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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外金融人才招聘岗位情况汇总表

序号 类型 单位名称 岗位总数 页码

1 中央在沪 上海期货交易所 1 2

2 中央在沪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5 4

3 中央在沪 中汇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3 8

4 中央在沪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2 11

5 中央在沪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 1 13

6 中央在沪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 14

7 中央在沪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 16

8 中央在沪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1 18

9 中央在沪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 20

10 中央在沪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5 25

11 本市国资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4 30

12 本市国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 32

13 本市国资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 37

14 本市国资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 41

15 本市国资 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 2 44

16 外资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 47

17 民营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48

18 民营 上海壹账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8 51

19 民营 上海嘉定及时雨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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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上海期货交易所

企业

简介

上海期货交易所是受中国证监会集中统一监管的期货交易所，目前挂牌铜、铝、锌、铅、镍、锡、黄金、白银、螺纹钢、线材、

热轧卷板、原油、燃料油、石油沥青、天然橡胶 15 种期货合约和铜期权 1个期权合约。

经过近 20 年的稳健发展，上海期货交易所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商品期货交易所，在全球衍生品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上海期货交

易所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在

证监会党委的领导下，履行市场一线监管职责，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坚持以世界眼光谋划未来，以国际标准建立规则，以本

土优势彰显特色，做好“寻标、对标、达标、夺标”四篇文章，持续推进交易、结算、信息、研究、技术、人才等中心建设，切实

提升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功能的质量和水平，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努力建成世界一流交易所和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上海期货交易所国际化的发展平台、和谐的职业发展环境，必将为广大应聘者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加

入我们！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100 字以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1 国际交流与合作

负责交易所期

货市场国际化

项目研究、机构

开拓和维护，负

责交易所外事

工作的协调、组

1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英语、经济、金融

等相关专业；国内大学候选人需提供英语专

业八级良好及以上、人事部二级口译或笔

译、上海市高级口译中的任何一项证书；海

外留学生需提供托福 105 分及以上、雅思 7

分及以上的成绩单。工作细心，吃苦耐劳，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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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等。 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应变能力，具备较强的公

文写作能力；有期货行业、期货国际业务相

关实习经历者优先。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码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500 号

2 公司网址 www.shfe.com.cn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www.shfe.com.cn

4 招聘邮箱 hr@shfe.com.cn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宋志强 手机 13918268381 传真 021-68400141

6 第二联系人 黄 惠 手机 13167119629 传真 021-68400141

mailto:hr@shfe.com.cn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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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简介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的金融市场系统重要性基础设施，是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

的合格中央对手方机构。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8 日在上海成立，注册商标名“上海清算所”，英文名称“Shanghai Clearing House”。

上海清算所以建成“规范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清算服务机构为目标，积极落实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要求，现已建立我国场外金融市场中央对手清算服务体系，包括债券、利率、外汇和汇率、大宗商品衍生品等中央对手清算业务，同时已建

成全国公司信用债券登记托管结算中心，服务公司信用债、金融债、货币市场工具和结构性产品等创新金融产品，逐日发布 12 类、2.4 万余

只固定收益产品估值和 26 条收益率曲线。

上海清算所积极推动国际金融市场互联互通。2017 年 3 月，积极响应第八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政策成果，在伦敦设立办事处；7月，与

香港金管局（CMU）合作落实“债券通”上线运行；2018 年 2 月，推出跨境外汇即期交易中央对手清算业务。

现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诚邀有远大志向、富有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的海内外优秀人士加盟。

岗位

需求

序

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招聘

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1
技术管理部

总经理

1.负责部门全面工作,主管技术综合

管理团队和商务管理团队；

2.负责监管机构、同业单位等外部机

构技术相关的联系协调工作；

3.负责部门的人员安排、考核及管理；

4.组织制订部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

施；

5.组织制订公司科技管理制度并监督

落实；

6.组织制定公司科技信息发展规划；

7.负责信息科技项目后评估工作；

1

1.原则上要求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视情况

可放宽至本科学历；

2.有 10 年及以上相关岗位经验；

3.对 IT 治理、技术开发和系统运维有扎

实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4.精通一门主流编程语言开发技术，或服

务器/网络/存储等运维技术（可选）；

5.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

6.熟悉主流技术架构；

7.有工作热情、责任心和良好的沟通协调

能力。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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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负责技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及商务

管理的相关工作；

9.负责授权范围内事项的审批。

2
创新业务部

黑色行业团队主管岗

1. 负责黑色行业产品国内外动态和

相关政策变化的跟踪、黑色行业潜在

产品挖掘、市场分析报告的定期撰写；

2.负责开展黑色行业新产品研发，开

展黑色行业新产品的市场调研及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撰写；

3.负责黑色行业已上线产品业务功能

的优化；

4.配合黑色产品的业务需求撰写、业

务需求分析确认、测试案例准备，配

合开展系统测试工作；

5.负责黑色行业产品营销方案的制

订；

6.统筹黑色行业产品市场营销工作；

7.负责对黑色行业产品营销人员进行

管理与辅导。

1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 9年以上黑色行业相关工作经验；

3.黑色行业研究、产品设计及产业链相关

工作经验，具有组织产品设计全流程经验

者优先；

4.可有效开展市场调研并形成潜在客群

预判；

5.拥有丰富的黑色行业客户资源，熟悉现

货及衍生品市场，具备大宗商品现货及衍

生品营销经验；

6.文字功底扎实，逻辑分析能力强，能牵

头形成市场研究、可行性研究等报告；

7.乐于接受挑战，具有较强的承压能力，

能够较好带领团队完成业绩指标；

8.具有优秀的市场战略视角、分析能力以

及丰富的团队管理经验。

面议

3
风险管理部

产品估值研发岗

1.收益率曲线、各类债券的估值方法

研发及模型设计；

2.债券指数及衍生业务研发；

3.跟踪国内外债券估值方法及模型动

态及发展趋势；

4.跟踪同业估值数据、外部发行人评

级、债项评级行业标准；

1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 6年债券估值相关工作经验；

3.熟悉固定收益市场，熟练掌握 EXCEL 软

件数据处理及计量统计软件编程；

4.海内外知名院校硕士及以上，金融、数

学、经济学等专业背景；

5.具有金融行业风险管理工作经验优先。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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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债券估值调研、市场营销推广及交

流培训。

4

产品开发部

标准化利率衍生品研

发岗

1.承担标准化利率衍生品清算业务的

立项材料、业务方案的起草工作、编

写业务需求并进行需求访谈；

2.承担标准化利率衍生品相关功能新

增、优化的业务需求起草和需求访谈；

3.承担标准化利率衍生品清算系统开

发的测试案例起草；

4.承担新增参与者的系统支持工作；

5.承担外部培训的系统操作讲解。

1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1年以上工作经验；

2.熟悉银行间债券市场或国外信用衍生

品市场；

3.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较快的学

习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表达能

力；

4.工作积极主动，有较强的责任心和适应

能力；

5.具备银行间市场或交易所中后台业务

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6.金融经济类专业，本科具有 IT、数理

背景的优先考虑。

面议

5
会员服务部

外事接待岗

1.承担公司领导与国际同业机构商务

会谈等工作的现场翻译；

2.承担陪同公司领导出访时的翻译和

境外会务、行程安排等；

3.承担领导会谈材料以及演讲稿的翻

译工作；

4.承担公司年册相关部分与宣传材料

的英文校对；

5.承担相关国际会议邀请函撰写、翻

译、宣传材料发放以及现场布置等；

6.承担与国外来访机构接洽，了解来

访时间、人员和会谈内容；

1

1.硕士及以上学历，经济金融等相关专

业，1年以上工作经验；

2.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熟练掌握中英文

笔译及口译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

3.具有国际视野，注重团队合作；

4.有较强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有较强的

责任心，抗压能力强。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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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承担上报来访事宜，与相关部门沟

通，确定会谈时间和参会人员；

8.承担会议室预定、会谈材料准备和

来访人员接待；

9.具体承担国际事务文档、资料库的

日常管理工作。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码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2号 200002

2 公司网址 http://www.shclearing.com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4 招聘邮箱 zhaopin@shclearing.com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巢一鸣 手机 86-17302182612 传真
021-231988666 第二联系人 伍诗雨 手机 86-17302182621 传真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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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中汇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

简介

中汇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所属

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致力于为建立全球人民币暨相关产品交易主平台和定价中心而提供技术开发、运维、信息服务。公司的发展目

标是确保交易中心系统研发和建设，争取成为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民币交易系统解决方案、行业标准和国家重要基础设

施的供应商。

交易中心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直属事业单位，是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以及汇率和利率衍生品市场的具

体组织者和运行者。目前交易中心每日生成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贷款基础利率（LPR）、债券

指数等系列市场基准，定期发布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服务对象包括 20000 多家交易成员、42000 多家信息和监管用户，2017 年

交易总量达到 997.8 万亿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发展目标，着眼于首先提高自身实力、提高核心自主开发率的发展策略，公司计划持续加大投入、拓展业务领域，大

力引进、培养银行间市场发展所必需的业务、技术核心人才，为把上海建设成全球金融中心贡献一份力量。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1 金融产品经理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市

场趋势，制定产品规划；

负责协调和沟通跨部门

资源，推动产品开发、

测试、验收和发布等；

负责相关产品开发项目

周期和进度把控；负责

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产品

优化。

若干

五年以上互联网金融类产品设计及产品管

理相关经验，强大的需求设计、分析与管

理能力，有一定的开发基础；了解互联网

金融产品研发流程，关注行业新事物和用

户行为变化，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开阔

的司维、良好的运营思维和创新意识；严

密的逻辑思维，出色的语言、沟通、团队

领导、组织和协调能力。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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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研究专家

对相关市场、行业、新

兴领域进行研究及分

析，协助开发和优化模

型，为公司业务及决策

提供支持；参与学术交

流，掌握前沿核心技术；

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

攥写相关技术文章、专

刊等。

若干

五年以上丰富的研究经验，有良好的逻辑

思维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沟通表达能力

和文字功底；有相关的学术会议经验或者

相关的专家资质；有相关实验室经历者优

先，有一定学术声誉者优先。

面议

3 软件开发岗

从事银行间市场人民币

交易系统、外汇交易系

统、信息系统和数据仓

库系统等的设计和开发

工作。

若干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或专业优良的大学本科生；具有较好

的中、英文交流能力，熟练使用英语进行

听、说、读、写；优秀的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勇于解决难题；强烈的上进

心和求知欲，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

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计算机领域相关

的编程大赛获奖、专业期刊发表文章或者

有发明专利的、有一定项目经验，熟悉软

件开发流程的优先考虑；

面议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码 上海市张东路 1388 号 7 栋

2 公司网址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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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招聘邮箱
cfetsitrecruit@chinamoney.com.cn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金肖 手机 15850679126 传真

6 第二联系人 张舒怡 手机 15800600878 传真

mailto:cfetsitrecruit@chinamoney.com.cn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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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简介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总部设在上海。主要负责建设和运营全国统一的银行卡跨行信息交换网络、提供银行

卡跨行信息交换相关的专业化服务、管理和经营“银联”品牌、制定银行卡跨行交易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中国银联以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开放式平台型综合支付服务商为目标，向科技公司、数据公司转型，着力打造 100 个移动支付示范城市。

目前，加入银联网络的成员机构一千六百余家。银联受理网络延伸至全球 170 个国家和地区，在超过 40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

银联卡。中国银联成为全球发卡量第一、交易量最大的银行卡公司。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

面议）

备注

1 大数据高级专家

负责银联大数据相关领

域的架构设计，组织推

动实施，提升大数据对

银联业务的支撑和引领

作用，树立银联大数据

的行业影响力。

1人

1.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计算机、数学、

统计等相关理工类专业教育背景；2.在大

数据相关领域深耕多年，在大数据平台架

构、大数据治理、数据挖掘与建模、机器

学习与深度学习、数据产品、数据安全、

商业合作等多个领域有丰富经验；3.具有

领导大型项目的经验，具有在国际主流的

科技型企业带领较大规模团队的经历；4.

在大数据专业领域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面议
工作地点：上

海

2 云计算高级技术专家
负责银联大数据相关领

域的架构设计，组织推1人
1.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理工

类专业教育背景。2.具有扎实的技术功底 面议
工作地点：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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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施，提升大数据对

银联业务的支撑和引领

作用，树立银联大数据

的行业影响力。

和丰富技术从业经验，在云计算技术领域

深耕多年, 在云计算技术专业领域内有一

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3.对金融行业技术

架构、技术特点有深入的理解和充分的认

识，具有金融行业从业背景者优先；4.具

有全球化视野，在云计算技术领域全球领

先企业（如亚马逊等）从业经验背景者优

先。5.具有领导大型项目经验，具有在国

际主流科技型企业带领较大规模团队的经

历。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码 上海市浦东新区含笑路 36 号银联大厦、200135

2 公司网址 http://cn.unionpay.com/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4 招聘邮箱 zhaopin@unionpay.com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王乃昭 手机 13761433452 传真 02150362446

6 第二联系人 刘麟俊 手机 13482144400 传真 02150362446

mailto:zhaopin@unionpay.com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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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

企业

简介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于 1999 年 2 月，始终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运用投资、贷款、债券、租赁、证券等

综合金融手段，服务上海“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是上海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大型项目中长期投融资主力行，

全程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崇明世界级生态岛、迪士尼等重大项目建设，为上海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截至 2017

年底，上海分行资产总额 2491 亿元，利润总额 24.59 亿元。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备注

1 业务员
提供全方位综合金融服

务
10

金融、经济、会计、财务管

理、法律等相关专业，有工

科背景（航运、能源类等）

的复合型人才优先。硕士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为主，可适

当考虑急需专业的优秀本科

毕业生。

面议

请登陆国家开发银行校园招

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统一采

取网上报名方式，不接受其他

形式的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以

国家开发银行网站为准，应聘

者应在报名截止前登陆并认

真填写简历表，确保信息资料

准确无误。谢绝来访、来电。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码 上海市浦明路 68 号 200120

2 公司网址 www.cdb.com.cn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www.cdb.com.cn

4 招聘邮箱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刘思彤 手机 18821226817 传真 021-58883659

6 第二联系人 手机 传真

http://www.cdb.com.cn
http://www.cdb.com.cn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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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申万宏源证券公司

企业

简介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简称“申万宏源”），是由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内资本

市场第一家上市证券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合并组建而成。公司注册资本 430 亿元，拥有员工近 8000

名，在全国设有 34 家区域分公司和 303 家营业部（含西部证券），并设有香港、伦敦、东京、新加坡、首尔等海外分支机构。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全面的证券类业务资格，主要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以上各项业务限新疆、甘肃、陕西、 宁夏、青海、西藏以外区域），证券资产

管理，证券承销与保荐（限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企业债承销），证券自营（除服务新疆、 甘肃、

陕西、宁夏、青海、西藏区域证券经纪业务客户的证券自营外）,股票期权做市。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1
投行业务岗或并购融

资业务岗

1、承揽、承做上市公司和非

上市公司境内外并购重组业

务、财务顾问业务、投行业

务。2、开展海外并购重组业

务或“沪伦通”项目的创新

研究工作。3、为相关部门从

事海外并购重组业务提供专

6

1、金融、经济、会计、财务、

法律、MBA 等相关专业硕士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2、有伦敦

交易所上市项目的工作经验；

或有海外并购项目的投行或

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验。 3、

35 周岁以下。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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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支持。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码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45 层，邮编 200031

2 公司网址 http://www.swhysc.com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4 招聘邮箱 zhaopin@swhysc.com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方天德 手机 15801837959 传真

6 第二联系人 手机 传真

mailto:zhaopin@swhysc.com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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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

业

简

介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9 日，前身为原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总部，是国内上市券商旗下首家资

产管理公司。光证资管团队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20 年，以合规稳健为基石，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依托集团优势、发挥联动效应，始

终走在券商资产管理业务的前列。光证资管建立了完善的组织架构和严谨的投资研究体系，秉承“同心同赢”，以稳健的投资风

格，致力于为投资者获取长期稳定收益，并为投资者提供投融一体化的综合金融服务。

岗

位

需

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

(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

议)

备注

1 QFII 投资经理 1、制定产品投资策略，负责投

资标的组合管理，在控制风险

的基础上提高产品的投资收益

率；2、根据市场情况和客户需

求，参与研发 QFII 产品，并协

助产品发行工作；

1-2 人 1、硕士及以上学历；

2、 三年以上 QFII 投

资经验，过往投资业

绩良好。

面议

2 量化投资经理 1. 负责量化市场研究，为公司

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提供依

据；2. 制定产品投资策略，负

责投资标的组合管理，在控制

风险的基础上提高产品的投资

1-2 人 1、硕士及以上学历；

2、三年以上量化投研

经验，过往投资业绩

优良。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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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3. 根据市场情况和客

户需求，参与研发量化类产品，

并协助产品发行工作。

3 信息技术项目管理 1、负责公司内部的 IT 需求分

析，并进行技术选型和架构设

计；2、负责项目实施中的需求

管理、开发团队日常管理、文

档维护和代码质量管理；3、参

与项目开发，解决可能遇到的

技术难题；4、编写项目管理所

需要的各种文档。

1-2 人 1、硕士及以上学历，

计算机、自动控制、

电子工程等相关专

业；2、至少熟练使用

一种面向对象编程语

言(C++、C#、Java、

Python、JavaScript、

go 等)；3、具备良好

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

力；4、有资管、基金

行业从业经验，熟悉

恒生 O32 投资交易系

统、恒生 TA 系统者优

先。

面议

联

系

方

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码 上海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200040

2 公司网址 www.ebscn-am.com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4 招聘邮箱 gzzg@ebscn.com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人事主管 手机 021-22169999 传真 021-22169644

6 第二联系人

http://www.baidu.com/link?url=YX9mxefwIGrdPcdZm_F1x7f3NlQzHyxd4eFu4mNew8fxUGh049aAqlDOvrmzYMij
mailto:gzzg@ebscn.com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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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企业

简介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系光大证券全资子公司，属国内首批经过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的专业期货公司，注册资本为 15 亿元人民币。

公司依托中国光大集团雄厚的金融背景和光大证券强大的股东优势，稳健经营、规范管理，业务持续发展，公司连续多年实现了业

务规模、市场份额、税后利润各项指标的持续快速增长，取得了远超行业发展速度的跨越式发展，成为行业前二十名公司中进步最

快的公司之一，荣膺行业权威媒体评选的“中国最佳期货公司”称号。公司主要开展商品和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

理业务，是业内首批取得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期货公司。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技术服务

（1）负责业务部门需求

受理、按照公司制度支

持业务部门提出的技术

对接需求、提供 IT 服

务；（2）开展创新性技

术和应用研究，服务于

重点投资者、创新性业

务；（3）即时了解突发

事件或异常现象的情

况，排查或协调运维工

程师处理客户交易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4）跟

进公司创新型项目的落

2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计算

机相关专业；（2）掌握计算机

操作、网络、主机、系统软件、

应用软件的专业知识；（3）掌

握常见编程语言（c++、java），

掌握常见商用数据库（oracle、

mysql、sqlserver），掌握常见

服务器操作系统（win、linux、

unix）；（4）具备良好的沟通能

力，协调能力，计划能力；（5）

了解项目管理 4 要素之间的关

联关系，具有一定手段有效管

理项目各个阶段。 （6）具有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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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工作，负责与供应商

对接，制定和督促项目

方案的执行。

证券、期货相关实习经验者优

先。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码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29 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1号楼 6楼,邮编:200127

2 公司网址 www.ebfcn.com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4 招聘邮箱 zhaopin@ebfcn.com.cn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孙爽 手机 13818365185 传真 021-80212200

6 第二联系人 秦然 手机 13651747936 传真 021-80212200

mailto:zhaopin@ebfcn.com.cn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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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简介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10 月 15 日在上海成立，是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全国性财产保险

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1508.HK）旗下唯一的财险直保公司，注册资本金 151.15918986 亿元。

大地保险 2017 年保险业务收入 372.68 亿元，市场排名全国第六位，已设立分公司 35 家，营业部 1家，航运保险运营中心 1

家，机构总数超过 2000 家，营业机构覆盖除西藏外全国各个省份，公司系统员工人数超过 5万人。2014 年至 2017 年，连续四年获

得贝氏评级公司（A.M. Best Co.）“A（优秀）” 财务实力评级（FSR）和“a”发行人信用评级（ICR），评级展望均为“稳定”。

下辖设立了大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大地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大地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

公司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深度参与各地脱贫攻坚工作，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在 20 个省份 275 个国家级贫困县设置

机构，覆盖全国 41%的贫困县，在 15 个省份 60 个城市的 137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开办了保险扶贫业务。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

或面议）

备注

1 区块链专家

1、开展区块链技术行业研究，跟

踪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新动态。对数

字货币和基于区块链技术衍生的

产品进行行业分析和调研。2、探

索区块链技术在保险行业的应用，

推进公司区块链项目的发展。3、

开展区块链底层技术的分析研究，

统筹公司在区块链方面的技术储

备。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计算机、

金融、数学专业优先。2、5年以上工作经

验，了解区块链原理，熟悉比特币等数字

货币者优先；有良好的数据分析能力、市

场分析能力、项目管理能力。3、掌握区块

链底层技术，拥有区块链开发经验。4、学

习能力和抗压能力强，有创新意识。5、较

强的创新能力，在互联网金融、区块链、

数字货币领域有一定研究积累。6、拥有区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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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产品设计、运营实操经验。7、拥有区

块链相关的技术背景。

2 技术架构师

1、管理与维护企业架构，满足公

司 IT 架构规划与技术发展。2、制

定应用架构、集成架构、数据架构

规范。3、参与新项目招标时的技

术架构评审及现有系统的技术架

构改造评审等，以确保各系统满足

公司的技术架构规范。4、从事新

技术的研究，探索包括云计算、区

块链等新兴技术在行业上的创新

应用。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计算机、

软件工程相关专业。2、10 年及以上软件

开发工作经验，7 年及以上技术架构设计

工作经验。

3、擅长企业级的架构规划与架构设计方

法。

4、熟悉包括移动互联、大数据、云平台、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5、良好的

人际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6、具备对下属

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的能力。

面议

3
云计算高级架构

师

1、负责云计算平台的架构设计、

功能优化、故障分析等工作。2、

带领团队设计并实现公有云、私有

云的产品路线和技术路线。3、搭

建混合云管理平台。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计算机、

软件工程相关专业。2、8 年以上的开发/

架构设计经验，在内核、存储、安全、中

间件、网络等至少 2 个技术领域有深刻的

理解，能够独立在细分领域完成架构设计，

并形成能够落地的技术方案。3、在云计算、

大数据、虚拟化、Linux 系统或其它分布

式系统方向做过多年的研发与相关技术工

作，极强的系统设计和系统架构能力。4、

对分布式系统有深刻的理解或者参与过分

布式系统软件的实际产品设计与开发工

作；有过成功云计算平台/产品的研发经验

和背景优先。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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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科学家

1、将业务问题/挑战转化为数据能

解决的问题，并设计合适的分析方

法或解决方案，建立起数据和业务

之间的桥梁。2、对分析结果进行

有效解读，从数据中提炼信息，能

将信息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建议，与

业务人员沟通，推动数据价值变

现。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数学／

统计、计算机、工程学专业出身。2、5年

以上数据科学相关工作经验。3、有财险行

业数据分析工作经验优先。4、熟练使用

SAS,R,Python 等多种编程语言，熟悉数据

可视化。5、熟练操作数据库(Hadoop&GP)，

熟练适用 SQL。6、熟练掌握统计学、数据

挖掘以及机器学习常见的算法,并能进行

数据分析建模。

面议

5 精算管理
负责管理准备金评估、产品定价等

工作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2、10

年以上精算从业经历。3、获得北美产险精

算师/英国精算师资格。4、5 年以上管理

工作经验。

面议

6 高级风控人员

1、负责公司非车险业务风险控制

工作，团队的日常工作管理。2、

公司全辖非车险风险控制体系建

设和专业服务模式创新。3、大客

户拓展及维护风险管理技术支持，

行业财产损失风险专题研究。4、

建立风险工程服务体系：队伍建

设、系统及工具开发、管理制度。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从事保

险行业风险控制工作 5 年以上，具有相关

专业资质或证书，在相关领域有一定的研

究和专家经验。2、特殊学科背景如电力、

土木工程、石油化工、安全工程/安全管理

以及法律等专业优先考虑。

面议

7 产品经理

1、产品创新及研究，开发意健险

新产品，配合渠道部门进行新产品

上市推广。 2、负责意健险新条款

的撰写及相关备案工作。3、负责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保险、

金融、法律类相关专业。2、5年以上产品

开发工作经验。3、较强的沟通能力、学习

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有保险产品开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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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支持类刊物、业务拓展支持工

具（如手册或宣传资料等）等销售

支持配套工具的设计与实施。 4、

负责与销售支持相关的系统开发

工作。

发经验者优先。

8 投资经理

1、制定并落实投资管理指引、制

度、流程，建立资产管理机制。2、

建立与集团公司在投资方面的日

常沟通；制定大类资产配置策略及

其调整方案，提出对委托资产管理

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委托资产的运

作。3、全面负责投融资企业的行

业及项目分析和评估，主持目标企

业、项目的尽职调查、与企业进行

谈判、确定交易条件及投后管理工

作等。4、负责组织开展资管管理

部投资规划工作，发现投资机会，

规避投资风险。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经济、

金融、法律、财务、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优先；2、5年以上投资管理工作经验（具

备大中型保险企业资产管理工作经验优

先），具有丰富的资产管理和投资项目运

作经验，具备至少 2 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和出色的项目管理能力；

3、具有扎实的金融理论功底及丰富的金融

专业知识、良好的财务分析能力及风险控

制能力，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

面议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

码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26-28 层、200120

2 公司网址 http://www.ccic-net.com.cn/

3 网申地址（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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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4 招聘邮箱 caohjzgs@ccic-net.com.cn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曹浩洁 手机 13817303020 传真

6 第二联系人 手机 传真

mailto:caohjzgs@ccic-net.com.cn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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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企业

简介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PICC P&C，简称“中国人保财险”，下同）是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于 2003

年 7 月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发起设立的、目前中国内地最大的非寿险公司。中国人保财险是“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人民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PICC）旗下标志性主业。国内第一家海外上市的保险公司，是国内历史最悠久、业务规模最大、综合

实力最强的大型国有财产保险公司，保费规模稳居亚洲财险市场第一、跃居全球领先保险集团单一子公司品牌首位。

中国人保财险始终坚持“人民保险、造福于民”的经营宗旨，秉承“以人为本、诚信服务、价值至上、永续经营”的经营

理念，努力弘扬“求实、诚信、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充分发挥市场、品牌、人才、技术、网络和服务等优势，为促进改

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提供了强大的保险保障。

中国人保财险上海市分公司地处中国金融中心城市，下辖30余家经营单位,百余个理赔、服务网点，分布于全市各个区域，

是在沪财产保险企业中销售网络最广、服务网点最全的公司。

( 500 字以内）

岗位

需求

序

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 招聘

人数

任职要求(200 宇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1 海外业务团队

成员及经理岗

（1）搜集及分析

市场相关信息，

制定相关海外业

务推进方案；（2）

开展海外市场的

开拓与销售工

作，完成年度销

售计划；（3）与

若干 （1）教育程度：全日制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2）专业：金融保

险、英语等相关专业；（3）有团

队管理经验者优先；有相关专业证

书或同类工作经验者优先；（4）

能力要求：良好的组织协调、沟通

能力、商务谈判能力；良好的文字

表达能力；良好的问题分析和解决

薪酬及法定保险福利：公司为员工提

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国家规定

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补充福利：公司为员工提供补充医疗

保险、补充公积金、企业年金、附加

意外伤害保险、通讯补贴等一系列补

充福利保障。其他福利：公司员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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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保持良好沟

通，把握客户需

求；客观、及时

反映客户意见和

建议，协调各部

门资源。

能力；大学英语六级以上，听说读

写流畅；（5）年龄 35 周岁以下。

享受国家、地方规定的各类节假日、

假期，为倡导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公

司还为员工提供健康体检、带薪假期

及各类员工培训。

2 意外健康保险

团队成员

（1）搜集分析市

场信息，维护客

户工作和销售渠

道建设，制定意

外险业务推进方

案；（2）开展市

场渠道开拓与销

售工作，完成年

度计划目标；（3）

推广、维护、开

发相关业务软件

系统；做好数据

统计分析和各类

系统应用。

若干 （1）教育程度：全日制大学本科

学历及以上；（2）专业要求：专

业不限，具有金融（保险）、医学、

社保、计算机、软件工程、信息管

理、广告制作等相关专业更佳；（3）

应届毕业生和社会在职人员均可，

有社会工作经历人员须有市场推

广和营销经历；（4）有团队管理

经验者优先；有相关专业证书或同

类工作经验者优先；（5）能熟练

掌握计算机软件开发专业知识和

数据库系统应用，熟悉软件系统开

发、上线和应用维护流程。（6）

年龄 35 周岁以下。

薪酬及法定保险福利：公司为员工提

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国家规定

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补充福利：公司为员工提供补充医疗

保险、补充公积金、企业年金、附加

意外伤害保险、通讯补贴等一系列补

充福利保障。其他福利：公司员工可

享受国家、地方规定的各类节假日、

假期，为倡导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公

司还为员工提供健康体检、带薪假期

及各类员工培训。

3 责任保险团队 （1）搜集及分析 若干 （1）教育程度：全日制大学本科薪酬及法定保险福利：公司为员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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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市场相关信息，

针对制定相关责

任险业务推进方

案；

（2）开展责任险

市场渠道开拓与

销售工作，完成

年度销售计划；

（3）与客户保持

良好沟通，把握

客户需求；客观、

及时反映客户意

见，做好客户服

务。

学历；

（2）专业：建筑工程、机械、汽

车、法律、金融等相关专业；

（3）有团队管理经验者优先；有

相关专业证书或同类工作经验者

优先；

（4）能力要求：良好的组织协调、

沟通能力、商务谈判能力；良好的

文字表达能力；良好的问题分析和

解决能力。

（5）年龄 35 周岁以下。

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国家规定

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补充福利：公司为员工提供补充医疗

保险、补充公积金、企业年金、附加

意外伤害保险、通讯补贴等一系列补

充福利保障。

其他福利：公司员工可享受国家、地

方规定的各类节假日、假期，为倡导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公司还为员工提

供健康体检、带薪假期及各类员工培

训。

4 信用保证保险

团队成员

（1）负责信保业

务市场开拓、营

销推广、销售渠

道建设和客户维

护工作，完成计

划目标；

（2）收集市场信

若干 （1）教育程度：全日制大学本科

学历及以上；

（2）专业要求：专业不限，具有

金融（保险）、贸易、精算、统计、

财会基础知识更佳；

（3）应届毕业生和社会在职人员

薪酬及法定保险福利：公司为员工提

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国家规定

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补充福利：公司为员工提供补充医疗

保险、补充公积金、企业年金、附加

意外伤害保险、通讯补贴等一系列补

充福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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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客户需求信

息，提出建议并

落实相应策略；

（3）协助本机构

和其他机构完成

催收、理赔、追

偿、诉讼等工作。

均可，有社会工作经历人员须有市

场推广和营销经历；

（4）其他要求：性格外向，善于

表达；积极主动，有冲劲，有较强

上进心、责任心；良好的沟通商谈

能力，能经受挑战。

（5）年龄 35 周岁以下。

其他福利：公司员工可享受国家、地

方规定的各类节假日、假期，为倡导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公司还为员工提

供健康体检、带薪假期及各类员工培

训。

5 船舶货运保险

团队成员

（1）参与船货险

重点项目的公

关、展业和服务

工作；

（2）参与制订年

度销售工作计划

和并组织实施；

（3）统计业务数

据，编制业务相

关报表；

（4）开展船货险

产品的推广工

若干 （1）教育程度：全日制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

（2）专业：海商法、英语、航海

类等相关专业；

（3）有团队管理经验者优先；有

相关专业证书或同类工作经验者

优先；

（4）能力要求：熟悉了解海商法

相关专业知识及国际公约，良好的

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商务谈判能

力；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良好的

问题分析和解决能力；英语书面、

薪酬及法定保险福利：公司为员工提

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国家规定

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补充福利：公司为员工提供补充医疗

保险、补充公积金、企业年金、附加

意外伤害保险、通讯补贴等一系列补

充福利保障。

其他福利：公司员工可享受国家、地

方规定的各类节假日、假期，为倡导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公司还为员工提

供健康体检、带薪假期及各类员工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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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口头表达能力较强；

（5）年龄 35 周岁以下。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

政编码

上海市黄浦区福佑路8号；200010

2 公司网址 http://www.epicc.com.cn/

3 网申地址（非

必填）

http://campus.51job.com/picc2019

4 招聘邮箱 zhaopin_piccsh@163.com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王静 手机 23200264 传真

6 第二联系人 姚莉 手机 23200262 传真

mailto:zhaopin_piccsh@163.com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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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简介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4 月，注册资本 105.6 亿元。集团为上海市属国有独资企业，立足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

功能定位，努力打造以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管理“双轮驱动”为核心的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专业平台。

集团在原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上国投”）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具有 30 多年的国有资本投资运作、综合金融服务和

重大项目投融资管理经验。先后为上海南浦大桥、延安东路隧道、虹桥机场、轨道及磁浮交通、高速路网、洋山深水港等重大市政

项目提供投融资和财务顾问服务。参与发起设立浦发银行、万国证券、华安基金等上海最早的一批地方金融机构，参与设计筹建上

海保险交易所、上海票据交易所、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等上海金融要素市场，有力支持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集团目前是浦发银行、国泰君安证券等上海重点金融机构第一大股东，直接参股、控股企业 13 家。截至 2017 年末，集团合并资产

总额 2438.50 亿元，净资产 1784.43 亿元。

未来，集团将坚持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充分发挥金融投资优势，积极开展国有资本运营、投资管理和金融要素

市场建设，努力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资本运营及投资管理领先企业，为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五个

中心”和卓越的全球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100 字以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1 投资管理培训生

集团战略级人才项

目，旨在为综合能力

素质优秀、具有良好

发展潜力的应届毕

业生提供全集团范

围内的专业培养与

15-20 人

1、2019 年应届毕业生，具有海内

外知名院校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

2、专业以经济、金融、财务、管

理等为主；

3、其他要求

面议

2 风险合规培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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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机会，并为

集团培养核心业务

岗位“菁英”

（1）政治品德：遵纪守法、诚实

守信，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和高度

的责任感，无不良记录。

（2）能力素质：具有较强的学习

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

神，具备较强的决策和管理潜质。

（3）持有 CFA/CPA/ACCA/FRM 等专

业资格证书或知名金融机构实习

经历、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获

得奖学金或其他荣誉称号可优先

考虑。

3 财务管理培训生

4 人力资源培训生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码 中国上海威海路 511 号，200041

2 公司网址 http://www.sigchina.com/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https://jobs.51job.com/all/co2664278.html

4 招聘邮箱 recruitment@sigchina.com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史辰冬 手机 13472608009 传真 22191212

6 第二联系人 手机 传真

mailto:recruitment@sigchina.com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32 / 56

招聘单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

业

简

介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是 1992 年 8 月 28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1993 年 1 月 9 日开业、1999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交易代码：600000）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注册资本金 293.52 亿元。境内外设立

了 41 家一级分行、约 1800 家营业机构，拥有超过 5.2 万名员工。近年来，浦发银行加快国际化、综合化经营发展，以香港、新加坡、伦

敦分行开业、浦银国际成立为标志，国际化经营步伐不断加快，以投资设立浦发村镇银行、浦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浦发硅谷银行等机构

和顺利收购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标志，积极推进综合化经营。上市以来，浦发银行连续多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上市公司 100

强”。2018 年 2 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全球银行品牌 500 强”排名，浦发银行位列第 13 位，居上榜中资银行第 6位，品牌价值

147.72 亿美元；6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全球企业 2000 强”排名，浦发银行位列第 70 位，居上榜中资企业第 13 位、中资银行第

9位；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全球银行 1000 强”排名，根据核心资本,浦发银行位列全球第 25 位，居上榜中资银行第 8位； 同

月，美国《财富》杂志发布“财富世界 500 强”排名，浦发银行位列第 227 位，居上榜中资企业第 48 位、中资银行第 7位。在新一轮发展

中，浦发银行将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科技引领，打造一流数字生态银行，努力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岗

位

需

求

序

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1
同业客户经

理

负责外资金融机构客户的直接营

销和营销管理，包括目标市场研

究，制定营销计划；维护存量客户、

拓展新增客户，推进落实各类产品

销售和渠道拓展，提升客户贡献

度；组织营销推介活动；对分行开

展培训和指导等。

1

35 周岁以下，经济、金融、外贸、

会计、外语、数学及数理统计等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学历优先；

5年以上金融机构工作经验，具有对

批发银行或金融机构客户营销经

验、有中资银行海外分行从业经历

者优先；熟悉贸易结算、贸易、外

汇交易等业务的国际惯例及主要产

品；具备会计基础知识，熟悉金融

机构财务报表；英语口语流利，良

好的书面表达能力，掌握日、德、

面议
公司

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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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小语种，持相关语种专业级别

口译等资格证书者优先。

岗

位

需

求

2 营销企划岗

负责所管辖区域分行的国际业务

营销推进，协调、指导所管辖区域

分行海外业务营销工作开展，推动

境内境外联动；负责所管辖区域分

行海外客户一体化视图建设，统筹

推进所管辖区域分行海外客群分

层分类经营和海外客户统筹管理；

统筹所辖区域分行海外客户管户

权管理；牵头所辖区域分行海外业

务市场营销企划，对所辖区域分行

开展海外业务培训和辅导等。

1

35 周岁以下，经济、金融、外贸、

管理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历；3年（含）以上商业银行公司

银行客户部门或国际业务部门相关

工作经历，有境外中资银行从业经

历优先；具有丰富的营销管理经验、

较强的组织推动能力，具有大中型

公司客户授信工作经验；熟悉跨境

业务的市场惯例及规则；具有熟练

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面议
公司

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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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交易中

心债券交易

岗

根据香港交易中心发展规划，制订

并组织实施本行交易账户外币债

券的交易策略，以完成业务计划和

经营指标；推进交易账户产品业务

创新，丰富交易策略，提升组合回

报，降低组合风险；完善交易账户

相关制度和管理流程，开展交易账

户相关数据统计分析，出具内外部

要求的各项报表,撰写相关分析报

告；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2

35 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2年以上债券交易相关工作经

验；

对金融市场业务、产品和交易策略

有全面深入了解；熟悉债券及利率

衍生品 ；熟悉市场数据，熟练使用

Bloomberg,Reuters 等资讯终端；能

流利使用英语和普通话交流。

面议 金融市场

岗

位

需

求

4

香港交易中

心债券投资

岗

根据香港交易中心发展规划，制订

并组织实施本行银行账户外币债

券的投资策略，以完成业务计划和

经营指标；推进银行账户产品业务

创新，丰富投资策略，提升组合回

报，降低组合风险；完善银行账户

相关制度和管理流程，开展银行账

户相关数据统计分析，出具内外部

要求的各项报表,撰写相关分析报

告；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2

35 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2年以上债券交易相关工作经

验；对金融市场业务、产品和交易

策略有全面深入了解；熟悉债券及

利率衍生品；熟悉市场数据，熟练

使用 Bloomberg,Reuters 等资讯终

端；能流利使用英语和普通话交流。

面议 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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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新业务研

发岗（UI 设

计创意研

发）

基于 FINTECH 对交互模式、业务模

式革新的大背景下，负责金融服务

的服务模式创新、交互模式创新、

业务场景创新，形成策划和具体方

案，并组织落地验证、推广、后评

估。

1

45 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对基于 NLP 的智能语音交互、

基于 3D 裸眼/VR 空间交互场景、基

于 IOT 或大数据的营销风控有基础

认知和项目经验；在交互式业务场

景设计、业务场景创新设计、UI 设

计方面有项目经验；有金融行业经

验者优先。

面议 科技

6

创新技术研

发岗（AI 工

程师）

从事智能交互模式场景下的大型

创新应用或平台的研发工作，负责

或参与原型系统设计、技术选型、

构建、迭代，将成果落实转化为金

融智能服务。

2

40 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对基于 NLP 的智能语音交互、

基于 3D 裸眼/VR 空间交互场景的驱

动引擎研发，包括但不限于 NLP、

ASR/TTS、3D 渲染引擎、人像驱动引

擎、情感识别引擎、推荐引擎、视

频 OCR 等方面，有相关项目经验/研

发经验；有金融行业经验者优先。

面议 科技

联

系

方

式

1
公司地址、

邮政编码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200002

2 公司网址 www.spdb.com.cn

3
网申地址

（非必填）
/

http://www.spd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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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招聘邮箱 recruit@spdb.com.cn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李元元 手机 13761834801 传真 021-63233550

6 第二联系人 俞祎 手机 18817707202 传真 021-63233550

mailto:recruit@spdb.com.cn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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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简介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6 年 6 月经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由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公司立足大资产管理视野，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稳健投资的理念，确定了成为依托保险集团，面向中国财富管理市场，

市场化经营的资产管理机构的发展愿景。公司具备中国保监会要求的股票投资能力、无担保债券投资能力、股权投资能力、不动产

投资能力、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不动产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和衍生品运用等多项能力。

公司以客户利益至上为宗旨，积极推进“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转型战略，聚焦于服务保险主业发展与第三方业务创新，致力

于提升市场化能力和构建先进的资产管理体系，围绕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和配置资源。

公司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倡导“价值、平等、独立、分享”的文化，建立了市场化的人才管理和激励机制，结合内部培养和

市场化引进，优选精兵强将，打造人才队伍，提升公司竞争力。

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持续投入和支持教育公益，积极发动员工参与“责任照亮未来”公益活动，

通过情牵儿福院、义捐义卖、结对助学等一系列支持，关注贫困及孤残儿童的教育及安全健康成长，展现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1 海外市场投资总监

1. 负责组织海外投资市场

研究，制定海外投资方案提

供决策支持；2. 执行公司投

资决策层海外投资策略安

排，把握投资时机，优选投

资品种，完成海外投资资产

配置工作，努力实现投资业

绩超越基准。

1

1. 海内外知名院校硕士学历及以上，

理工金融复合背景为佳；

2. 10 年以上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投资

研究管理经验，具有持续稳定优秀的

过往投资业绩，至少 3-5 年的跨市场

多策略资产配置投资管理经验。

3. 熟悉海内外资本市场，对宏观经

济、金融市场以及证券市场有全面的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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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把握能力；

4. 良好的决策分析能力、风险应对和

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应变能力

和抗压能力。

2 量化投资总监

1. 负责制订量化投资相关

规章制度，规范业务操作流

程，完善公司量化投资管理

体系；

2.组织量化投资的深度研

究，协调量化投资部与研究

部门的关系；

3.负责执行决策层制定的投

资策略；

4. 负责直管账户的投资运

营。

1

1.海内外知名院校硕士学历及以上，

金融工程、计量经济学、数学等相关

专业，理工金融复合背景为佳；

2.10 年以上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投资研

究管理经验，8年以上量化市场直接操

作经验。

3. 具备完善的量化投资体系，熟悉各

类量化投资策略及理论，具备完善的

投资逻辑；

4. 良好的决策分析能力、风险应对和

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应变能力

和抗压能力。

面议

3 数据挖掘专家

1. 根据公司的业务条线和

业务逻辑及未来发展方向，

探索数据科技在资管行业的

创新型应用；

2. 搭建数据挖掘平台，对结

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挖

掘；

3. 追踪相关前沿技术和学

术论文，对模型进行优化和

1

1. 海内外知名高校计算机、数学、统

计等相关专业博士学历；

2. 5 年以上文本挖掘、非结构化数据

分析、机器学习开发经验；

3. 精通机器学习各种算法、熟悉统计

分析基本方法、熟悉 R、Python 等分

析类开发语言或熟悉 SPSS、SAS 等专

用数据挖掘软件、熟悉 SQL 语言、熟

悉金融投资业务；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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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提升。 4. 能够积极主动跟进新技术发展潮

流，学习资管行业以及投资领域国外

先进经验。

4 机器学习算法专家

1. 金融大数据驱动下的相

关机器学习算法研发和项目

落地工作；

2. 探索并主导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相关前沿技术的项

目，包括但不限于网络爬虫、

推荐系统、NLP、金融量化等；

3. 负责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样本库的构建

1

1. 海内外知名高校数学、统计学或相

关专业博士学历；

2. 精通 R,Python, C/C++, Java 中的

至少一种语言；

3. 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

觉、语音识别、NLP，及金融量化分析

等某一领域有 3年以上研发经验；

4. 熟悉 TensorFlow/

Torch/DeepLearning4/ caffe/Theano

等至少一种深度学习框架；

5. 了解 Hadoop/Spark 等至少一种分

布式系统；

面议

5
机器学习算法专家

（知识图谱方向）

1. 理解产品需求，运用技术

解决实际问题；

2. 参与知识图谱数据构建，

挖掘海量金融数据下的可信

知识；

3.基于知识图谱应用，结合

用户场景+知识推理，交付智

能应用；

4. 结合数据分析，使用知识

图谱技术提升产品效果及体

1

1. 海内外知名高校数学，统计学或相

关专业博士学历；

2. 良好的编程及算法设计能力，3年

以上构建知识图谱或大规模文本处

理，掌握相关信息收集与提取大规模

文本下可信知识挖掘的核心技术；

3. 熟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相

关技术，并具备实际工作经验；

4. 熟悉文本处理相关技术，了解重要

算法原理；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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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5. 熟练使用 Java 或 Scala；

6. 熟练使用至少一种脚本语言，包括

Python, R 等；

7.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

码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39 楼 200120

2 公司网址 http://asset.cpic.com.cn/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4 招聘邮箱 cpic@jobapply.cn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任仪 手机 18016468075 传真 50106126

6 第二联系人 手机 传真

mailto:cpic@jobapply.cn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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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简介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是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专业期货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 亿元，设立了业内首批风险管理

子公司，并设立香港子公司进军国际金融市场。

海通期货业内率先导入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首批获得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等业务资格和股票期权交

易参与人资格，并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在稳健发展的十余年间，以良好的企业形象受到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屡获殊荣。客户规模连续 7年排名行业前五，

在金融期货和众多主要商品期货品种上具有极高的市场份额，各项业务指标位居行业前列。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

面议）

备注

1
国际业务销售经

理

（1）负责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制定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督导工

作落实情况；（2）负责对部门各岗

位人员合理分工，明确岗位职责，

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3）筹建海

外子公司，子公司资料报备，与海

外律师、交易所和 FCM 联络；负责

组织公司国际业务的开拓，领导部

门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工作，维持

国内做外盘客户，外资背景做内盘

客户；（4）负责与总公司国际业务

2位

（1）具备较高的英语口语和读写水

平；有 3年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生

活经验，海归优先；（2）本科以上学

历，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等相关专

业，具有扎实的金融及财经理论知识；

（3）4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至少 2

至 4 年金融衍生品行业工作背景，具

有一年以上期货行业任职经验为佳；

（4）视野开阔，了解国内外金融市场

发展趋势，具备出色的组织、沟通和

协调；（5）熟练 MS Office；（6）具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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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沟通、联络，做好 QFII 客户的开

发与服务工作；（5）负责与海外金

融机构联络，与公司海外分支机构

对接、沟通，领导部门开展外盘代

理工作；（6）完成公司领导交办的

其他工作。

备良好的行业分析能力和团队领导

力。

2 外汇研究员

建立、更新、维护外汇期货数据库；

负责国债、外汇市场基础研究，定

期报告、专题报告等； 参与外汇期

货策略研究，协助团队研究服务；

参与金融期货团队投研业务需求、

课题研究等；金融组的其他研究需

求。

2位

1 经济、金融工程、统计、数学等相

关专业硕士研究生；2有 12 年金融市

场工作经验，在证券、基金、银行、

期货等从事有关债券研究工作者优

先； 3 了解宏观经济基础知识、金融

市场基本知识；了解衍生品定价基础

知识；4 精通 Office 办公软件，统计

软件，Bloomberg、Wind 数据库；5 优

秀的逻辑思维、学习能力、语言沟通

与协同能力; 6 精通VBAMatlabC等编

程语言者优先；

7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8 期货投资分

析、证券从业考试，有 CFA、FRM 等优

先

面议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

编码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17 楼 邮编：200122

2 公司网址 https://www.htfutures.com/

4 招聘邮箱 caiguanhua@htfutures.com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mailto:leifeifeng@htfutures.com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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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联系人 蔡冠华 手机 13651638737 传真
021-68685

550

6 第二联系人 雷飞风 手机 021-61871688*6136 传真
021-68685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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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

企

业

简

介

公司简介：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成立，注册于上海市闸北区（现静安区），是国家商务部和税务总局联合批准的融资租赁

企业，股东为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海上实金融服务控股有限公司、上实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和上海华东实业有限公司。公司

主营业务为租赁、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业务。业务领域包括工装、运输、医教、能源和政基等五大领域。租赁设备主要有飞机、船舶和大型

设备。

所属集团公司简介：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1981 年 7 月在香港注册成立，是由上海市国资委全资控股的上海市境外规模最大、实力

最强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和香港最具地方代表性的中资企业之一，具有"境外国资"双重背景和跨境资本通道等独特优势。多年来，上实集团总

资产、利润总额和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三项指标在上海国资系统企业中名列前茅。上实集团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和上海战略，以“融产结合”为

统领，坚持“再次国际化、深度资本化、聚焦大健康、拓展新边疆”发展方向，在沪港两地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岗

位

需

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招聘

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1 项目经理

1、配合部门经理或独立开发租赁项目，

完成业务拓展计划，负责客户营销与客

户关系管理。2、配合部门经理或独立开

展项目谈判，根据客户需求设计租赁产

品交易结构并实施。3、收集业务相关信

息，配合部门经理或独立实施项目尽职

调研并撰写项目报告。4、利用专业知识

和经验创新业务方案，提出改进建议。

若干

1、年龄 35 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历（条件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本科有工科背景者优先。2、3年以上银行

对公业务客户经理工作经验或融资租赁公

司项目经理工作经验或大型制造商、供应

商市场营销工作经验。3、具备较强的市场

拓展、财务分析、创新素质和独立解决问

题的能力。4、热爱客户开发，善于促成交

易。在设备租赁或船舶租赁或飞机租赁方

面有能力、有渠道、有丰富的客户资源的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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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

2
高级项目经

理

1、以获得业务线索，促成交易为主要职

责；负责开发租赁项目,完成业务拓展计

划；负责客户营销与客户关系管理。2、

配合部门经理或独立开展项目谈判，根

据客户需求设计租赁产品交易结构并实

施。3、收集业务相关信息，能独立编制

科学的项目尽职调研提纲并撰写项目报

告。4、利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创新业务方

案，提出改进建议。

若干

1、年龄 40 周岁以下，硕士及以上学历，

证券、投资、金融或财会专业；本科有工

科背景者优先。2、具备注册会计师（CPA）、

特许金融分析师（CFA）、风险管理师（FRM）、

国际特许会计师（ACCA）等相关资格者优

先。3、具备较强的市场拓展、项目策划、

财务分析、创新素质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4、热爱客户开发，善于促成交易。在

设备租赁或船舶租赁或飞机租赁方面有能

力、有渠道、有丰富的客户资源的优先。

面议

联

系

方

式

1
公司地址、

邮政编码

静安区恒丰路 436 号环智国际大厦 16 楼

200070

2 公司网址 http://www.siicleasing.com/

3
网申地址

（非必填）

4 招聘邮箱 HR@sigleasing.com.cn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吕晶 手机 021-22209001 传真 021-22209111

6 第二联系人 吕荣杰 手机 021-22209002 传真 021-22209111

mailto:HR@sigleasing.com.cn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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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

企业

简介

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中信金控）来自台湾，前身中华证券投资公司，由台湾海基会第一任会长辜振甫先生于上世纪 60 年

代设立。企业总部设于台湾台北市，全球员工人数超过 25,000 人，旗下子公司包括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公司、台湾人寿保险(股)

公司、中国信托综合证券(股)公司、中国信托创业投资(股)公司、中国信托资产管理(股)公司、中国信托证券投资信托(股)公司、

中信保全(股)公司、台湾彩券(股)公司等八家子公司。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

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

面议）

备注

1

储备客户经理

对公业务--前台

1. 针对客户所属产

业进行经营情况

分析及风险评核

2. 跟进担保品鉴价

与交易流程查核

3. 协助客户签约对

保并配合内部运

15

1．内地及港澳台学生，有志在大

陆地区从事金融业务；

2.国内外大学本科或硕士毕业，科

系不限，经济金融、财税、管理

等相关专业优先；

3.具财务报表分析能力；

4.主动积极、开朗坚韧、团队合作、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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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流程，解决客

户相关业务问题

4. 协助客户经理进

行产品包装、推

广与新户开拓

5. 确保产品与服务

的完整性与正确

性，以有效避免

对事业单位的风

险损失

沟通能力佳。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码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环球金融中心 27 楼

2 公司网址 https://www.ctbcbank.com.cn/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暂无

4 招聘邮箱
Olivia.zhao@ctbcbank.com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徐哲衎 手机 13818215577 传真 + 86- 21- 6877 8788

6 第二联系人 孙颖 手机 15921893369 传真 + 86- 21- 6877 8788

mailto:Olivia.zhao@ctbcbank.com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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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

简介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基金"）于 2017 年 6 月 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证监许可【2017】

821 号），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股东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谷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营范围为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国融基金下设投资研究部、运营支持部、市场发

展部、合规风控部和综合管理部等五个部门。

作为一家新锐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国融基金自成立已来发展迅速。国融基金将坚持持有人利益至上的原则，依法合规经营。未

来时期，国融基金将借助主要股东国融证券的强大资源，充分发挥公司灵活的激励机制，用"专业专注 承载托付"的经营理念，通

过建立全流程的风险管理体系，搭建完善先进的运营平台，制定科学丰富的营销策略，打造以专业投资管理能力和丰富产品设立能

力为核心的企业竞争力，形成以量化基金、指数基金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为经营特色的行业竞争优势。同时，国融基金也将通

过员工持股平台、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和充分的员工关怀，使持有人利益得到最好的保护。我们相信，国融基金将成长为中国资产

管理行业受人尊重的公司之一。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1 量化投资经理

1、负责量化投资策略设计、

评估及优化；

2、负责金融工程研究平台、

证券投资数据库和量化交易

系统的开发、实施、部署；

3、负责量化模型的开发和测

试；

4、参与量化产品的设计研发、

跟踪产品市场动态；

1-2 人

1、国内外一流高校毕业，数

学、物理、计算机、金融工程

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

2、熟练掌握 MatLab 等编程语

言，熟悉数据库应用；熟悉金

融投资理论，对各类量化投资

策略有深入研究；

3、具有三年以上券商自营、

公募、私募量化策略研发、投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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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协助量化投资产品的营销

与推广；

6、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资经验，有成熟策略及独立管

理账户的经验者优先；

4、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诚

实守信，责任心强、抗压能力

强，具备团队协作意识。

2 信用研究员

1、对债券进行基本面研究、

调研发债企业，并撰写信用分

析报告；

2、维护完善公司债券池；

3、为投资经理提供宏观、债

券市场分析、交易策略等方面

研究服务；

4、承担固收课题的专题研究；

5、同时参与公司的股票研究

工作；

6、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1-2 人

1、国内外名校硕士及以上学

历；

2、金融学、金融工程、经济

学等相关专业；

3、国内信评机构、资管机构 3

年及以上信评工作经验；

4、持有 CFA，CPA 证书者优先；

5、具有强烈的责任心，积极

主动。

面议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编码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大街 168 号腾达大厦 2008 室（100044）、

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 99 号上海滩国际大厦 2909（200080）

2 公司网址 www.gowinamc.com

3 网申地址（非必填）

4 招聘邮箱 hr@gowinamc.com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胡碧妮 手机 15117923032 传真

mailto:hr@gowinamc.com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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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联系人 李丽君 手机 13501074551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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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上海壹账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简

介

上海壹账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金融壹账通，英文名：ONE CONNECT），注册于 2015 年 12 月，金融壹账通是平安集团

旗下金融科技服务公司，平安孵化的四家“独角兽”企业之一， [1] 在《2017 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中位列第 13

名 [2] 。上海壹账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现为深圳壹账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 前身为深圳平安金融科

技咨询有限公司。 [4] 基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平台、生物识别等核心科技，金融壹账通建立起了智能银行云、智能

保险云、智能投资云和开放平台，为金融机构提供科技驱动的业务解决方案。 [5] 截至 2018 年一季度，金融壹账通已为

478 家银行、1,970 余家非银金融机构提供一站式金融科技解决方案，金融机构风控查询量超 1.8 亿人次。 [5-6] 金融壹

账通独特的战略定位和商业模式也获得了海内外投资者的认可，公司已于 2018 年初顺利完成 A轮融资，投后估值 75 亿美

金。

岗位需

求

序

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招聘人

数
任职要求 薪酬福利 备注

全职 1 销售岗

1.对当今市场上先进技术

的广泛理解——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以

及它们对企业的影响

2.有兴趣、有能力解决问

题，对新兴技术抱有热情以

及乐于学习

3.良好的沟通和写作技能

（英语和汉语优先），能与

他人良好的沟通

2

1.批判性思维，强烈的责任感，推

动项目或客户使用我方的技术和解

决方案

2.了解金融服务业，能使用编程语

言（Java、Python、Go）和前端技

术（JavaScript、React 、angular、

vue、Bootstrap）都将成为加分电

项，但不强制要求

面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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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略岗

1.对当今市场上先进技术

的广泛理解——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以

及它们对企业的影响

2.有兴趣、有能力解决问

题，对新兴技术抱有热情以

及乐于学习

3.对金融服务业有兴趣，曾

在银行业实习将成为加分

项

2

1.良好的沟通和写作技巧（必须熟

练使用英语，能使用中文/印尼语/

越南语/泰语/菲律宾语将成为加分

项）

2.批判性思维，强烈的责任感，推

动项目或客户使用我方的技术和解

决方案

3.熟练使用 Excel 和 PowerPoint，

可使用可视化工具（例如，图表，

PowerBI，等等）为加分项，但不强

制要求

面议 -

3
IT 开发（java 开

发等）

1. 开发基于JAVA语言相关

应用；全程参与软件项目的

需求分析、设计、开发;

2、参与重点、难点技术攻

关；软件项目关键、重点模

块研发实现；

3、参与软件质量管理，负

责保障代码质量，软件项目

的持续优化、改进工作；

2

1.有兴趣、有能力解决问题，对新

兴技术抱有热情并对网络技术的新

技术和趋势具有强烈的敏感性

2.清晰的思维，良好的理解能力，

强烈的责任感

面议 -

4 产品岗

1、协助金融科技产品的研

究、包装及全周期项目管

理；

2、协助进行产品分析，撰

写分析报告。

2

1.有兴趣、有能力解决问题，对新

兴技术抱有热情并对网络技术的新

技术和趋势具有强烈的敏感性

2.清晰的思维，良好的理解能力，

强烈的责任感

面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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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

1 IT（实习）

1.编程是必须技能

2.至少了解其中一种编程

语言：Java，Python，Go

3.了解前端技术，

JavaScript、, React ，

angular，vue，Bootstrap

2

1.有兴趣、有能力解决问题，对新

兴技术抱有热情并对网络技术的新

技术和趋势具有强烈的敏感性

2.清晰的思维，良好的理解能力，

强烈的责任感

面议 -

2 运营岗（实习）

1.协助销售规划各个方面，

包括定期更新配额、员工人

数和销售计划

2.开发标准报告工具以支

持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3.协助现有/新项目和业务

的测试和推广活动

2

1.为销售、管理层和业务运营撰写

报告以及解决方案

2.交付报告解决方案和流程改进，

改进现有系统架构

3.支持编写报告、预测和流水线相

关的业务关键活动

面议 -

3
法务与合规（实

习）

1. 提供意见和建议，用以

确保法律尽职调查与合规，

并确保此类活动符合团体

政策。还将负责起草和审查

业务合同以及协议。

2.对当前技术的最新安全

漏洞和漏洞进行管理

2

1.评估 IT 威胁和风险

2.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战略，以确保

信息安全，预防网络安全威胁

面议 -

4 财务岗（实习）

该职位将与财务团队密切

合作，执行以下任务：

1.进行市场和竞争对手调

研，了解金融科技领域的趋

势，建立相关财务制度

2.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并提

2

1.创建和记录财务报告和运作流程

2.与各种支持职能和业务团队密切

合作，建立所需流程，确保业务运

作每天顺利运行

面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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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解决方案

3.执行功能分析、业务计

划、影响力评估

联系方

式

1 公司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1119 号保利西岸中心 A座

2 公司网址 http://www.oneconnect.com.cn/

3
网申地址（非必

填）
-

4 招聘邮箱
HOUJUNWEI410@pingan.com.cn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侯君蔚 手机 13661471817 传真 -

http://www.oneconnect.com.cn/
mailto:HOUJUNWEI410@pingan.com.cn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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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上海嘉定及时雨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简介

上海嘉定及时雨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经上海市政府批准，由 6家企业、2位自然人共同投资设立的专业融

资机构，注册资本金 2亿元。

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成熟的运作模式、创新的产品服务，专注于微型金融业务市场，努力为国内

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个人提供专业、全面的小额信贷服务。

公司由多年活跃于国内小贷行业的顶尖资深人士组建而成，已与国内多家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长期合作、

互惠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岗位

需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薪酬福利

（可明确或面议）
备注

1
人事（HR）实习

生

1.协助发布招聘广告、收集筛选简历；

2.做好招聘渠道的建立和开发；3.做好

各招聘岗位的面试安排及甄选；4.统计、

整理、优化招聘流程；5.协助部门经理

建立公司人才库；6.配合参与公司各事

业部梳理部门架构、岗位职责与岗位说

明书，岗位胜任能力搭建工作；7.协助

开展员工试用期跟进转正、离职访谈；

8.协助部门经理处理员工合同到期续

约、协商离职事宜；9.协助经理进行绩

效改革及培训组织落实；

1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毕业；2.有 HR 实

习经验优先；3.熟练操作

Office 软件；4.抗压能力强，

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适应

性强，执行力强。

4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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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信贷客户

经理

1.协助经理开拓各行业企业贷款新客

户；2.制作贷审报告，对财务三大报表

数字敏感高；3.贷后维护，有基本风控

常识和意识；4.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

作。
2

1.本科毕业，且金融、财会类

相关专业；2.如有银行、小贷

公司1年以上相关实习工作经

验优先；3.形象气质佳，注重

诚信，对工作充满热情。

具体薪酬构成：无

责任底薪

3000-5000+提成+

奖金；本岗位平均

综合薪资在

8K-12k+；

45%销售人员月薪

过万；

联系

方式

1
公司地址、邮政

编码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一路 211 号旺旺大厦 17 楼 200041

2 公司网址 http://www.jishiyuloan.com/

3
网申地址（非必

填）
/

4 招聘邮箱 yexy@shitou.com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5 第一联系人 叶晓妍 手机 13917133070 传真 /

6 第二联系人 陈洁 手机 17321278627 传真 /

mailto:yexy@shitou.com
mailto:（请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shjrzp@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