解散等工作的研究，并负责可行性分析报告的编写工作；
5. 组织实施公司经营性项目开发的具体筹备、组建工作；
6. 组织实施市场营销活动各项工作； 
7. 严格把好企业发展所管辖项目的预算、费用审核、签发关；
8. 掌握企业发展部的工作情况和有关数据，协助检查本部门的工作计划落实进度，监督、检查和考核下级员工的工作。

公司网址：www.xjh.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988 号 A-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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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部副部长（1 人）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勤政敬业，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心，有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能团结同志、与人友好合作共事；
2.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工程或经济类相关专业；
3. 十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三年以上同岗位管理经验，具有经济师以上职称；
4. 熟悉商业、服务、房地产等行业的业务运作情况，熟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税收法规和政策，具有良好的经济管理的分析、
评估、判断和组织、协调能力； 
5. 年龄在 40 岁以下，身心健康。

1. 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勤政敬业，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心，有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能团结同志、与人友好合作共事；
2.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会计相关专业；
3. 十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三年以上同岗位管理经验，具有 CPA 或高级会计师职称；
4. 熟悉商业、服务、房地产等行业的业务运作情况，熟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国内外财务、会计、统计、税收法规和政策，具有良
好的财务和经济管理的分析、评估、判断和组织、协调能力；
5. 年龄在 40 岁以下，身心健康。

工作职责

1.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要求，协助制订本部门年度和月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 收集资本市场的财务、投资信息，分析经济环境的变化情况，提出公司财务管理和投资方向及经营策略，供总经理室参考；
3. 定期分析、判断和评价公司财务状况和对外投资状况，并提出相应对策和措施，确保公司财务管理和对外投资情况良好；
4. 利用现代管理的各种手段，及时收集投资企业的经济情报，随时掌握有关投资企业运作情况；发现损害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及
时提出保护性建议，并向公司及公司派出的董、监事成员沟通与报告；
5. 协助负责企业改组、合并、分立、解散等事项的产权界定、资产评估、确认、验资、资产变动、资产清算等方面的组织工作；
6. 协助负责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
7. 协助把好投资项目的资金调度、财务费用开支的审核、签发关；
8. 掌握财务部的工作情况和有关数据，协助检查本部门的工作计划落实进度，监督、检查和考核下级员工的工作。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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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MBA Management Trainee（若干）

任职要求

Established in 1959, Carrefour S.A. is the creator of the hypermarket concept, a multinational French retail company, 
ranking the largest in Europe and the second largest around the globe.  It runs about ten thousand retail stores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worldwide, comprising multiple business types, including hypermarkets, supermarkets, outlets, 
convenience stores, and membership stores, and supplying a great variety of goods that are safe, reliable, high quality 
and inexpensive, and a full range of services.
In 1995, Carrefour entered the Chinese Mainland market and established its first store in Beijing.  As of the end of 2013, 
it has opened 236 hypermarkets in 73 cities in China and possesses a headcount of more than sixty thousand. 
Carrefour has committed itself to becoming a superb Chinese corporate citizen, and has been performing i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ith due diligence.  Over the years, it has endeavored to provide safe and reliable goods to 
consumers and meet their various demands by means of "direct purchase", "food safety training", "setup of food safety 
lab ", etc.

1. Interested in retail industry
2. MBA Degree, 3 to 5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in retail is preferred
3. Diligent, patient, flexible
4. Macro-strategy view, logical thinking, aluminous business sense and team management experience are required
5. Strong analyzing,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ability
6. Good at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7.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both in written and oral

Join Carrefour and you will enjoy the following:
-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 Systematic Carrefour training internationally
- Legal annual leave and company annual leave
- 13th salary
- Super bonus of manager level
- Festival benefits
- Social insurance and accumulation fund
(Specific details according to Carrefour Employee Handbook)

公司网址：www.carrefour.com         
单位地址：普陀区岚皋路 555 号品尊国际 A 座 1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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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品牌总监（1 人）

任职要求

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一次性宠物尿垫等宠物清洁用品以及成人纸尿裤、失禁垫、
护理垫等成人护理用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2015 年 10 月已登陆新三板，股票代码：833977。
公司自主品牌产品目前主要销往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国内市场等。其中在美国线上销售已获得行业第一名的地位，在日本线上
市场也属于市场前列，公司正加大研发和营销力度，去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
企业二十年愿景 :  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日用消费品企业前三强。
企业核心价值观：“客户至上、拼搏、责任、感恩、共赢”。
公司以成就员工为使命，坚持“业绩优于资历，能力高于学历”和“德才兼备”作为用人标准，鼓励员工施展才华，本着 " 用人之长，
容人之短 " 的原则。倡导利他心的价值理念，做到以事业留人、以发展留人、以文化留人。
千川汇海阔，风好正扬帆！我们通过有吸引力及挑战性的薪酬福利、完善的培训体系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有识之士加盟悠派！

1. 负责公司品牌的全面运作； 
2. 分解企业竞争战略，协助确定公司品牌的经营和竞争战略； 
3. 编制公司品牌营销战略、年度营销计划和进行营销预测； 
4. 负责进行品牌研究，制定品牌管理具体制度和措施，并协调和监督实施； 
5. 负责通过行业广告投放以及媒介投放，并根据监测情况进行定性与定量的研究，为品牌资产的建立和品牌管理提供直接资料与数
据，以对品牌长期策略的发展起参考作用。 负责制定公司品牌广告、促销策略、阶段性传播计划，并监督实施。 

1.28-35 岁之间，男，市场营销、管理类、广告类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具有国内一线品牌从业背景，在相关企业担任品牌经理 3 年以上； 
3. 熟悉公关媒体品牌推广运作，具有出色的品牌策略能力及整合传播技巧； 
4. 品牌意识强，具有出色提案能力和沟通技巧，有大型相关策划实务操作经验及成功品牌策划案例。

公司网址：www.u-play-corp.com         
单位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富民路 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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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区经理（1 人）

4、证券代表（1 人）

任职要求

1.25-35 岁，男，本科学历以上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从事 5 年以上快消行业者优先；
2. 大区经营策略制订能力、丰富的市场操作经验；
3. 竞争分析能力，产品定价能力，促销政策的制定和管理落实能力；
4. 渠道信息收集能力和客户信息管理能力；
5. 客户销售攻关能力和客户关系维护能力；
6. 良好的抗压性、适应经常出差。富有激情 , 执行力强 , 具有强烈的目标达成意识。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1. 参与公司销售战略、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执行公司营销策略并对区域市场开拓进行策划；
2. 制定本区域营销计划、分解销售目标。并对城市经理进行销售目标的量化考核；
3. 提供市场趋势、需求变化、竞争对手和客户反馈方面的准确信息，为公司制定销售策略及营销计划提供支持；
4. 负责建立和健全所辖区域的销售管理制度，督导公司的销售政策的落实、各项制度的贯彻执行，对所辖区域人员的政策落实情况、
制度执行情况负责；
5. 保证城市经理直管职能模块高效率运行。对所辖区域的销售资源及费用合理分配；
6. 良好的基层工作心态，熟悉城市经理、业务主管的工作流程和客户网络，出现市场真空时，有责任并有能力暂代任其职务。

1. 负责处理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建立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促使公司和相关当事人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进而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
2. 负责按照有关规定组织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的编制，并准确、及时向有关部门报送和发布；
3. 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监控工作； 
4. 负责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再融资工作的研究、策划和组织实施、监测公司股票走势、相关板块上市公司动态，并研究分析证券市场
运行趋势； 
5. 负责公司与相关当事人、证券交易所及其他证券监管机构、中介机构之间的及时沟通和联络，办理相关事务；
6. 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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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 负责公司在证券媒体的形象宣传工作。 负责公司领导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工作职责

2、研发总监（1 人）

任职要求

1. 组织制定和实施重大技术决策和技术方案，制定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发展方向；
2. 提出新项目开发计划，并提交项目建议书。组织领导开发团队，制定项目实施计划，监控项目进度及质量，保证项目如期完成；
3. 进行技术难题的攻关和预研；
4. 解答客户提出的技术问题，提供技术支持；
5. 拟定团队的工作目标并监督实施。

1.30-35 岁之间，男，国家重点或省重点院校毕业，MBA 或 EMBA 学历；
2.10 年以上工作经验，5 年以上项目实施和管理经验。5 年以上同行业工作经验；
3. 有良好的系统分析设计能力，能独自解决整体规划方案，制定技术规范书；
4. 思路清晰、语言表达能力强有良好的英文或日语能力者优先。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团队合。

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5、品管部经理（1 人）

任职要求

1.28-35 岁之间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 , 法律、证券或财务类专业；
2. 三年以上上市公司证券事务工作经验； 
3. 具备金融证券、投资、法律领域相关知识，并有良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4. 较强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持续学习能力强。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和灵活的处事能力；
5. 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职业操守，愿意承受有挑战性和压力大的工作；
6. 非常熟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序，能够处理信息披露中出现的复杂问题；
7. 具有较强分析、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很好运用证券金融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工作职责

1. 参与公司战略规划，将质量目标整合到组织战略目标和年度绩效中去，领导和推动质量体系运作；
2. 根据公司质量状况组织制定并实施产品质量控制方案，组织产品全程质量检查、定期评估质量控制方案，监控工艺状态，对工艺
参数的改变对产品的影响进行认定；
3. 运行质量管理体系，根据客户要求结合实际拟定产品质量保证体系标准；
4. 依据公司年度质量工作计划与二、叁方质量审核、验证要求、策划、安排公司内部质量审核，组织落实外部审核（认证）准备、接待、
协调、配合等工作、并对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指导、考核；
5. 收集客户质量投诉、意见反馈、产品退货等信息，组织调查退货产品、不合格产品原因，提出处理意见，并配合销售人员做很好
的质量异议处理，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以不断提高内外客户的满意度；
6. 按照质量手册和操作规范，组织对新产品研发，供应商及原材料、不合格品处理、质量系统改进等质量评审会议，拟制质量评审
报告，推动相关部门对评审不合格项的改进工作，促进质量管理水平提高，确保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
7. 依据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与培训需求制定培训计划，编制培训教材，组织全公司员工学习质量管理基础知识、质量意识，组织对
生产操作人员进行标准操作等培训，并做好日常宣传和惯彻，提高企业整体质量管理水平。

任职要求

1.25-35 岁之间，男，国家重点或省级重点院校毕业；
2. 具有 5 年以上外资企业或大型企业类似等工作经验者，3 年以上同行业工作经验。

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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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吉林根源人参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1、营销副总监（1 人）

任职要求

吉林根源人参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森林野山参”原始自然繁殖领域的农业企业，以挽救濒危天然野山参、造福人类健康为己任。
公司注册资金 2000 万元，自 2008 年 5 月成立以来，始终秉承“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参”的经营理念，坚持“只负责撒种，其
它一切交给大森林”的原生态生产原则。公司前身吉林鸭绿山参行，自 1983 年开始，在中朝边境、鸭绿江畔的鸭绿山建立了“鸭
绿山野山参示范基地”。公司目前员工 60 余人，年销售额超过 2000 万。多年来，公司依靠“鸭绿山”品牌优势，遵循“深山采挖，
只为非常之人”的服务理念，坚守“诚信经营、感动顾客”之道，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而且也为挽救濒危的天然野
山参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自然繁育之路。

1. 协助决策层制定公司发展战略，负责其功能领域内短期及长期的公司决策和战略；
2. 负责策划公司年度市场工作目标和营销方案； 
3. 负责开拓市场业务，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包括管理以及进度的推进，建立公司的市场运作体制； 
4. 分析和预测销售市场、把握市场趋势，为决策提供准确的相关信息，开拓和发展销售市场；
5. 规划和管理市场活动的预算，合理有效、最大限度地使用预算执行广告和市场活动。

1. 五年以上在相关企业任职业务经理经验，具有营销策划从业背景，对该领域发展有深刻理解；
2. 具备很强的策划能力，理解营销的核心； 
3. 具有敏感的商业和市场意识，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强，具有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业务推进能力； 
4. 具备良好的沟通合作技巧及丰富的团队建设管理经验。

公司网址：www.yalushan.com     
单位地址：闵行区都市路 399 弄 342 号 



116

2、技术部经理（1 人）

工作职责

任职要求

1. 全面主持并负责公司 OTO 系统研发与管理工作； 
2. 负责网上销售平台系统架构、数据库设计工作； 
3. 负责组建和管理 IT 技术团队；
4. 关注互联网健康产业整体发展动态，提出建设性的创新项目提案；
5. 负责网上公司系统的安全性、保密性工作； 
6. 统计、分析平台各类数据，提出改进方案，进行平台的维护，推广及升级。

1. 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3 年以上互联网企业 IT 系统与团队建设管理工作经验，具备互联网金融 IT 工作经验者优先； 
3. 具备移动平台开发经验，熟悉移动平台智能终端 APP 的技术开发与管理； 
4. 熟悉第三方支付和银行支付体系、移动支付，有支付开发经验，能指导技术团队实现对接开发工作。

吉林根源人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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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工作职责

2、测评顾问（1 人）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简称 EFG 及创业
基金会）成立于 2006 年 8 月，是全国首家从事推
动大学生进行科技创业的非营利公募基金会。创业
基金会致力于传播创业文化、支持创业实践，旨在
探索一条以公益为基础、市场为支撑的 " 双轮驱动
" 的体制机制创新之路。创业基金会秉承“鼓励创
新创业，完善创新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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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评“上海市先进社会组织”并通过社会组织规范
化建设 4A 等级评估。

1、项目经理（人才储备） （若干）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负责内外部测评项目执行：做好并指导成员完成测评实施、数据处理、分析及撰写测评报告，推动落实项目成果等；
2. 承担测评项目实施中的客户管理、团队管理、任务管理等工作；
3. 做好测评领域的培训和指导；
4. 参与测评产品的研发及优化；
5. 根据项目线索，拜访客户并准确识别客户需求、维护客户关系；
6. 根据客户需求设计测评技术方案，撰写项目建议书；
7. 辅助上司完善评鉴服务产品，内部管理流程并执行。

1. 心理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心理测量相关方向优先；
2. 有 3 年人才测评工作经验，至少 2 年人才测评相关项目管理经验；
3. 精通测评技术，能熟练运用各类测评工具；
4. 有 BD、竞标、合作洽谈等经验者优先；
5. 能独立开展工作，完成项目协调、推动和管理；
6. 有优秀的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清晰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

1. 硕士及以上学历，财务金融相关专业优先；
2.2 年以上工作经验，有公益机构工作经验或投融资工作经验者优先；
3. 对创业有热情、对公益机构有一定价值认同；
4. 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公司网址：www.stefg.org        单位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东路 200 号 5 号楼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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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工作职责

3、项目助理（1 人）

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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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金融、会计、法律、投资、经济等相关专业优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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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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有意创业的同学可就相关政策至展位前咨询！

简介

虹口区创业指导服务中心，隶属于虹口区人社局就促中心。负责青年创业者、优秀创业项
目团队、初创期创新企业的指导服务，内容包括：项目指导、专家诊断、各类创业政策咨
询申请、创业教育、创业融资及贴息、创业场地孵化、创业天使基金早期风险投资对接等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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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浙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Zheshang Securities 
Co., Ltd.）是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综合性证券公
司， 成 立 于 2002 年 5 月 9 日，2012 年 9 月 12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总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注册资本 30 亿元人民币。现有股东 15 家，实际
控制人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
  公司已形成“证券 + 期货 + 基金 + 资管 + 创投”
的金融产业布局，全资控股浙商期货有限公司、浙
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主发起设立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广大
客户提供综合性投融资服务。公司主要业务包括证
券经纪、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务顾问、投资咨询、
证券自营、期货 IB、直接投资、融资融券等。截至
2014 年 3 月底 , 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设有 87 家证券
营业部，服务覆盖中国三大经济区 -- 珠三角、长
三角和黄渤海地区，在全国 16 个最具动力的省市
打下了综合性投融资服务的基石，形成全国性财富
管理网络布局。

1、行业研究员（5 人）

2、宏观策略研究员（2 人）

任职要求

1. 上市公司调研；
2. 撰写研究报告；
3. 通过路演等形式向客户销售自己的研究成果。

1. 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市场流动性、盈利增长预期、估值吸引力、资金供求、宏观经济和宏观政策等影响因素的跟踪研究，对证券市
场未来走势进行分析预测，提出大类资产配置建议；
2. 通过对各行业估值吸引力、盈利增长趋势和发展前景的比较分析，提出行业配置建议；
3. 通过路演等形式向客户销售自己的研究成果。

1. 原则上要求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金融、经济类相关专业；
2. 具有与研究领域相关的背景，具有有色、服装、农业现代化、化工、传媒专业与财经类专业复合背景者优先；
3. 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能够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
4. 具有优秀的团队合作精神，对于特别优秀者可以放宽条件。

公司网址：www.stocke.com.cn        单位地址：上海市长乐路 1219 号长鑫大厦 1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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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

3、机构销售（4 人）

任职要求

1. 与客户（主要公募基金客户），保持联系，维护客户资源；
2. 通过路演、会议等形式销售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1. 原则上要求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金融、经济类相关专业；
2. 具有与研究领域相关的背景，具有与财经类专业复合背景者优先；
3. 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能够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
4. 具有优秀的团队合作精神，对于特别优秀者可以放宽条件。

任职要求

1. 原则上要求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金融、经济类相关专业；
2. 具有与研究领域相关的背景，具有与财经类专业复合背景者优先；
3. 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能够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
4. 具有优秀的团队合作精神。对于特别优秀者可以放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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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招聘岗位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依托复星集团在中国高端、专科及综合医疗服务行
业的强大优势，为承接大健康的产业布局，永安保
险引进健康险专业人才，专门设立健康险事业部。
团队行业平均从业年限十年以上，专注于医疗费用
补偿保险、疾病保险、失能保险、护理保险、意外
险业务，集产品开发、承保、理赔、运营于一体，
运用互联网 +，充分整合复星集团在保险、医院、
医药、诊断等方面的丰富资源，联合全行业优质健
康服务供应商，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打造
保险、健康管理、医疗的一站式健康解决方案。

公司网址：www.fosun.com        
单位地址：中山南路 268 号新源广场       

工作职责

1、渠道总监 - 健康险（5 人）

1. 负责区域市场健康险业务开拓；
2. 执行事业部整体营销政策和计划；
3. 重点开发新的渠道；
4. 带领销售团队，帮助团队成员完成年度销售任务；
5. 完成年度个人销售任务。

任职要求

1. 工作经历：有保险或相关行业销售经验优先；
2. 教育经历：本科。
3. 专业能力：有 LOMA，代理人资格证、经纪人资格证等优先。
4. 通用能力（如沟通能力、抗压能力、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等）：沟通能力、抗压能力强；有团队精神；善于合作，有激情；
自我驱动，善于学习。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3、运营经理 - 健康险（1 人）

4、产品设计经理 - 星益健康（2 人）

1. 健康险事业部本部直属及部分分部业务的业务入保、保全；
2. 与本部的合作渠道对接，负责日常业务联系及跟踪；
3. 负责本部并协调分部的合作渠道的保费、佣金结算，负责与第三方服务商结算服务费等；
4. 与财务对接，跟踪本部业务付款及应收保费；
5. 协助、参与本部直属业务的业务报价、渠道关系维护等；
6. 协调解决本部及分部日常运营管理中的问题。

1. 执行产品规划；
2. 负责落实开发、维护相关的公司产品；
3. 负责落实公司业务的风险管理；
4. 负责产品相关业务的统计、分析、费用结算；
5. 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任职要求

1. 工作经历：有保险或相关行业经验优先；
2. 教育经历：本科及以上；
3. 通用能力（如沟通能力、抗压能力、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等）：沟通能力、抗压能力强；有团队精神；善于合作，有激情；
自我驱动，善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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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2、业务总监 - 中衡经纪（2 人）

1. 规划业务发展，制定团队业务整体战略；
2. 负责市场业务 ( 非集团客户 ) 和集团业务开拓 ;
3. 建立和积累客户群，确保完成公司下达的团队业务指标；
4. 业务团队的管理，培训业务人员的销售技能和保险专业知识，并激发业务团队士气。

任职要求

1.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2. 八年以上保险销售工作经经历，具有丰富的客户资源，有团队管理经验优先；
3. 新业务突破能力和创业精神；
4. 具有保险经纪人从业资格证书。



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5、理赔经理 - 星益健康（2 人）

6、市场拓展经理 - 星益健康（5 人）

1. 理赔政策、流程制定，理赔系统优化；
2. 理赔案件审核；
3. 理赔数据统计、分析及报表制作。

1. 制定健康服务销售战略规划；
2. 负责组建健康管理市场销售团队，持续提升团队业务能力；
3. 复星集团及下属企业拓展团体与个人客户；集团外部企业以及第三方渠道客户拓展；
4. 充分挖掘市场潜力，达成销售业绩指标；
5. 了解客户需求、把握市场动态，协助产品更新开发；
6. 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任职要求

1. 人员基本情况：35 岁以下；
2. 工作经历：从事医疗险理赔 5 年以上经验，从事过高端健康险的理赔经验优先；
3. 教育经历：医疗专业，本科以上，有临床经验者优先；
4. 通用能力：较强组织、沟通、协调能力；
5. 其他方面：熟练应用 Excel；
6. 具备理赔团队管理经验的人选可担任更高职位管理部门或团队。

1. 5 年以上金融、保险、医药、健康管理公司、或直销公司销售经验及团队管理经验；
2. 沟通能力强，学习能力强，性格开朗，能承受压力。

1. 保险、医学、金融等相关专业背景，本科及以上学历；
2. 熟悉健康、保险产品，对市场有一定了解，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 英文读写流利；
4. 工作认真、细致、沉稳，沟通、协调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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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7、业务经理 - 中衡经纪（3 人）

1. 积极开拓新兴渠道，挖掘新市场，发展新客户，完成公司下达目标；
2. 了解客户需求，负责客户洽谈，方案制定，投保事宜，保全及理赔跟进；具备与客户良好沟通的能力，负责核定的续保业务维护
及扩展；
3. 负责客户日常保险利益、条款、理赔咨询及答疑；
4. 具有赔案处理经验，以及与保险公司沟通、协调的能力；
5. 认真遵守公司关于市场及销售行为的各项管理规定；
6. 积极参加各项培训，提高自身的保险经纪业务水平。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任职要求

1.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2. 四年以上本行业工作经验；
3. 有较好的文化背景，接受能力强，性格开朗，市场意识敏锐，能承受工作压力及挫折；
4. 有保险专业知识和实际营销工作经验，能独立维护及开发客户；
5. 了解保险基础知识，掌握相关分析技能，熟悉国内保险市场和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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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8、培优计划 - 健康险（10 人）

任职要求

1. 负责健康险总部大客户业务开拓；
2. 执行事业部整体营销政策和计划；
3. 重点开发直接大客户；
4. 收集市场一手信息；
5. 完成年度个人销售任务。

1. 工作经历：有保险或相关行业销售经验优先；
2. 专业能力：有 LOMA，代理人资格证、经纪人资格证等优先；
3. 通用能力（如沟通能力、抗压能力、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等）：沟通能力、抗压能力强；有团队精神；善于合作，有激情；
自我驱动，善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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