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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com 唯品会 

Vip.com (NYSE: VIPS) is an e-commerce platform established in 2008. Pioneering the 

flash sales model of “selective brand, deep discount, limited offering”, Vip.com 

covers wide product categories ranging from apparels, shoes & bags, cosmetics, 

maternal and child products, home goods to foods and more. So far, Vip.com has 

cooperated with over 20,000 selected brands around the world. In 2017, Vip.com 

reached annual net revenue of $72.88 billion RMB, with 335 million total annual 

orders and 900 thousand average daily orders. Today, Vip.com records 320 million 

registered members and 85% repeat purchase rate. Since its IPO on 23rd March, 2012 

i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to 30th June. 2018, Vip.com has realized 

profitability for 23 consecutive quarters. The world’s largest online discount retailer 

and the third largest e-commerce platform in China, Vip.com has established a flash 

sales model that become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business models in China e-

commer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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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Leadership Management Trainee 2019 

 

【Qualifications】 

1.MBA degree graduated from the global famous university 

2.Fluen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Nationality is not limited 

3.More than 3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4.Devoted to e-commerce, with good awareness of business trends of the industry 

 

【Training Scheme】 

1.Training direction:VIP.com management 

2.Training period: 3-6 months 

3.Training procedure: 

(1) Induction training + attending director level training course 

(2) Customize rotation for 3-6 months + project exercise, assessment and men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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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 好未来 

Position: Senior Learning Designer 

Location: Shenzhen/US 

Employment Type: Full-Time /Part-Time/Contract  

TAL is a science-based education company that operat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TAL provides an open platform for quality education and extra-curricular 

learning. It serves public education, powers private education, and explores new 

education model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n a global scale. Our mission is advancing 

educ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we invest a lot in that vision. We strive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teaching resources across the globe and disrupt education inequality.  

AI Lab in TAL is committed to using AI technology to drive educational changes.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top talents and high-leve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ientists, AI Lab 

has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y such as 

computer vision, speech recognit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with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  

Details of the Position:  

You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and delivering quality ESL classes to TAL students, 

contributing to the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 orientation. The classes are to be 

designed and delivered based on a new and enriched virtual teaching environment 

utiliz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AI, VR, and animation, as well as participate in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teaching script.  

We are looking for experienced teachers who are dynamic, open-minded and enthusiastic 

about ESL education, and are able to provide fun and interactive lessons to eager 

students, as well as interested in AI and Ed-tech. TAL constantly invests in our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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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hrough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is dedicated to building a rewarding 

career in education for each of our employees.  

Position Responsibilities:  

• To develop and deliver quality ESL lessons to TAL students (with focus on 6-12 

years old) 

• Be responsible for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deas and lesson structure discussions with the research team, design new class 

test and releasing teaching material ·_Able to participate in practice and rehearsal 

of upcoming lessons 

• Able to take part in promotional activities for teaching projects 

• To act professionally and b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all students and other 

teachers. Potentially provide coaching and training to other teachers  

Requirement:  

• Native English speaker 

• Degrees and experienc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 Master’s Degree /Bachelor’s Degree from a top university in a relevant subject 

such as Education, Psychology, English, with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ill be a plus;  

Benefits: 

• Competitive salary commensurate with experience;  

• Health, dental and vision insurance; 401K; 

• Federal holidays and paid vacation days; 

• A highly intellectual, motivated, and high-impact 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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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战略分析师 
【岗位职责】 
1、深度分析物流、保险、金融等行业商业逻辑和未来发展战略；  
2、通过不同渠道收集数据与相关信息；  
3、结合市场及公司业务需求，对行业未来发展提供具备有价值的独立意见；  
4、撰写深度行业报告，并可公开对外演讲。  
 
【任职要求】 
 1、统招本科，985，211院校毕业，有海外名校留学经验优先； 
 2、优秀的数据和信息搜集能力，逻辑清晰； 
 3､有商业化思维头脑，能够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客观评论市场；  
 4、优秀的文字表达能力和PPT审美； 
 5、为人正直，工作积极主动，善于沟通； 
 6、具有 1 年以上相关行业研究经验，且在业内具备一定人脉资源优先 

 

 

 

投融资经理 
【岗位职责】 
1、协助领导制定公司融资规划； 
2、参与落实公司的股权融资方案和过程执行； 
3、对接投资机构、投行、律所等融资渠道和中介服务机构； 
4、各类融资渠道的拓展与维护； 
5、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它任务。 
 
【任职要求】 
1、金融/计算机等应用学科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2年以内VC\PE、战略投资、FDD、CDD、投行、咨询工作经验； 
3、具备较强的财务分析能力和文案撰写能力，熟悉企业投融资流程及方案编写； 
4、具有良好的沟通、领导、执行能力，对快速变化的业务有快速学习和适应能
力，抗压能力强，自我驱动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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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畅游 

畅游公司(NASDAQ：CYOU)是中国领先的互联游戏开发和运营商，于 2009 年 4

月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上市。畅游拥有领先的自主研发技术平台和顶尖运营团

队，其自主研发的《天龙八部》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之一。

畅游历时 16 年的游戏自研基因、影游漫联动全方位战略布局、端手游研运一体化

团队、6 亿级用户数据，致力于为全球玩家提供高品质的互联娱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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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设计实习生 

【岗位职责】          

1.广告设计 

2.协助高级设计师完成批量作业。 

 

【岗位要求】              

1、有良好的美术功底，较好的审美水平； 

2、熟练操作 PS、AE 等设计软件 

3、实习 6 个月以上，可以现场面试。 

4、沟通能力较好，乐于学习，工作有激情，创新欲望强烈，富有责任感。 

 

 

 

网站编辑实习生 

【岗位职责】          

1、根据游戏运营阶段及计划，配合网站主编了解项目组需求，完成游戏官网及专

题活动的策划及执行。 

2、定期进行网站及专题活动的数据结果分析，同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网站进

行辅助优化。 

3、其他网站需求执行及跟进工作。 

 

【岗位要求】 

1、专业/学历：在读本科及以上学历。 

2、技能：能操作 OFFICE 等办公软件，热爱游戏，热爱互联网产品。 

3、基础胜任能力要求 ：诚信正直，性格温和耐心，高度的工作热情，抗压能

力、良好的沟通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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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运营实习生 

【岗位职责】 

1、负责本公司海外手机游戏上线前的筹备工作以及上线后的日常运营工作； 

2、负责游戏线上和线下活动策划与执行，拟定详细文案，提交相关活动规划并参

与活动的设计、制作、本地化翻译和测试； 

3、游戏上线后负责运营数据整理、制表及分析，并通过数据分析进行复盘与优

化；  

4、深入了解所负责游戏的玩法和内容，提出合理的版本优化建议并跟进游戏版本

开发相关工作；  

5、负责产品社区运营，活跃社区气氛，并收集总结玩家反馈，为产品调优提供指

导性建议；  

6、产品评测与竞品分析，定期产出产品评测报告。   

        

【岗位要求】 

1、了解欧美文化，英语达到 6 级水平以上，能够使用英语进行熟练交流，有海外

留学经历的优先； 

2、热爱游戏，熟悉各类手机游戏，有手游运营和手游公会经验或是骨灰玩家优

先；  

3、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执行能力，创新能力强，善于思考，思路清晰，善于

与玩家沟通交流；  

4、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积极主动，吃苦耐劳，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和团队合

作意识；  

5、英语可为工作语言，会小语种者优先。 

 

 

 

音频实习生 

【岗位职责】 

1. 负责游戏内的音效资源制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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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 

1、热爱游戏声音，具有游戏或影视音效制作经验者优先； 

2、具有深度电脑、主机或手机游戏经历，审美品位佳； 

3、熟练掌握音效制作工艺，在拟音、合成器等方面技术有良好的意识； 

4、接受过系统听音训练，或能掌握一门及以上乐器； 

5、工作积极主动，善于团队合作，责任心强。 

 

 

 

测试工程实习生 

【岗位职责】 

1、参与游戏日志埋点验证工作，测试埋点的正确性，确保埋点时机符合逻辑，埋

点各个字段信息符合日志规范； 

2、参与魔盒系统（手游运营工具）以及 BI 系统部分页面功能测试； 

3、提交测试过程中发现的缺陷，按照规范反馈 bug list 

 

【岗位要求】 

1、在校学生，暑假期间有固定的时间实习，每周至少 4 天时间能到岗； 

2、热爱游戏，玩过至少 2 款手游优先； 

3、了解测试相关流程以及基本的测试方法； 

4、工作积极，有上进心，有耐心，爱学习，有一定的沟通能力； 

 

 

 

用户研究实习生 

【岗位职责】 

1. 负责用户研究部日常部门的项目管理、游戏体验拆解、数据的汇总清洗、玩家

邀约甄别等工作 

 

【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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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掌握 Excel 或 SPSS 等数据处理工具，会使用 word 等常规 OFFICE 软件，

责任心强，有比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核算实习生 

【岗位职责】 

1、负责收集、审核公司所有的员工报销及冲账单据，制作打款表，协助顺利打

款； 

2、负责编制报销费用的做账模板，并入账核对，汇总相关的费用账表； 

3、负责解答员工提出报销有关的问题，及时予以反馈解决； 

4、负责配合 ERP 报销模块的相关优化。 

 

【岗位要求】 

1、大本及以上学历，熟练使用 office 办公软件； 

2、诚信正直，热情有燃性，细致耐心，勤奋踏实； 

3、具备较强的工作责任心与稳定性，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4、良好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强，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 

5、对畅游价值观认同，有强烈的求职意向。 

 

 

 

雇主品牌运营实习生 

【岗位职责】 

1.负责畅游校招宣传品设计及人力部门设计支持工作；  

2.畅游招聘活动的营销策划推广及执行；  

3.内部招聘公众号运营及维护。 

 

【岗位要求】 

1.新闻、传播、市场相关专业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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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强大的文案能力，会 PS、AI 等设计软件、能够根据营销热点策划优秀图文；  

3.思维活跃、有优秀的创新能力和热点洞察力；喜欢刷微博、B 站等，关注新媒体

平台资讯； 4.具备优秀的沟通协调、表达能力，有较强的逻辑归纳推理能力、文

档撰写和信息收集能力； 5.参与过学校级大型活动的策划和组织的同学优先。 

 

 

 

HR 实习生 

【岗位职责】 

1.支持业务线岗位招聘工作，包括简历筛选及推荐、意向沟通、面试安排等； 

2.维护及拓展各类招聘渠道，协助激活公司人才库； 

3.支持校园招聘、内部推荐、mapping、背调等项目型工作； 

4.支持招聘数据分析、sop 优化；  

5.完成招聘组内的日常工作； 

 

【岗位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2020 届或可长期实习的同学优先； 

2. 每周到岗 4 天以上，实习周期 3-6 个月；  

3. 人力资源相关专业或有 HR 实习经验的同学优先； 

4. 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主动性强，有韧性，善于思考和复盘，结果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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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居游戏 

1995年，国内最早游戏工作室—金山西山居，在珠海诞生。目前，公司已运营超

过数十款网络游戏，涉足包括仙侠、二次元、科幻、棋牌、换装养成、军事等诸多

品类，创造出无数经典传说。其代表力作《剑侠情缘》系列已成功拓展至亚洲市

场，蜚声海内外。同时，西山居在八大领域—游戏、影视、动画、文学、戏剧、

音乐、竞技、高端文化周边引领跨界联动，全方位进军文化产业，历经20多年传

承，初心未改，西山居不断书写江湖新篇章！目前共有珠海、广州、北京、成都、

大连、武汉、香港、北美8大研发基地，规模近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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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研究工程师实习生 

【工作职责】 

1、在指导下参与用户体验，负责执行体验计划，协助游戏调优。 

2、在指导下进行问卷调查，数据处理和问卷分析工作 

3、对相关玩家研究项目进行支持(包含不限于：玩家测试和访谈执行，访谈记录，

玩家接待，报告撰写等) 

 

【岗位要求】 

1、本岗位针对在校应届毕业生，要求能够全职实习3个月以上； 

2、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专业优先） 

3、热爱游戏，对游戏有较为深入体验(以MMORPG游戏为主)。 

4、具有数据分析能力，会使用SPSS或者excel等相关数据分析软件 

5、有工作责任意识和主动性，善于自我管理 

6、善于倾听，能够对玩家的行为、语言进行敏锐的洞察和客观准确的分析; 

7、有科研项目经验优先 

 

 

 

行政实习生 

【岗位职责】 

1、协助处理游戏公司日常行政工作； 

2、策划公司内部员工福利活动。 

【工作要求 】 

1、管理学相关专业； 

2、认真，细心，有热情、有创意； 

3、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或者团队合作经验； 

4、担任过学校社团或者学生干部优先； 

5、在校期间策划过大型活动优先； 

6、可以实习一年时间，大四期间前9周需至少实习3天以上。 

7、毕业后有在珠海发展意愿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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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拍照小达人，会使用PS，LR等修图软件优先~ 

 

 

 

交互设计实习生 

【职位描述】 

1. 参与游戏界面交互设计工作  

2. 参与分析玩家的需求与偏好，完成界面信息架构，流程设计，原型设计和撰写

交互文档  

3. 协助策划，美术团队，及程序开发人员完成产品的最终实现  

4. 跟进项目执行，持续推进游戏交互体验与易用性  

 

【工作要求】 

1. 热爱游戏，有丰富的游戏阅历。  

2. 了解运用交互设计方法与流程，对交互理论有一定的理解与认识  

3. 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对视觉效果敏感，并具有良好的合作态度与创造力  

4. 优先考虑：人机交互，工业设计，用户研究，心理学等相关专业 

 

 

 

WEB前端实习生 

【工作职责】 

1、与设计师、产品经理协作，出具PC、移动前端解决方案并实现效果 

2、与后台工程师协作，完成数据交互、信息展现 

3、负责前端的架构、前端样式和脚本的模块设计及优化 

4、制订视觉和交互规范、实施标准，确保设计效果的实现质量 

【岗位要求】  

1、熟练使用CSS、HTML、JavaScript 

2、熟练运用各种设计方法进行快速设计和迭代  



 

 15 

3、熟悉前端模块化开发方案，对前端工程化有深刻理解，熟悉一种前端构建工

具，包括Webpack、Grunt、Gulp等 

4、熟悉Bootstrap等前端框架的优先 

5、大三以上，要求能够全职实习两个月以上 

 

 

 

游戏运营策划实习生 

【岗位描述】 

1. 负责游戏运营计划的执行、跟踪和维护，以及项目版本的更新管理工作； 

2. 负责项目运营资源的内外部协调，确保支持部门能高效的协同项目工作； 

3. 负责游戏项目的数据分析，输出对应运营活动策略，并跟进执行； 

4. 收集整理用户反馈和产品问题，并与研发跟进处理反馈； 

5. 能够应对项目运营的突发事件，积极响应需求并解决问题； 

 

【岗位要求】 

1. 热爱游戏，熟悉手游和端游，并对游戏有自己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2. 熟悉新媒体、产品运营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编辑和排版能力、能够独立完成运

营活动的推进； 

3. 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 

4.具有优秀的大数据分析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具有很强的抗压能力、情绪

控制力、熟练使用办公自动化软件，具备基本的网络知识，责任心强，有团队精

神。 

 

 

 

数据开发工程师（Java方向） 

【工作职责】 

1、负责产品需求分析、设计和文档编写 

2、负责数据中心系统开发工作，例如BI系统、ETL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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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进行单元和功能测试，保证软件质量 

4、协助架构师进行技术调研评估，试用新框架、新技术并撰写报告 

 

【岗位要求】  

1、计算机、通信、电子、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2、理论基础扎实，熟悉常用的数据结构及算法； 

3、能够理解并实际运用面向对象思想解决实际问题 

4、能熟练使用JAVA及JavaScript进行Web项目的开发，有Spring等框架使用经

验的优先 

5、对数据库有一定了解，熟悉ORALCE或者Mysql 

6、大三以上，要求能够全职实习两个月以上 

 

 

 

数据产品策划 

【职位职责】 

1、负责项目的数据需求和用户需求收集整理工作； 

2、定期整理项目进度，竞品信息收集分析等； 

3、协助完成数据分析、数据体系建设、策略支持等工作。 

 

【职位要求】 

1、经验不限，学历本科及以上； 

2、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理工类背景优先；对数据敏感，了解数据分析的方

法，熟练使用数据分析的工具；学习能力强，能快速进入新的领域； 

3、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较强的自我驱动力和抗压能力、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团

队合作精神； 

4、有MMO游戏经历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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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实习生 

【工作职责】 

1.协助招聘同事完成招聘相关工作，包括筛选简历，部分候选人沟通，初步电话邀

约，及协助安排面试；  

2.协调候选人和面试官时间，面试接待，测试安排以及面试后续跟踪及反馈；  

3.协助校招相关事宜安排及跟进；  

4.其他工作：及时积极地完成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大三学生优先，本科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优先；  

2.熟悉Word、Excel、PPT等基础办公软件的应用；  

3.耐心，细心，做事认真负责，善于沟通协调；  

4.有自媒体运营工作者优先；  

5.一周至少工作3天，能长期实习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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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凤凰新媒体，纽交所代码：FENG)是全球领先的跨平台网络新媒体公司，

整合旗下综合门户凤凰网、手机凤凰网和凤凰视频三大平台，秉承"中华情怀，全

球视野，兼容开放，进步力量"的媒体理念， 为主流华人提供互联网、无线通信、

电视网三网融合无缝衔接的新媒体优质内容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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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Java实习生 

【岗位职责】 

1、根据项目具体要求，承担开发任务，完成主管制定的开发任务； 

2、按照公司规范要求，完成所承担系统模块的技术文档的编写。 

 

【任职要求】 

1、应届计算机信息软件电子技术自动化电子商务自动化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及理

工科的本科生硕士生有项目经验者优先； 

2、对编程感兴趣，有志于在IT行业发展，熟悉java基本语法了解面向对象编程思

想会编写简单的数据库操作SQL； 

3、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攻克技术难点的能力，有良好的沟通能力积极主动性条理

性和逻辑思维能力； 

4、熟悉HTTP协议，有网络爬虫编写经验者优先。 

 

 

 

技术部网页实际实习生 

【岗位职责】 

1、负责后台系统Web端和移动端产品的界面设计工作，对界面最终效果实现进行

跟进； 

2、按照已定界面风格的标准，完成各次级界面的延续性设计； 

3、根据自己的设计稿，独立撰写html和css，与工程师配合实现最终页面效果。 

 

【任职要求】 

1、善于沟通、合作，关注用户体验细节，有较强的理解力和出色的沟通、执行能

力； 

2、能熟练使用Photoshop、AI软件，热爱设计； 

3、可以独立撰写HTML、CSS代码，能看懂js的优先考虑； 

4、在校学生，能保证每周3天以上实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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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部动漫实习生 

【岗位职责】 

1、构思宣传语、制作宣传图； 

2、维护分发合作关系、上传分发稿件； 

3、漫画编辑见习及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有足够的漫画阅读量，热爱动漫行业，对漫画行业及各大现有平台有基本的了

解； 

2、熟练使用ps等基础设计软件，作品请于简历和面试中展示；有足够的审美意识

及合作意识； 

3、能够针对受众群体捕捉热点进行创作； 

4、有脑洞，有干劲儿，有热情，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内容部应用测试实习生 

【岗位职责】 

1、熟悉或了解相关测试理论； 

2、负责部门公司产品功能测试，用例编写，bug提交，熟悉jira工具等缺陷管理工

具使用； 

3、会使用Chales、Fiddler等相关测试工具的使用； 

4、大三、大四、研究生在读； 

5、性格开朗，善于沟通、能够主动去发现和解决相关问题，并且协助开发人员定

位问题。 

【任职要求】 

1、熟悉或了解相关测试理论； 

2、负责部门公司产品功能测试，用例编写，bug提交，熟悉jira工具等缺陷管理工

具使用； 

3、会使用Chales、Fiddler等相关测试工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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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三、大四、研究生在读学生； 

5、性格开朗，善于沟通、能够主动去发现和解决相关问题，并且协助开发人员定

位问题。 

 

 

 

技术部产品实习生 

【岗位职责】 

1、协助产品经理完成竞品分析； 

2、协助产品经理输出用户使用体验报告和行业分析； 

3、协助产品经理进行原型制作和PRD编写； 

4、协助产品经理进行产品测试和验收； 

5、对新闻有较强的敏感度，协助完整相关数据梳理。 

 

【任职要求】 

1、本科或研究生在读，每周可保证4天到岗，连续工作三个月以上； 

2、了解产品经理主要职责，有过产品实习经验优先； 

3、较强的逻辑思维、沟通能力、自我驱动力； 

4、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热衷于互联网产品。 

 

 

 

市场部市场助理实习生 

【岗位职责】 

1、收集整理行业营销优秀案例； 

2、支持案例参赛和奖项对接工作； 

3、负责案例公关稿件的撰写。 

 

【任职要求】 

1、细心、有想法、脑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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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协作意识； 

3、写作能力好，熟练使用Photoshop、英语好加分； 

4、实习期一周五天，四个月以上为佳。 

 

 

 

广告销售部运营分析实习生 

【岗位职责】 

1、负责日常合同流程管理，其他流程的日常协助； 

2、对业务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存档，完善数据支撑平台。 

 

【任职要求】 

1、熟练使用WORD,EXCEL,PPT等常规软件； 

2、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 

3、责任心强，执行力强，学习能力强； 

4、善于统计归纳和分析。 

 

 

 

技术部内容运营实习生 

【岗位职责】 

1、负责凤凰新闻客户端自媒体内容的日常运营工作； 

2、收集整理市场内优质自媒体内容，优化，新增分类体系； 

3、管理凤凰新闻内某领域的自媒体内容日常工作； 

4、统计、分析相关指数及数据，提供合理分析。 

 

【任职要求】 

1、善于沟通、合作，关注用户体验细节，有较强的理解力和出色的沟通、执行能

力； 

2、能熟练使用Photoshop、AI软件，热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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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以独立撰写HTML、CSS代码，能看懂js的优先考虑； 

4、在校学生，能保证每周3天以上实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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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趣拿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去哪儿网（Qunar.com）是中国领先的无线和在线旅游平台，其网站上线于2005

年5月，公司总部位于北京。致力于建立一个为整个旅游业价值链服务的生态系

统，并通过科技来改变人们的旅行方式。 

 

去哪儿网通过其自有技术平台有效匹配旅游业的供需，满足旅游服务供应商和中国

旅行者的需求。 

 

截至2015年3月31日，去哪儿网可实时搜索约9,000家旅游代理商网站，搜索范围

覆盖全球范围内超过28万条国内及国际航线、约103万家酒店、85万余条度假线

路、近万个旅游景点，并且每日提供超过20万种旅游团购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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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运营（航司方向） 

【工作职责】 

1、作为去哪儿对接航司运营的唯一渠道，负责承接国内航司所有业务的运营和支

持 

2、从数据、监控和项目推进落地等方面给予销售支持 

3、在公司内部统一协调产品、基础运营、服务等业务 

4、负责国内航司旗舰店的运营工作 

 

【任职资格】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  

2、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以及优秀的学习能力。 

3、工作认真细心，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欢迎2019年毕业的同学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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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建信信托”）是经中国银监会报请国务院批准，由

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控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2009年8月公司正式重组运营，2011

年公司成为由中国银监会直接监管的8家信托公司之一。截止2011年末，公司注册

资本15.2727亿元，净资产47.0243亿元，位居行业前列。 

 

 

 

 

 

 

 

 

 

 

 

 

 

 

 

 

 

 

 

 



 

 27 

投资经理 

【工作职责】 

1、负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及资本运作； 

2、负责并购重组、私募股权、资产证券化等项目的承揽、承做； 

3、负责与投行、券商、私募、银行等同业机构联系，了解行业动态、寻找项目资

源、对接同业资金等； 

4、拓展并购和PE项目，完成项目执行及投后管理，并参与管理多支不同类型的并

购基金； 

5、带领团队完成各项业务指标及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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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海康威视是以视频为核心的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面向全球提供综合安防、智慧

业务与大数据服务。2018年，公司全球员工超26000人，设有32家省级业务中心/

一级分公司及38个境外分支机构。业务涉足AI、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领

域，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 全球视频监控市场占有率第1位（iHS,2011-2017） 

-“全球安防50强”榜单中，蝉联全球第1位（a&s《安全自动化》，2016-

2018） 

海康威视秉承“专业、厚实、诚信”的经营理念，坚持将“成就客户、价值为本、

诚信务实、追求卓越”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行动准则，不断发展视频技术，服务人

类。 

研发实力 

- 海康威视拥有视音频编解码、视频图像处理、视音频数据存储等核心技术，及云

计算、大数据、深度学习等前瞻技术。 

-以杭州为中心，建立辐射北京、上海、武汉以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英国利物浦的

研发中心体系 

-计划在西安、武汉、成都、重庆和石家庄建立新的研发基地 

-研发投入占企业销售额的7-8%，绝对数额占据业内前茅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 

 

全球业务 

海康威视针对众多行业提供专业的细分产品、IVM智能可视化管理解决方案和大数

据服务；基于视频技术，将业务延伸到智能家居、工业自动化和汽车电子等行业，

为持续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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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支持工程师 

【工作职责】 

1、产品技术问题处理 

2、产品培训与推广 

3、客户及内部新员工培训； 

 

 

 

海外销售 

【工作职责】 

1.收集调研新业务在CIS区域的发展趋势，寻找切入计划，制定短期和长期业务规

划，达成年度业务指标； 

2.独自完成市场需求，客户需求的收集与反馈，保证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提升； 

3.合理分配年度市场行销预算，尽早达成收支平衡； 

4.完善客户发展策略，独立拓展新产品业务渠道，尽量避免与海康业务渠道重叠；

5.根据业务发展情况，逐步建立新业务团队，保证业务组持续健康发展 

 

 

 

项目售前工程师 

【工作职责】 

1、负责重大项目售前咨询服务，包括项目需求分析、技术交流引导和项目方案设

计，指导项目技术架构设计与技术风险控制；  

2、负责项目售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使项目售前方案及技术服务满足项目各阶段

的进度、质量和目标要求；  

3、负责行业市场与竞争分析，掌握目标行业和竞争对手动态，在项目售前过程中

确保竞争优势；  

4、根据公司销售重心，组合公司现有解决方案、产品、服务种类，深入挖掘行业

客户的潜在需求，形成具有创新性的行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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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堂有限公司 

 

养生堂有限公司创建于1993年, 是一家专业生产和经营健康产品的现代化高科技

企业。企业的宗旨是“创利育人、兼济天下, 在人类健康领域被承认是做得最好

的”。公司始终以“为生命健康提供产品与服务”为使命, 专注于健康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坚持为消费者提供天然、健康、安全的产品。发展至今, 公司产业横跨了

饮用水饮料、保健品、食品、生物制药、化妆品、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养生堂有

限公司和旗下的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民营500强企业，集团旗下还拥有三

家高新技术企业——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养生堂天然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北

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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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品牌 

【工作职责】 

不断洞察消费者需求和市场最新态势，通过品牌建设、媒介宣传、企划推广等方式

构建并传递公司品牌价值主张，不断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扩大市场份额，从而促进

产品的发展 

 

 

 

产品研发 

【工作职责】 

利用专业的生物、医药、化学等技术，着重于探索和发现新型的、前沿的、效用更

高、更安全的天然材料和研发技术，以及它们在食品、化妆品、药品中的应用产品

开发 

 

 

 

生物制药 

【工作职责】 

在这里，你选择的是一份开创性的事业，它是养生堂生物医药板块在现有成熟的

“诊断、预防“平台基础上，向”治疗“领域开疆拓土的战略性举措；在这里，我

们欢迎无畏的开拓者、坚韧的实干者、坚定的理想者，与公司在生物医药治疗领域

中一同创业、挑战自我、成就事业，为人类生命健康提供领先的生物医药技术和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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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招聘经理-外籍 

【职责描述】 

This position mainly takes the full ownership and accountability to identify 

and source quality candidates to meet business needs of the responsible 

business portfolio to enable the business strategy, which includes: 

• Communicate with internal departments for job description and new 

position opened; Understanding the resourcing needs and requirements 

和内部用人部门沟通人员需求和招聘职位等，理解招聘需求 

• Manage recruiting process and suggesting suitable resourcing channels; 

处理招聘流程和建议合适的筛选渠道 

• Search candidates, screen resumes, and make matches; Identifying and 

recommendation suitable candidates 

搜索潜在的候选人，筛选简历和匹配岗位需求；推荐适当的候选人 

• Communicate with candidates for initial selection; 

和候选对象进行初步沟通 

• Further interviews with candidates, and complete assessment reports 

with the recruiter team; 

对候选人进一步面试，并协助招聘小组完成评估报告 

• Establish  

• Complete other tasks assigned by department manager. 

完成其他部门经理交办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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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创新研究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创新研究院/研究生院（简称杭州研究院）是一所由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与浙江省、杭州市及滨江区三级政府共建的新型高水平研究机构，

2018年3月正式落户杭州高新区（滨江）。 

    杭州研究院以“建设信息领域世界一流技术创新平台和创新人才培养平台”为

使命，积极探索新机制，汇聚全球创新资源，致力于取得一批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与应用，努力建设成为扎根浙江、放眼世界的一流人才高地与创新高

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成立于1952年，是航空航天高等学府，现隶属

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建校以来北航始终得到党和国家的重点支持，是首批16所全

国重点大学之一，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22所高校之一，也是国家“211工程”、

“985工程”、“2011计划”建设高校。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A类高

校名单。2018年入选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名单。 

薪酬福利 

参照国内外一流研究院所，为百里挑一的入选者提供有国际竞争力、比肩阿里网易

海康、能够使其安心技术创新的薪酬和福利待遇。 

科研保障 

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重大原始创新，根据引进人才的实际需要，在科研经费、实验

室空间、团队配备、博士后及研究生招生指标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和保障。 

激励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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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端人才实行PI负责制，高度的人财物自主权，最大限度激发团队的创新活力。

建立基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重大应用的晋升评价导向，不以论文论英雄，实行多

元化、市场化的评价体系。 

私人助理 

设立人才服务专员岗位，为高端人才团队，实施个性化服务（处理各种工作生活琐

事，让人才把精力和时间集中在技术创新、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上）。 

创新创业 

重视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利用滨江区支持北航师生创新创业专项政策和先天优

势，最大限度激励人才在技术成熟时带成果创业。 

安居保障 

对国家、省、市等级别高端人才分别给予100万元、80万元、60万元的购房补

贴；对新引进符合条件的硕士、博士提供国际人才公寓或2000-4000元/月租房补

贴；2年后入住白马湖畔科学家小镇。 

关爱家人 

积极保障引进人才子女就学，重点人才重点保障；引进人才父母不论户籍均纳入滨

江区养老服务范畴，优先安排入住区内政府养老服务机构；对高端人才及其配偶子

女，开辟就医绿色通道，为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便捷落户 

对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者（50周岁以下），享受先落户后就

业政策，并允许其配偶、未成年子成年未婚子女和符合投靠条件的双方父母迁入，

研究院将提供一站式代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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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研究员 

【岗位要求】 

1.原则上具有2年以上海外著名大学或学术机构科研学习工作经历，具有海外著名

大学博士学历学位者优先； 

2.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在研究领域内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突出的学术成

果； 

3.具备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以主要成员参与国际前沿性研究课题，在科学研

究方面取得同行认可的进展； 

4.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子信息工程、电路与系统、自动化控制类

及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5.原则上年龄不超过40岁。 

 

 

 

特聘副研究员 

【岗位描述】 

1.参与中心现有热电薄膜器件相关项目研发及工艺方案的设计； 

2.负责中心柔性电子方面的研发以及工艺改进等相关工作；3.协助项目负责人进行

传感器新产品设计、开发以及生产工艺制定； 

4.新项目的调研及技术可行性分析。 

 

【岗位要求】 

1.具有优秀学术背景和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博士（2年以上工作经验）； 

2.熟悉半导体材料或者薄膜加工以及检测的手段； 

3.三年以上材料项目研发以及管理经验； 

4.半导体、微电子、柔性电子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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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研究员 

【岗位描述】 

1.负责中心极弱磁测量大科学装置或者脑磁测量研究大装置方案的设计； 

2.负责极弱磁测量大科学装置或者脑磁测量研究大装置研发、架构、框架设计等； 

3.负责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申报、研究和管理； 

4.完成首席科学家交给的其余任务。 

 

【岗位要求】 

1.原则上具有5年以上海外高校或学术机构科研学习的工作经历，具有海外海外高

校博士学历者优先； 

2.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在相关研究领域内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突出的学术

研究成果；或者承担过工程项目，具有较强的工程技术能力； 

3.具备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以主要成员参与国际前沿性研究课题，在科学研

究方面取得同行认可的进展； 

4.具有物理学、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电气与控制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微电子。 

5.获得国家青年千人者优先；生物医学工程、分子影像学、半导体激光器、光学检

测、微弱信号处理、磁屏蔽、磁场测量、MEMS传感器等相关专业优先； 

6.原则上年龄不超过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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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孩子王以”让每个童年更美好”为使命，专业为准妈妈及0-14岁儿童提供一站式

购物及成长全方位增值服务，致力于成为中国新家庭的全渠道服务商。首创了以会

员为核心资产的“商品+服务+社交”的大店商业模式，采用重度会员模式，通过

“科技力量+人性化服务”，全渠道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商品解决方案、育儿成长

服务及社交互动。业务板块涉及新零售、社交电商、金融理财、育儿服务、成长教

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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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划 

【岗位职责】 

1、 协助制定公司品牌策略、营销计划、数字营销策划方案、媒介传播方案等； 

2、调研分析行业动态，挖掘客户需求，提炼产品创意和卖点，协助提出合理有效

的品牌策略与建议； 

3、 参与实施公司产品的营销战略及品牌推广计划，并及时提供用户反馈及改进

建议及意见； 

4、 协助策划、分解、实施品牌宣传、推广、营销工作，开拓对外品牌传播平台

与媒体渠道。 

 

【任职要求】 

1、 热爱互联网、有用户思维和营销意识； 

2、具备良好的沟通、逻辑思维及团队合作能力； 

3、良好的执行力、创新力与抗压能力； 

4、在校期间有营销、活动策划等经验者优先。 

 

 

 

线上运营 

【岗位职责】 

1、 协助线上运营活动的策划与发起，包括但不限于：APP平台运营、产品类目运

营、活动运营、内容运营、新媒体运营等； 

2、 对运营整体趋势和竞争对手等情况进行分析，输出运营调整建议数据。 

 

【任职要求】 

1、 热爱互联网、有用户思维和运营意识； 

2、具备良好的沟通、逻辑思维及团队合作能力； 

3、良好的执行力、创新力与抗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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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O 

【岗位职责】 

1、 协助全渠道技术中心某开发条线的项目管理实务，包括具体开发项目的推动； 

2、 组织内部的流程改进和效率提升，提供模版、checklist、方法等； 

3、 协助负责与产品、开发、测试等多个团队间沟通合作，推动项目的开发及版本

上线过程，能及时识别项目风险和问题，并及时协调解决； 

4、 协助组织项目过程评审，项目例会等，并跟踪落实to do和优化项。 

 

【任职要求】 

1、 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 具备出色的分析、归纳、总结的能力，良好的沟通协调技巧，能清晰准确地描

述项目执行情况，优秀的表达和文档撰写和控制能力； 

3、 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管理能力，工作主动、严谨，有良好的协同能力和

团队合作精神，责任心强，有较强的抗压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人力资源 

【岗位职责】 

1、参与企业人力资源某一模块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招聘、培训、组织发展、薪酬

绩效、员工关系、企业文化等； 

2、协助人力资源相关模块的项目工作，参与项目设计及流程、工具等开发。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等相关专业优先； 

2、熟练应用EXCEL等办公工具，有良好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 

3、善于与人沟通，良好的逻辑思维和团队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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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动网络 

 

我们是一支热爱游戏、热爱用户、充满个性的团队，也是一支有技术、有梦想、坚

持初心的团队。 

自2003年创业以来，我们坚信可以用科技与艺术，智慧与勇气，让世界变得更加有

趣和美好。 

我们敢于颠覆，突破局限，只为还原游戏本身的乐趣，我们坚持探索，乐于创新，

不断尝试去赋予游戏以新的形式。 

我们始终倾听玩家最真实的需求与心声，打造平等且纯粹的游戏社区，也同样不囿

于游戏产业，发展的视野延伸至偶像娱乐与原创动漫。 

我们立志以游戏人的身份，满怀一颗匠人之心，凭借引以为傲的手艺，骄傲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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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开发工程师 

【岗位职责】 

1、根据策划需求，执行游戏服务端的研发工作； 

2、负责自己所开发模块的单元测试工作； 

3、程序性能的优化。 

 

【任职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软件工程、计算机专业优先； 

2、精通C/C++编程； 

3、熟悉MySQL或其他数据库系统； 

4、熟悉Socket网络编程； 

5、有良好的编程思路及习惯。 

 

 

 

客户端开发工程师 

【岗位职责】 

1、负责游戏客户端内容，功能开发和维护； 

2、能够独立并且保证质量的完成指定模块的开发及单元测试； 

3、针对一些客户端基础问题，能够debug及优化； 

4、配合策划、美术、运营等部门的工作。 

 

【任职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软件工程、计算机专业优先； 

2、熟练掌握C++或C#语言，熟悉数据结构，会lua脚本语言的以及有UE4或U3D相

关经验的优先； 

3、良好的逻辑思维型，良好的代码编写习惯，良好的中英文阅读水平； 

4、有游戏公司实习或者独立游戏开发经验者优先； 

5、善于学习和总结分析，有良好的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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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美术设计师 

【岗位职责】 

辅助创意和制作与游戏项目相关的美术内容。 

 

【任职要求】 

1、审美能力强，美术功底好，热爱玩游戏，想要做游戏； 

2、有意愿投入到游戏行业中。 

 

 

 

游戏UI设计师 

【岗位职责】 

对游戏产品进行界面和交互设计。 

 

【任职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设计相关专业； 

2、熟练掌握ui设计相关软件； 

3、热爱游戏，愿意全身心投入游戏行业， 

4、有较强的设计创意能力，良好地把握色彩搭配。 

 

 

 

游戏策划师 

【岗位职责】 

1、负责游戏内系统功能和日常玩法的设计和制作，增加游戏的可玩性； 

2、设定游戏规则，并为程序、美术团队编写相应的需求文档； 

3、跟进所负责模块的开发进度，推动程序和美术的工作进展； 

4、配合测试来保证系统实现的正确性，对其进行用户体验的优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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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及时高效地配合其他项目成员（程序、美术、运营、QA等）工作推进，不断优

化游戏体验。 

 

【任职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有多年游戏经验，熟悉目前市场上的热门手游； 

3、对主要类型游戏的系统玩法设计及体验反馈有较深的认识； 

4、逻辑清晰严密，有责任感，工作积极主动，抗压能力强，善于沟通。 

 

 

 

游戏引擎开发工程师 

【岗位职责】 

1、负责引擎底层功能应用开发和技术扩展钻研；  

2、负责引擎应用规范、流程制定；  

3、负责引擎客户端游戏底层功能开发；  

4、挖掘并优化引擎的应用，提升效果表现；  

5、解决并优化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6、主动与同事分享开发技术与经验。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相关专业学历；   

2、精通C/C++开发语言；  

3、精通3D图形编程及相关算法；  

4、拥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基础和丰富的应用经验；  

5、具有非常好的团队融入能力和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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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工程师 

【岗位职责】 

1、研究已有的算法，将其实现，并且调整模型以及参数等； 

2、根据实际的需求，设计新的模型以解决实际问题。 

 

【任职要求】 

1、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熟悉计算机基本算法及应用； 

3、扎实数学基础； 

4、熟悉至少一种主流面向对象编程语言(JAVA, C++等)； 

5、熟悉python； 

6、使用过深度学习框架解决实际问题者优先； 

7、了解不同的深度学习框架例如pytorch, tensorflow, caffe的优先； 

8、熟练使用Linux者优先。 

 

 

 

视觉设计师 

【任职资格】 

1. 热爱设计行业，设计 / 美术相关专业本科毕业； 

2. 具备2D / 3D 设计能力，熟练使用Photoshop / Illustrator / AE / C4D 等软件； 

3. 有一定的手绘能力及出色的插画技能； 

4. 具备创新力与激情，有不错的学习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永远保持好奇心，敢于

尝试新事物； 

5. 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有不错的抗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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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星环科技专注于企业级容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核心平台的研发和服务,领

航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基础软件新纪元。公司以上海为总部，以北京、广州为区域总

部，在南京、郑州、成都设有支持中心，同时在深圳、天津、武汉等地设有办事机

构，并在美国和新加坡设有海外分支机构。经过多年自主研发，星环科技建立了五

大产品系列：基于容器的智能大数据云平台Transwarp Data Cloud ( TDC )、一

站式大数据平台Transwarp Data Hub ( TDH )、智子人工智能平台Transwarp 

Sophon、分布式数据库（闪存数据库ArgoDB, 图数据库StellarDB）和超融合大

数据一体机TxData Appliance，并拥有多项专利技术。2016年被Gartner评为全

球最具有前瞻性的数据仓库及数据管理解决方案厂商，2017年被IDC评为中国大

数据市场领导者。公司产品已经在十多个行业应用落地，目前星环科技已完成D1

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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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研发工程师 

【工作职责】 

1. 参与分布式数据库或大数据分析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和实现； 

2. 参与分布式数据库的架构设计、自动化运维、容灾方案、云平台建设等研发工

作或大数据计算引擎、存储系统、编译系统的的架构设计、产品化等研发工作； 

3. 带领团队完成数据库重要的技术创新与产品落地工作； 

4. 推动基于新型分布式数据库的应用生态的建设。 

 

【职位要求】 

1. 有五年以上数据库及相关技术工作经验；  

2. 熟悉不同类型数据库（Oracle/MySQL/HBase...）的底层运行原理、体系架构

和优缺点； 

3. 熟悉Spark等计算引擎，或者熟悉数据库内核技术； 

4. 对分布式系统原理（CAP/Paxos/最终一致...）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5. 精通数据库产品性能分析和测试，对数据库的优化、存储性能有较深的研究和

操作经验; 

6. 有技术团队管理经验，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同能力，能够承受较大的工作压

力； 

7. 有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SQL编译器开发工程师 

【工作职责】 

1、负责SQL编译器开发 

2、SQL和存储过程的静态编译和执行计划解析 

3、SQL优化器 

4、SQL计算引擎优化 

 

【职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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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良好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功底, 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 

2、熟悉SQL语言，了解存储过程和函数者优先 

3、有编译器开发经验者优先 

4、熟悉Apache Hive者优先 

 

 

 

分布式计算工程师 

【工作职责】 

1. 负责星环分布式计算系统的设计，开发与运维工作； 

2. 负责分布式计算系统的查询优化，运行优化，分布式调度等工作。 

 

【职位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 

2、熟练掌握Java语言、SQL语言 

3、熟悉Linux平台 

4、有良好的操作系统、数据结构和算法功底 

5、具备一年以上，任意分布式存储系统(包括但不限于HBase/Mongdb/ceph)开

发经验 

6、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7、工作积极主动，自我驱动能力强，负责认真，主动思考 

8、熟悉spark、hadoop、hive、hbase者优先 

 

 

 

分布式存储开发工程师 

【工作职责】 

1. 负责星环分布式存储系统的设计，开发与运维工作； 

2. 负责实现分布式存储系统的解决方案，架构设计和关键特性； 

3. 负责构建高并发、高吞吐、低延时的数据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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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相关专业； 

2. 熟练掌握Java、Scala、C++中的一种或多种； 

3. 有良好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基础； 

4. 积极主动，有良好的解决问题能力； 

5. 熟练使用Linux； 

6. 有HDFS、HBase、MongoDB、Cassandra、ElasticSearch等分布式系统的开

发或运维经验者优先； 

7. 熟悉MySql、PostgreSQL等数据库者优先。 

 

 

 

安全开发工程师  

【工作职责】 

1、 分析现有大数据平台安全架构，挖掘其中的漏洞并进行改进 

2、 负责容器镜像漏洞检测工具的设计、开发和实现 

3、 负责云上大数据安全防护平台的设计、开发和实现 

4、 跟踪国内外最新安全事件，进行漏洞分析、预警和防范 

 

【职位要求】 

1、 熟悉常见的系统漏洞、木马、内网攻击防护和渗透技术 

2、 熟悉常见的Web安全漏洞分析和防范包括SQL注入、XSS、CSRF等OWASP

常见安全风险 

3、 熟悉docker和kubernetes，对其整体架构特别是安全方面有一定的了解 

4、 熟练掌握一门流行编程语言，有大型项目的开发经验 

5、 具备较强的技术钻研和学习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6、 有云或者大数据安全相关项目开发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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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后端开发工程师 

【工作职责】 

1、 大数据平台管理系统后端的设计与开发； 

2、 智能运维平台的设计与开发。 

 

【职位要求】 

1、 名校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优先；               

2、 有专业的计算机素养，熟悉网络编程、操作系统、基本数据结构和算法； 

3、 具备良好的模块化设计能力，能够对复杂流程抽象和简化，有一定的产品思

维； 

4、 较强的编程能力，熟练掌握Java或Scala语言者优先； 

5、 有分布式系统、自动化运维、机器学习算法等相关经验者优先。 

 

 

 

容器云研发工程师（初／中／高） 

【工作职责】 

1、负责容器云平台的软件架构设计与开发工作                  

2、负责 Kubernetes 编排服务框架的与云平台的集成与开发工作                                                                                 

3、负责应用微服务化并迁移到容器云平台的开发工作 

 

【职位要求】 

1、熟练掌握 C/C++、Go、Python或java至少一门语言编程语言                                                                                    

2、熟悉 Linux/Unix 操作系统； 

3、对云计算、虚拟化非常感兴趣； 

4、工作激情，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富有责任心，能承受一定强度的工作压力                                                         

 

【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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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kubernetes 编排服务框架以及能对它们进行二次开发者优先； 

2、熟悉容器平台网络性能调优以及网络解决方案，如 Flannel 等开源技术者优

先； 

3、对大规模集群、负载均衡、分布式存储、自动化方面有经验者优先； 

4、有过 OpenStack 相关开发工作经验者优先； 

5、熟悉 Linux 网络基础，如 iptables,tun/tap, vlan／vxlan，Linux 

Bridge,Open vSwitch、Openflow 等技术者优先 

 

 

 

云网络开发工程师 

【工作职责】 

1、参与容器平台网络组件的规划、设计和开发工作 

2、参与 kubernetes 容器平台的开发和维护工作 

3、参与 kubernetes 平台网络性能优化工作 

 

【职位要求】 

1、熟悉 linux 操作系统和 bash 脚本； 

2、熟悉 Python/Java/Go/C/C++ 中一门或者多门编程语言； 

3、熟悉 TCP/IP 网络协议栈； 

4、有网络相关开发经验者优先（交换机、ovs、vxlan、BGP等）； 

5、有 docker、kubernetes 等容器开发和使用经验者优先； 

6、对技术有热情，对新技术有很强的好奇心； 

7、具备优秀的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擅长解决技术难题，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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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云虚拟化工程师 

【工作职责】 

1、负责容器云平台的Iaas架构设计与开发工作                  

2、负责容器云Iaas开发工作 

3  针对Iaas优化镜像管理, 安全, VNC, 快照, 在线迁移, BareMetal管理等工作 

 

【职位要求】 

1、熟练掌握 C/C++、Go、java至少一门语言编程语言                                                                                    

2、熟悉 Linux/Unix 操作系统； 

3、对云计算、虚拟化非常感兴趣； 

4、工作激情，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富有责任心，能承受一定强度的工作压力                                 

 

【加分项】 

1、掌握 kubernetes 编排服务框架以及能对它们进行二次开发者优先； 

2、熟悉容器平台网络性能调优以及SDN网络解决方案 

3、对大规模集群、负载均衡、分布式存储、自动化方面有经验者优先； 

4、有过 OpenStack 相关开发工作经验者优先； 

5、熟悉 Qemu/Libvirt 等优先 

 

 

 

云计算运维工程师 

【工作职责】 

1、 负责云服务的运维工作 

2、 负责运维工具的设计、开发和落地工作 

 

【岗位要求】 

1、 计算机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3年以上系统软件开发工作经验                                     

3、 精通C/C++/Go至少一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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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良好的编程风格和编写文档的习惯，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能承受一定工作

压力                                                          

5、 熟悉Linux内核及其开发模式，有内核开发、调优经验    

6、 精通Linux内核一个或以上关键模块（如内存管理、调度、文件系统 ）者优

先                                                           

7、 熟悉Linux容器相关技术（namespace、cgroup）优先 

 

 

 

测试开发工程师（初级/中级/高级） 

【工作职责】 

1、 参与软件项目的需求分析，关注项目需求的可测性，并能预先评估项目的风

险 

2、 负责软件项目的测试方案制定，设计测试数据和测试用例，并进行相互评审 

3、 实施软件测试，完成对产品的集成测试与系统测试，对产品的功能、性能及

其他方面的测试负责 

4、 对项目总的问题进行跟踪分析和报告，推动测试中发现问题及时合理地解决 

5、 汇总测试执行情况，编制相关报告 

 

【职位要求】 

1、 计算机，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相关专业 

2、 工作认真负责，独立完成测试计划 

3、 掌握python，shell，C/C++，matlab 等任一编程语言 

4、 熟练使用一种或几种主流自动化测试工具和框架，如LoadRunner、

WinRunner、QTP、Appium、Robot Framework、Selenium、TestNG等（加

分） 

5、 熟悉kafka/ogg/k8s/docker的基本操作 （加分） 

6、 掌握基本的linux操作 （加分） 

7、 有云产品的测试经验（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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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计算开发工程师 

【职位描述】 

负责分布式实时计算引擎的设计与开发工作    

 

【职位要求】 

1、熟悉Java或者Scala语言，数据结构和算法基础扎实 

2、熟悉常用的分析以及故障诊断具                                  

3、了解Spark/Flink或者其他分布式系统者优先                    

4、了解Kafka或者其他分布式消息队列者优先                     

5、了解SQL语言，了解存储过程和函数优先                        

6、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 

 

 

 

分布式计算引擎开发工程师 

【职位描述】 

负责自研通用分布式计算引擎的设计与开发，包括但不局限于分布式算法开发和调

优，分布式计算引擎开发和调优。 

 

【职位要求】 

1、有较强的逻辑能力，扎实的数据结构、算法基础，熟练掌握一门编程语言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3、工作积极主动，自我驱动能力强，负责认真，敢于接受挑战 

4、了解常见分布式计算系统工作原理（例如MapReduce，Spark，MPP）者优

先 

5、了解常见分布式协议（例如Paxos，2-phase commit）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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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运维（AIOps）平台开发工程师 

【工作职责】 

对星环部署实施的集群各类日志与系统级指标进行分析并建模。开发星环智能运维

平台，辅助进行分布式系统故障诊断。 

 

【职位要求】 

1、掌握基础计算机专业知识，有较强的归纳总结能力以及熟练的代码编写能力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3、工作积极主动，自我驱动能力强，负责认真，敢于接受挑战 

4、有分布式平台级运维经验者优先 

5、有数据分析经验者优先 

 

 

 

CV算法工程师 

【职位描述】 

1. 负责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算法在实际领域的落地和产品化； 

2. 负责前沿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算法的核心技术研发和优化； 

 

【职位要求】 

1. 硕士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电子等相关专业，3年以上工作经验，计算机

视觉和人工智能方向的硕士或博士优先； 

2. 在图像领域或人工智能领域具有3-5年相关经验，经验包括并且不限于：物体识

别、光学文字识别、以图搜图、场景理解、图像及视频标签等； 

3. 能灵活使用各种CNN，熟悉RNN和LSTM，掌握传统图像算法（HOG，SIFT

等），了解Reinforcement Learning和Meta Learning的加分； 

4. 熟练掌握C/C++和Python编程语言，具有Linux开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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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掌握TensorFlow/Caffe等框架，能独立完成算法的训练和推理； 

6. 对数学和机器学习有一定敏锐度，并能灵活运用解决实际问题； 

7. 具有英语阅读论文能力； 

8. 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 

 

 

 

NLP算法工程师 

【工作职能】 

1、负责星环NLP算法库的开发和实现 

2、负责海量文本信息的知识提取和知识库维护 

3、负责知识图谱开发和构建 

 

【职位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相关专业，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扎实的数据结构、算法基础，扎实的java基础 

3、熟练使用Linux、熟练掌握Shell脚本 

4、扎实的机器学习理论基础，有数据建模经验优先 

5、熟悉基本NLP库，如nltk，jieba， coreNLP等 

6、熟悉深度学习库优先，比如MXNet, TensorFlow, Torch, Theano, Keras等 

7、熟悉分布式平台Hadoop和Spark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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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金融 

360金融是人工智能、大数据驱动的金融科技平台，是360集团的金融合作伙伴。

360是聚焦互联网安全的科技企业，连接了超过10亿台的设备。360金融携手金融

合作伙伴，为尚未享受到普惠金融服务的优质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产

品，凭借自主研发的风控技术，360金融以科技为驱动力，为用户提供便捷的产品

体验。360金融致力于成为连接用户与金融合作伙伴的科技平台，旗下产品有360

借条、360小微贷、360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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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工程师 

【职位描述】 

1. 深入理解业务，参与金融数据策略分析及开发上线 

2.构建机器学习模型，规则推理系统，图论挖掘等方法 

3.参与基础数据收集整理及特征工程建设 

 

【任职资格】 

1.计算机，数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有金融算法、模型等实践项目

优先 

2.具有扎实的数据结构及算法基础，有机器学习/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的

实际应用开发经验 

3.熟练掌握Python、R，熟悉Hadoop/Spark/Hive/Storm等分布式计算框架 

4.有深度学习应用经验者优先 

5.有大数据风控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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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网络游戏为发展起点的综合性互联网企业，巨

人网络为A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558.SZ。目前，巨人网络将定位为一家综合

性互联网企业，拥有互联网娱乐、互联网金融科技、互联网医疗三大核心业务。 

巨人网络坚持精品战略，自主研发了《征途》系列、《球球大作战》等受玩家喜爱

的精品游戏，其中《征途》开创免费商业模式，首创自动寻路、自动打怪等创新玩

法被全行业模仿，成为行业游戏制作标准。《球球大作战》开创休闲竞技全新游戏

品类，总用户突破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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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策划师（校招） 

【工作职责】  

1、 施展上帝之手，设计一款移动游戏的核心机制； 

2、 用数字武装自己，建立游戏世界的数值体系，提供数值模型和数据支持，用理

论证明数值模型的合理性； 

3、 驾驭文字设计游戏剧情、任务文档撰写及各类对话、规划游戏任务类型及设计

各类任务； 

4、 完善游戏系统的合理性、平衡性和持续可发展性，从一台小小的设备中，变幻

出丰富无穷的玩法体验； 

5、 参与一款移动游戏从原型、研发到发布的整个流程。 

 

【任职资格】 

 1、 综合素质扎实，学科成绩优秀；具有优秀的学习能力、创造力、沟通能力、逻

辑思维、系统分析与文字组织能力，能从思考事物规律中获得乐趣； 

2、 热爱游戏，有志于参与游戏开发；具有丰富的游戏经历，有游戏策划案撰写经

验的优先； 

3、 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数学相关、计算机相关、戏剧文学相关优先。 

 

 

 

游戏开发工程师（校招） 

【工作职责】 

1、负责游戏服务器端/客户端开发工作； 

2、负责自己所编写模块的单元测试工作；  

3、优化项目程序的性能。 

 

【任职资格】 

1、计算机基础知识扎实，有一定的编程经验； 

2、熟悉C/C++/GO/C#编程、多线程编程，熟悉STL； 

3、熟悉常用数据结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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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熟悉MySQL或其它同类数据库系统； 

5、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有主动学习的能力和

意愿，对技术研究有热情； 

6、有在linux服务器环境下开发或者使用cocos，unity3d引擎、UE4引擎开发、游

戏经验者优先； 

7、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或相关专业。 

 

 

游戏引擎开发工程师（校招） 

【工作职责】 

1、负责3D引擎的相关开发，如场景管理，人物动画，特效，SHADER，动作融合，

粒子等； 

2、负责游戏美术相关插件编写；  

3、负责引擎相关工具开发，优化3D引擎的性能。 

 

【任职资格】  

1、 计算机基础知识扎实，有一定的编程经验； 

2、 熟悉C++、STL及各种设计模式,熟悉各种数据结构和算法； 

3、 熟悉3D图形学原理,熟悉3d图形的常用技术,有较强的数学功底； 

4、 熟悉HLSL,Shader编写； 

5、 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有主动学习的能力

和意愿，对技术研究有热情； 

6、 硕士及以上学历，计算机或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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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宝尊专注提供以品牌电子商务为核心的一站式商业解决方案，涉及店铺运营、数字

营销、IT解决方案、仓储配送、客户服务等5大内容。我们的业务覆盖从品牌官方

商城，到中国最大的线上购物平台天猫与京东，及社交移动商城，线下智能门店等

全渠道的构建。我们植根于数字世界的商业模式演变，并在供应链各领域深耕细

作，为品牌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为消费者打造完美购物体验，构架起品牌与消费

者之间的互通桥梁。 

“科技基因”推动宝尊不断实现技术升级和转型，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合作运用，打造出卓越超群的电子商务平台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用

户，助力品牌成就科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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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品牌运营（上海） 

• 多平台活动的策划、资源挖掘、跟进及实施 

• 协助品牌店铺销售目标拆分及达成 

• 对品牌店铺运营数据进行收集及分析，并提出有效应对方案 

 

 

 

IT ： 

• JAVA开发（上海、北京、成都） 

• WEB前端（上海、北京、成都） 

• 算法（上海、北京） 

• 大数据（上海、北京） 

 

 

 

 

其他： 

• DM方向（上海） 

• 客户维护挖掘营销机会 

• 根据需求协调资源提供创意策略服务、项目进程管理 

• 物流方向（上海） 

• 协助完成物流运营目标、挖掘客户需求拟定新产品及项目方案、数据分析及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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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国内首批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之一，核心员工成为公司重要股东。在领先的治理结构下，客户、公司员工与股东

的利益紧密捆绑，形成合力，共同打造“聚焦业绩的主动投资精品店”。公司拥有

近300名员工，其中约半数为专业投研人员，投资人员的平均从业年限近10年。     

中欧基金为个人投资者和专业机构投资者提供了卓越的长期投资业绩和一流服务。

截至2018年二季度末，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近2500亿元；过去六年，中欧基金旗下

权益类基金平均股票投资主动管理收益率达到233.82%，股票投资主动管理能力

居行业第一位；机构持有主动权益基金规模全市场第一（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Wind，截至2017年末）。 中欧基金多年来获得业内多项奖项，2016年度“五年

持续回报明星基金公司奖（证券时报）”、2016年度“金基金•TOP公司（上海证

券报）”、2017年度“十大明星基金公司（证券时报）”、2017年度“公募基金

20周年•金基金股票投资回报基金管理公司奖（上海证券报）”、2014—2017年

度连续四年蝉联基金业最高殊荣“金牛基金公司（中国证券报）”。长期以来，中

欧基金与投资者和渠道伙伴紧密合作，帮助客户实现资产长期保值增值。得益于独

特的所有权结构，中欧基金得以长期坚持战略方向，聚焦长期投资业绩，专注主动

投资，立志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资产管理精品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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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助理 

【工作内容】 

协助行业研究、公司分析；硕士；专业不限。系统开发岗 

1）根据开发进度和任务分配，完成相应模块软件的设计、开发、编程任务； 

2）进行程序单元、功能的测试。，查出软件存在的缺陷并保证其质量； 

3）进行编制项目文档和质量记录的工作； 

 

【专业要求】 

1）计算机相关专业； 

2）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金融知识和IT技术有强烈工作意愿； 

3）掌握JAVA开发的逐流前后端技术栈，对脚本语言有了解（如Python）； 

4）熟悉Oracle等主流关系数据库运维，熟悉SQL查询语言 

 

系统开发岗位 

【工作内容】 

1) 按照要求按时保证质量完成工作任务； 

2) 根据开发进度和任务分配，完成相应模块软件的设计、开发、编程任务； 

3) 进行程序单元、功能的测试，查出软件存在的缺陷并保证其质量； 

4) 进行编制项目文档和质量记录的工作； 

5) 维护软件使之保持可用性和稳定性。 

【专业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计算机、软件、信息等）； 

2) 正直诚实、踏实勤勉、积极主动、快速学习、乐于分享； 

3) 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金融知识和IT技术有强烈工作意愿； 

4) 掌握Java开发的主流前后端技术栈，对脚本语言有了解（如Python)； 

5) 熟悉Oracle等主流关系数据库运维，熟悉SQL查询语言。 

  



 

 65 

行业精选策略组研究助理 

【工作内容】 

协助行业研究、公司分析。 

【专业要求】 

知名院校硕士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本科理工类专业、硕士经济金融类复合专业背景优先考虑。 

 

钱滚滚子公司系统开发岗 

【工作内容】 

1）参与团队项目开发，主要业务包括支付、交易、营销活动、产品; 

2）配合参与应用的产品设计和需求分析； 

3）按照项目计划，按时提交高质量代码，完成开发任务； 

4）针对开发代码进行codereview； 

5）针对开发设计进行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 

6）技术的学习和预研，对开源项目中可以应用到项目的技术进行可行性研究。 

【工作内容】 

1)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通信等相关专业； 

2）熟悉面向对象编程技术概念（OOP），对Java或者.NET语言有基本了解，了

解Java 

平台的开源框架：Spring、SpringMVC、MyBatis等； 

3）熟悉关系型数据库，掌握MySQL或者Oracle数据库的基本DDL、DML语法以

及相关 

操作； 

4）熟悉基本的Web开发技术，了解CSS、Javascript、HTML，掌握前端框架的

基本用法： 

jQuery、AngularJS； 

5）熟悉Linux环境，能够使用基本的命令操作系统资源； 

6）性格开朗活泼，善于沟通，积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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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Fosun International Limited is a family-focused multinational company that 

has been listed on the main board of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00656.HK) since 2007. Founded in 1992, Fosun International's total assets 

exceed RMB530 billion (c.US$81 billion) as of 31 December 2017. With its 

roots in China, and throug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su 

n’s mission is to create customer-to-maker (C2M) ecosystems in health, 

happiness and wealth, providing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familie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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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tar Program – Investment 

【Key Responsibilities】 

1．Assist in deal origination and analysis throughout the investment 

process. 

2. Monitor market trends on a global scale; collect economic / marketing 

data and relevant third-party reports, establish investment frameworks etc. 

3. Investigate companies in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support our 

teams in completing and submitting investment proposals. 

4. Ensure the content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materials (e.g. financial 

models, valuation analysis, due diligence, investment memorandums etc.). 

5. Assist senior executives and project leaders in negotiations and 

transaction processes. 

6. Develop and present internal memorandums and investment 

presentations. 

7. Other responsibilities assigned by project teams and senior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1. 2019 Bachelor/Master graduate. 

2. Internship experience in investment related fields and knowledge in 

Private Equity, Venture Capital, Equity Research, Investment Banking is 

highly preferred. 

3. Well-organized self-starter who is able to manage and prioritize a 

range of tasks. 

4. Strong judgment,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skills; ability to 

articulate and present ideas effectively both verbally and in written 

form. 

5. Excellent leadership, management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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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igh proficiency in both Mandarin and English. Fluency in Portuguese, 

French, Hebrew, Arabian, Japanese or Korean would be a plus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基金成立于1998年3月，作为国内首批规范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20年

来国泰基金和中国基金业共成长，是业内少数拥有并开展多类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

之一，各类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两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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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交易员 

【岗位要求】 

1、熟悉银行间债券交易流程，并进行相关数据核对整理工作、协助完成交易指令

等相关工作； 

2、及时整理交易记录，保证交易过程资料备案完整； 

3、完成其他与债券投资交易相关或部门负责人布置的工作。 

 

【任职要求】 

1、985或211院校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 

2、有银行、基金、券商等金融机构债券交易实习经验者优先考虑； 

3、具有良好的应变能力和沟通能力，工作态度积极仔细。 

 

 

 

前端开发工程师 

【工作职责】 

1．负责使用js ,html ,css进行手机及PC端前端开发工作； 

2．负责进行Android IOS 和 React Native 的技术开发工作。  

 

【任职要求】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有互联网金融相关实习经验

者优先； 

2．愿意学习并了解互联网运营模式，对互联网金融有兴趣，具有抗压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 

 

 

 

产品经理（产品运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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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1. 根据产品及用户特点，完成各互联网金融平台上运营内容的撰写和运营推广活

动策划及助运营指标的完成； 

2.及时了解分析市场走势及竞争对手的最新动态，主动创新，根据市场热点，制定 

话题内容及社交化传播； 

3．收集、整理、分析运营数据，根据运营数据分析结果挖掘用户痛点，持续策划

和改进运营活动。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广告，新闻，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有互联

网相关实习经验优先； 

2.愿意学习并了解互联网运营模式，对互联网金融有兴趣，具有敏感的市场意识； 

3.出色地运营项目策划、执行及数据分析能力，优良的文字功底； 

4.具有良好的沟通及团队合作精神，能够承担一定压力。 

 

 

 

产品经理（官网APP方向） 

【工作职责】  

1. 了解基金行业的业务发展趋势，负责公司直销平台产品功能的策划及落地，推

动团队完成项目开发； 

2.完成直销平台产品运营策划，制定完整的线上/线下推广方案，协助部门关键指

标完成； 

3.分析运营数据，改善运营方案，提升运营效果，能从数据分析中发现问题，并以

此为依据能独立自主的推进产品持续迭代。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经济、金融、计算机等相关专业，有互联网平

台相关实习经验优先； 

2.出色地运营项目策划、执行及数据分析能力，优良的文字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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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良好的沟通及团队合作精神，能够承担一定压力。 

 

 

产品品牌经理助理 

【工作职责】 

1.负责行业营销信息定期收集与分析及对标产品持续研究等营销投顾工作；  

2.负责提供新基金发行及持续营销项目的营销方案，并对公司产品进行营销包装， 

协调投研资源进行合力营销；  

3.负责向各销售渠道提供各类营销资讯，包括但不限于市场异动分析，宏观数据及

政策解读，热点事件点评，公司策略报告对外版本等。 

 

【任职要求】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新闻、传播、中文等相关专业优先； 

2.具有良好的理解能力，能独立进行思考并以具有影响力的文字来表现； 

3.具有从事营销策划工作的热情、良好的沟通及团队合作精神。 

 

 

 

机构业务部理财经理 

【工作职责】 

1．协助维护机构客户合作，向客户提供专业化产品服务并为服务方案提供数据支

持；  

2．协助直销业务的开户办理、交易录入等；  

3．完成部门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经管等相关专业，有基金行业实习经验者优

先；  

2．熟悉金融市场的各类产品，尤其是基金业各类产品；  

3．积极进取、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较强的抗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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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战略研究/综合分析 

【岗位职责】 

1．与公司宏观研究、金融行业研究团队协同工作，负责对资产管理行业和公司发

展进行业 

务战略研究及分析，参与公司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分解实施； 

2．负责公司经营管理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定期撰写经营管理分析报

告；  

3．负责公司领导相关报告的撰写等其他工作。 

 

【岗位要求】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金融、经济、法律等相关专业； 

2．学习成绩优异，具有良好的数据分析和写作能力； 

3．积极进取、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较强的抗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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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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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幸咖啡 

 

luckin coffee（瑞幸咖啡）是中国新零售咖啡典型代表，致力于成为中国领先

的高品质咖啡品牌和专业化的咖啡服务提供商。我们以优选的产品原料、精湛的咖

啡工艺，创新的商业模式，领先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努力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高品

质的咖啡消费新体验，推动咖啡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瑞幸咖啡总部位于厦门，服务网络现覆盖26个城市、2000余家门店。瑞幸咖啡致

力于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咖啡独角兽技术团队，我们

拥有厦门、北京、天津三地研发中心。 

luckin coffee采用互联网新零售模式。大数据与AI技术结合，实现数据价值最

大化，通过打造精准数据平台，搭建完整大数据体系。IOT（物联网）将销售端、

供应链端工作的硬件设备接入到统一管控平台，在设备的原始数据基础上，根据日

常工作需求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以便能科学指导门店、仓储的运作，提高作业和生

产效率。算法专注于智能算法优化与个性化算法实践，在个性化、销量预测、供应

链、门店选址、配送、优惠券发放等多个环节，推动线上线下全链路业务的自动化

与智能化，在高效促进用户增长的同时，实现用户体验及成本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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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中心- 运营主管 

【岗位职责】 

1. 负责运营中心内部管理、全国运营数据分析等相关工作； 

2. 负责安排协调总部运营中心与分公司运营支持部工作支持对接工作； 

3. 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数学、统计等专业，理工科背景； 

2. 具有较强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营建中心- 营建主管    

【岗位职责】 

1. 负责收集、统计各项目相关资料、数据、图片等，整理并归档； 

2. 跟踪并掌握项目各阶段实施进度，并及时更新； 

3. 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理工科背景、工程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2. 较强的应变能力，熟练操作 office 等办公软件。 

 

 

 

设备管理部-设备主管  

【岗位职责】 

1. 负责协助全国门店生产设备的登记与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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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责协助全国门店生产设备的报修统计和分析； 

3. 负责维修零备件的管理与调配等；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理工科背景优先考虑； 

2． 精通 EXCEL 数据应用，逻辑思维清晰，相关工作经历优先 ； 

3． 良好的抗压能力，和沟通能力。 

 

 

 

财务管理部-会计  

【岗位描述】 

1. 辅助领导完成各项收款工作，并及时整理归档资料； 

2. 辅助领导核对与公司的合作供应商往来账务； 

3. 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财务相关专业。 

 

 

 

法务部-法务专员  

【岗位描述】 

1. 负责公司的合同审核工作，起草合同以及其他法律文件； 

2. 配合经理解决公司的纠纷，并参与诉讼； 

3. 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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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重点院校毕业，法律相关专业。 

 

 

 

质量管理部-质量管理主管    

【岗位职责】 

1. 负责对供应商准入资质的审核及维护； 

2. 负责对供应商的改善结果进行监督确认； 

3. 完成上级临时分配的其它工作。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理工科专业，食品相关专业优先； 

2. 较强的协调、沟通与执行能力。 

 

 

信息中心- JAVA 研发工程师    

【岗位职责】 

1、参与功能需求说明书和系统概要设计，并完成代码编写； 

2、按照主管领导安排的任务完成本人负责的模块设计和编码相关文档； 

3、辅助测试完成本模块的测试工作； 

 

【任职要求】 

1、985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数学及相关专业； 

2、熟悉编程语言 C，接触过编程语言 JAVA，熟悉 SQL 查询语言； 

3、熟悉计算机理论，对网络 数据库 软件模型有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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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要较强的学习能力，对技术有钻研精神，并有较高的热情，热衷于新技术学

习和实践。 

 

 

 

信息中心-算法工程师   

【岗位职责】 

1、参与算法设计与实现等工作，如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推荐算法等。 

2、参与大数据开发，特征工程，算法方案落地等工作。 

3、参与数据分析和挖掘等工作。 

 

【任职要求】 

1、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统计学、数学及相关专业。 

2、熟悉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推荐算法、自然语言处理等相关技术。 

3、熟悉一门编程语言，比如 python 或者 java 或者 scala。 

4、熟悉数据结构和算法。 

 

【加分项】 

1. 熟悉深度学习，或者参加数据挖掘或者人工智能等相关比赛并有排名，或者发

表过数据挖掘或者人工智能等相关论文。 

 

 

信息中心-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岗位职责】 

1、参与大数据架构和大数据产品研发； 

2、和产品、测试、算法团队充分沟通，保证具体功能的正常研发； 

3、协助大数据架构师，对大数据架构做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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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985 全日制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数学及相关专业； 

2、熟悉大数据开发语言如 Java 或 scala，熟悉 SQL、MDX 查询语言； 

3、熟悉计算机理论，对网络 数据库 软件模型有较好的基础； 

4、需要较强的学习能力，对技术有钻研精神，并有较高的热情，热衷于新技术学

习和实践； 

 

【加分项】 

熟悉 Hadoop、Hive、HBase、Spark、ElasticSearch 等。 

 

 

信息中心-产品经理   

【岗位职责】 

1、跟踪用户反馈、进行目标用户调研，完成需求分析，撰写需求文档，参与新项

目的探索； 

2、根据各类数据分析、测试结果和用户反馈，持续改进现有产品； 

3、数据统计、数据分析工作； 

 

【任职要求】 

1、985 全日制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数学相关专业以及理工科背景优先

考虑； 

2、逻辑清晰，学习能力强，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和书面撰写能力，具备一定的

数据分析能力； 

3、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较高的质量意识，良好的沟通协作意识，较强的问题解决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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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 Auto 

 

Bos Auto 是波士顿地区最大的华人综合性车行，成立六年以来，我们倾听每位客

户的每个需求，并以超越客户的期待为宗旨。Bos Auto 作为一家经营新车及二手

车销售的正规车行，旗下拥有三家门店，并尽心竭力地为广大留学生、新老移民提

供一切车辆相关的业务，服务涵盖麻州驾驶知识普及、汽车买卖、汽车租凭、汽车

置换、汽车保险、汽车保养与维修，以及车辆个性化改装等，是名副其实的一站式

服务。 

 

同时，我们提供的独家长租（Lease）服务，无需社安号（SSN）和信用记录

（Credit History）便可贷款，可提前还车，无需担心汽车贬值，到期后免税提

车。部分车型免费保养一年。 

公司地址 

112 Copeland St, Quincy, MA 02169 

公司网址 

www.bosauto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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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otive BDC Manager/ Sales 

【Job Description】 

1. Bos Auto Inc. has an immediate full-time opening in our Business. 

2. Development Center/ Internet Sales office. 

 

【Your responsibility】 

1. This is not a typical sales job - your goal as an internet sales specialist is 

to be the first point of contact for customers who use the web to find 

ou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ars we have available. 

2. Using phone, email, and text , social media, you'd use your great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enthusiasm to contact them and send them 

the information they're looking for with the goal of setting up a time 

for them to come in to the dealership for a test drive. 

3. Prior Internet Sales or BDC experience is a plus, but not necessary. 

 

【Requirement】 

1. HS Grad a must, we’d prefer some college experience. Those who 

have served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and direct customer service have 

the preferred background. 

2. If you have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self-motivated, and determination 

to learn and excel. 

 

【Job Type:】 

Ful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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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 Consultant 

【Job Description】 

1. If you've got a passion for people and the desire to succeed, a position 

as a BosAuto Sales Consultant may be for you! 

2. Bos Auto is a growing automotive sales company that is built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and treating people with respect. 

3. Bos Auto is seeking energetic salespeople to join our team of 

hardworking individuals. 

4. As a Sales Consultant with Bos Auto, you will gain valuable experience 

with an established company. 

5. Our consultants hit the ground running, averaging 75K over their first 

year with potential for growth 

 

【Job Requirements】 

1. Possess an energetic, motivated, and challenge-seeking spirit 

2. Prior automotive sales experience preferred but not required 

3. Self-driven and motivated to achieve results 

4.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and customer skills 

5. Friendly, likable and outgoing personality 

6. Must maintain a current and valid driver's license with an acceptable 

driving record as established by the Company's insurance provider 

 

【Job Responsibilities】 

1. Developing prospects 

2. Greeting prospects and analyzing their needs 

3. Presenting products and solutions to those needs 

4. Coordinating test drives and trade vehicle evaluations 

5. Presenting and negotiating purchase options 

6. Reaching positive agreement 

7. Vehicle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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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ngoing customer retention and referrals 

 

【Education and/or Experience】 

1. High school diploma/GED required 

2. Sales experience is a plus 

3.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both written and verbal 

4.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skills 

 

【Job Type】 

Full-time 

 

 

 

Lot Manager/ Sales Assistant 

【Job Description】 

BosAuto Sales is seeking a Lot Manager/ Sales Assistant! 

 

【Your Duties】 

1. Control the flow of cars in and out of the lot for maintenance, in service, 

auction, car sales, etc. 

2. Direct and enter correct status in the fleet computer system. 

3. The Lot Manager may occasionally be responsible for safely driving cars 

to and from various locations. 

4. Up-sell of product needs. 

5. Candidates must be able to work in a fast-paced customer service 

environment and sometimes outside during inclement weather 

conditions. 

 

【Mandatory Requirements】 

1. Candidates must have a valid driver's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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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ust be at least 20 years of age and have Flexibility in scheduling which 

may include night's weekends and holidays. 

3. Candidate must possess working knowledge of simple basic mechanical 

functions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Cars. 

4. Prior Management experience mandatory. 

5. Prior sales experience a plus, but not a must. 

6. Must possess a great work ethic, and be self-motivated. 

7. Very lucrative/ aggressive pay plan! 

 

【Job Description】 

1. Experienced Automotive Detailers / Reconditioners 

2. Exterior and Interior - Clean, wax, buff, light sand and shampoo, etc. 

3. Body shop detailing experience is required. 

4. Ability to do paint-correction is preferred. 

5. Ability to disassemble and reassemble car parts is preferred. 

6. Ceramic Coating Experience will make you even more money! 

7. Must be reliable, and able to time manage vehicles. 

8. Great paying position! 

 

Great Atmosphere, and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make a lot of money for 

the right person! 

This is a full time, Monday - Saturday position. 

Experience preferred. 

Family Operated Dealership for over 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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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汉语 

KK汉语是一家在线教育公司，⾯向海外的学校和家庭，解决海外学中文难的痛点。

KK汉语以“传播汉语智慧，培育家庭亲情”为使命，通过个性化的内容和产品矩阵，

让3-12岁的孩子爱上中文，同时增强学员们的感受力、想象力和表现力。 

个性化的服务、实时在线的陪练、精选的在线课程，KK汉语让学习更有趣、更简单、

更有效，⼀经推出就收获了遍布全球20多个城市家庭和学校⽤户的良好⼝碑和热情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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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开发 

工作地点：广州珠江新城                      工作年限：3年以内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专业要求：信息技术 

 

【岗位职责】 

1. 从事iPhone/Android智能手机平台应用软件的分析、设计、编码和测试； 

2. 与需求方和团队成员合作，辅助需求调研,领导开发，测试及产品发布，保证整

个过程的顺利进行； 

3. 参与移动设备客户端、服务器的设计、审查、开发及维护； 

4. 带领并培训团队新人。 

 

【任职资格】 

1. 正规大学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2. 具有移动设备或嵌入式领域相关工作经历三年以上； 

3. 必须了解iPhone平台开发，有相关从业经历； 

4. 英语读写能力强，能够与国外同事emali沟通。 

5. 了解Android,Symbian等其它平台优先。 

6. 有团队领导经验优先。 

7. 参与过开源项目者优先。 

 

 

 

市场推广兼职 

工作地点：当地                      工作年限：3年以内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专业要求：市场营销 

 

【岗位职责】 

1. 根据公司市场推广策略，负责在当地开拓客源、合作伙伴的日常沟通联络； 

2. 建立与海外学校、培训机构、亲子群等资源关系，跟进当地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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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资格】 

1. 熟悉海外商务拓展，良好的项目推进能力，能够统筹资源； 

2. 有过相关推广工作经验优先； 

3. 英文沟通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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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信恒业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宜信是一家从事普惠金融和财富管理的科技企业，在支付、 网贷、众筹、机器人投

顾、智能保险、区块链等前沿领域积极布局，通过业务孵化和产业投资参与全球金

融科技创新。成立十二年以来，始终坚持理念创新、 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服务中国

高成长性人群、大众富裕阶层和高净值人士，真正的让金融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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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 Wealth Management 

工作地点：纽约                      工作年限：10年以上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专业要求：无 

 

【岗位职责】 

We are proactively looking for Experts of Wealth Management or Private 

Banking in Greater New York area now. You, as the team leader, the key 

responsibilities are: 

 

1. Build and supervise a team of relationship manager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w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to high-net-worth clients. 

2.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plans in order to grow 

client base and AUM, and drive revenue 

3. Recruit experienced relationship managers to build a high performing 

sales team 

4. Perform other sales management functions such as training,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s, etc. 

5. Ensure the conduction of business complies with all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internal policies. 

 

【任职资格】 

You, as the perfect candidate 

 

1. An established track record in growing new business and implementing 

plans and strategies to drive client acquisition and AUM and maintaining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lients 

2. University Graduate with Minimum 10 years’ experience in wealth 

management, preferably with at least 5 years' experience in leading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sales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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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amiliar with various investment products including private equities, 

capital market, real estate, insurance, etc. 

 

What would additionally help you be successful? 

 

1. Strong leadership and sales management skills 

2. Well-developed interpersonal, influencing and negotiation skills. 

3. Knowing Chinese culture and fluent in Chinese Mandarin/Canto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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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奥赛图（Biocytogen） 

Founded in 2008, Biocytogen has offices, lab spaces, and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China and the US. Having served more than 500 academic and 

industry clients worldwide, Biocytogen is a premier, integrated research 

partner that provides gene-modified animal models and preclinical research 

services. We pride ourselves on our cutting-edge technology platforms and 

extensive experience, commitment to superior service, and having one of 

the largest collections of animal disease models.To meet the fast growth, we 

are recruiting talents for both wet lab research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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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ssociate  

 

【Position Summary】 

We are seeking a talented candidates to perform work to support in 

vivo/ex vivo efficacy studies which employ immune-oncology antibodies 

and humanized mouse models. The candidate will work closely with Senior 

Scientists and Project Managers. An innovative mindset, attention to detail, 

and the ability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and with cross-disciplinary teams 

are ideal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candidate should possess.  

  

【Job Responsibility】 

l Perform preclinical pharmacology studies with troubleshooting 

capability  

l Understand in vivo efficacy/toxicity studies and PK/PD data  

l Prepare experimental results summaries and reports to higher level 

administrator(s)  

l Follow and understand SOP procedures and experimental protocols 

l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mouse models  

  

  

【Required skills and Experience】 

l Bachelors or Masters degree with biological, pharmacology training or 

related fields  

l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l 1-2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in 

biotech companies or academic research 

l Experience with cell culture and in vitro assay development is a plus  

l Mouse model experience is a big plus  

l Good team player with a pass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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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cientist and associate for in vivo studies  

  

【Position Summary】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search Scientist/Associate will be to 

establish and characterize conventional and innovative immuno-oncology 

and oncology animal models in our new Boston site. In addition, the 

incumbent will assist and perform ex vivo and in vitro cellular and/or 

biochemical assays to support model characterization.  

  

【Job Responsibility】 

l This hands-on position requires strong scientific training and 

laboratory skills in the immunology, immuno-oncology, and oncology. 

l The incumbent will establish, characterize, and interpret immuno-

oncology and oncology mouse models that include syngeneic, 

xenograft,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use models, and human immune 

cell- and hematopoietic progenitor cell-engrafted murine models for 

pharmacological and pharmacodynamics studies.  

l The incumbent is expected to work independently to perform and 

troubleshoot in vivo studies, and responsible for 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and reporting. He/she will also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scientists throughout the company to introduce 

and apply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technologies and techniques 

to quickly expand our model portfolio. Literature research, academic 

collaborations,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are additional key components 

of such effort. 

l The incumbent will also collaborate and support ex vivo and in vitro 

investigations of such animal models using cellular and biochemical 

method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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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he incumbent is expected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and present 

study results both at internal team and departmental meetings and to 

external scientific communities.  

  

【Required skills and Experience】 

l BA/BS with over 5 years, M.S. with over 3 years, or Ph.D. graduate with 

0-3 years’ academic or industry experience in immunology, immuno-

oncology or oncology. 

l Extensive relevant research experience using animal models as 

evidenced in publications is required. Experience with immuno-

oncology models such as PBMC and CD34+ hematopoietic cell-

engrafted immunodeficient mice is highly desirable. Experience with 

xenograft and/or PDX oncology models is very desirable.  

l Expertise in handling small animals, drug administration, blood and 

tissue collections.  

l Prior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pharmacology and PK/PD is highly 

desirable.  

l Expertise with primary immune or cancer cell preparation from blood 

or tissues is strongly preferred.  

l Expertise in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tissue culture, cellular and 

biochemical assays using primary and cultured cells, technologies in 

protein and RNA expression analysis is desired. 

l Strong organizational skills and attention to details. Maintain research 

data and records with highest integrity. 

l Collaborative team player. Be flexible and prioritize tasks based on 

team and company goals. Ability to multitask in fast-paced 

environment. 

l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at all levels, within teams and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abo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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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cientist and associate for in vitro studies  

【Position Summary】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search Scientist/Associate will be to 

develop and perform in vitro and ex vivo cellular and/or biochemical assays 

and expand company’s assay capabilities in immunology, immuno-

oncology and oncology. In addition, the incumbent will assist and support 

in vivo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using animal model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nd characterizing existing and new animal models.  

  

【Job Responsibility】  

l This hands-on position requires strong scientific training and 

laboratory skills in the immunology, immuno-oncology and oncology, 

as well as expertise in and dedication to innovative assa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l The incumbent is expected to independently develop, perform, 

interpret, and troubleshoot a broad range of in vitro assays including 

immune cell profiling in blood and tissues, functional assays using 

primary cells such as T cells, NK cells and macrophages, cytokine 

profiling, as well as cytotoxicity/apoptosis assays using primary and/or 

cultured cells.   

l He/she will innovate and expand our assay portfolio by identifying, 

evaluating, and implementing new assay technologie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cademic collaborations, and adaptation from 

other groups within the company.   

l He/she is also expected to effectively present both internally at team 

and departmental meetings and externally to collaborators and 

scientific communities.  

   

【Required skills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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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BA/BS with over 5 years, M.S. with over 3 years, or Ph.D. graduate with 

0-3 years’ academic or industry experience in immunology, immuno-

oncology or oncology.  

l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cell biology, biochemistry, and/or molecular 

biology. This includes broad tissue culture expertise, biochemical assay 

technologies, and protein and RNA expression analysis.   

l Expertise in flow cytometry (FACS) analysis of cell surface expression in 

cultured cells and isolated human or rodent primary cells.  

l Experience in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cytokine levels using 

biochemical and molecular techniqu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LISA, Western, and qPCR. Experience with multiplexed technologies is 

a plus.   

l Experience in isolating, culturing, and functionally characterizing 

subsets of immune cells from human or rodent blood and tissues is 

strongly desired.  

l Experience in cell-based immunological assays, such as T cell activation, 

T cell and NK cell-mediated toxicity, macrophage phagocytosis, and 

immune cell differentiation, is preferred.  

l Experience with cell proliferation and killing assays, using a variety 

plate-reader-based and/or flow-based methodologies is preferred. 

Other preferred cellular skills include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3D cell 

culture, and primary tumor cell culture and characterization.  

l Experience with small animal handling, drug administration, blood 

withdrawals, tissue collection, primary cell preparation is preferred.  

l Innovative and independent in experimental design, execution, and 

troubleshooting.  

l Collaborative team player. Be flexible and prioritize tasks based on team 

and company goals.   

l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at all levels, within teams,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aborators. Strong organizational skills. Maintai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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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nd records with highest integrity. Ability to multitask in fast-paced 

environment.   

 

 

 

BD Manager  

  

【Position Summary】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work closely with the CEO , Vice President 

and Beijing leadership team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and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programs.  

 

【Job Responsibility】  

●      In charge of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the assigned territory and 

achieve the sales plan  

●      Actively reach out to prospective customers, build and manage the 

database of leads with different priorities  

●      Expl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manage negotiations and secure 

contracts  

●      Give presentations on Biocytogen’s services and products to small 

or large groups  

●      Organize marketing /sales events, including trade shows, vendor 

shows, symposium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gatherings  

●      Efficiently and professionally answer inquiries about Biocytogen 

services and products  

●      Provide antibody in vivo efficacy and gene targeting service quoting 

guideline to the leadership team based on market evaluation and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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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de market feedback to the company leadership regarding 

competitive offerings, prospect needs and generate 

product development ideas  

●      Support the BD team to develop Biocytogen brand and building 

increasing awareness in the market place  

 

【Required skills and Experience】  

●      Ph.D./MD degree in the biomedical field or master’s degree with 2+ 

years of pharmaceutical or CRO work experience  

●      Exceptional sales skills, ability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strong, 

trust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s  

●      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      Familiar with gene targeting, in vivo efficacy studies and in vitro 

assays is a big plus  

●      Strong Knowledge of market needs, and optimal business models. 

The ability to mak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rket needs with current 

and potential product offerings  

●      Familiar with typical sales tactics  

●      Proven record of revenue achievement is a plus  

●      Willingness to undertake tasks at all levels when necessary  

  

 

 

 

Gene Editing Specialist (Sales Manager)  

  

【Position Summary】  

The Marketing/Sales Manager will work closely with the Sales team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and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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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Responsibility】  

l Achieve corporate sales goals in the assigned territory  

l Actively reach out to prospective customers, expl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manage negotiations and secure contracts  

l Clearly communicate gene targeting principles and services to potential 

customers 

l Visit laboratories, attend trade shows, give presentations on 

Biocytogen’s services and products to small or large groups  

l Organize marketing /sales events, including trade shows, vendor shows, 

symposium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gatherings  

l Provide feedback to the company leadership regarding competitive 

offerings, prospect needs and generate product development ideas  

l Support the marketing team to develop Biocytogen brand and building 

awareness in the market place  

 

【Required skills and Experience】  

l Ph.D. or Master’s degree in biological sciences or a related field  

l Strong interest in sales with a strong motivation to learn advances in 

biotechnology 

l Work experience in the gene-targeting field and knowledge of 

preliminary experiment design is a plus  

l Proven record of revenue achievement is a plus  

l Excellent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l Willingness to travel (including lab visiting and trade 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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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Associate  

  

【Position Summary】  

BD Associate will work closely with BD Mangers to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business team.   

The major responsibility includes: Tracking and managing BD/sales 

activities with assigned Operation Units and/or assigned clients; Assisting 

the BD/Sales Team in closing new business by issuing quotations, 

following up on accounts and quotation activities, obtaining purchase 

orders; Maintaining accurate BD/sales activity records; analyzing and 

reporting account activities.  

The BD Associate will also work with the Imports department as well as the 

Outbound Logistics Department. There are additional Customer Service 

tasks as specifically delineated. Note that this role is to serve custom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unual hours may be required.   

  

【Job Responsibility】  

●      Creates, edits and updates spreadsheets as requested  

●      Participates in meetings within the department and stays inform of 

changes and/or requests  

  

●      Ensures all invoices are reconciled with a Company’s PO  

●      Collects all invoices from third parties and bills them  

●      Communicates with logistics department and coordinates shipment 

with them.  

●      Scans, faxes and/or emails documents as directed  

●      Serves as a Customer Service liaison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      Collects and archives documents both in computer and paper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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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Requirements】  

●      Associate degree required   

●      Bilingual (English, Chinese) required  

●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required  

●      Strong experience with Microsoft Office, Excel, Outlook, PowerPoint 

required  

●      Strong organizational and detail-oriented skills required  

●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skills required  

●      Good communication both verbally and written  

●      Ability to work independently  

●      Ability to Multitasks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      Bachelor degree preferred   

●      Knowledge of the importing process preferred  

●      Knowledge of the distribution process preferred  

●      Knowledge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files preferred  

●      Outstanding organizational and time management skills preferred  

●      Background in life science is a plus  

  

 

  

Gene Editing Project Manager  

  

【Position Summary】   

We are seeking a talented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ist to lead on project 

design for our gene editing/targeting efforts . The candidate will support 

our genetically modified rodent and cell production team, and will 

correspond with our clients in industry and academia (USA) ,from project 

design to product delivery. An innovative mindset, attention to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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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to clients, and the ability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and with cross-

disciplinary teams are ideal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candidate should 

possess.  

  

【Job Responsibility】 

●      Design and implement CRISPR/Cas9-based gene editing and ES cell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based gene targeting strategies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rodent and cell production  

●      Assess off-target risk of gene editing in mice, particularly structural 

variants including chromosomal rearrangements and mutations in 

engineered mice  

●      Design and troubleshoot experiments, both independently and in 

collaboration with colleagues and cross-functional groups, to reach 

desired goals  

●      Communicate project updates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partners; 

listening and paying keen attention to clients  

●      Participate i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new 

cutting-edge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       Develop cell-based assays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validation of 

gene editing tools  

  

●       Effectively collaborate with a fully integrated team to facilitate the 

success of projects  

 

【Required skills and Experience】    

●      Ph.D. degree with 3+ years of relevant experience in cell & molecular 

biology or molecular genetics  

●      Ability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successfully in a matrix 

environment, prioritize and manage multiple tasks simultaneously by 

balancing competing priorities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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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ledge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techniques (qPCR, 

ddPCR, NGS library prep, Western blotting, RNAi, mammalian cell culture, 

etc.)  

●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 – The ability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others; the genuine desire to be a part of a team and contribute to 

team and corporate goals. The ability to effectively express ideas in written 

and oral context with honesty and transparency  

●      Able to learn new concepts and new technologies quickly and design 

gene editing and gene targeting constructs for multi-disciplinar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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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业务研发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业务研发中心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是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正部

室级直属机构。在中国工商银行由传统大行向现代化强行跨越这一全新历史方位和

宏大战略背景下，为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助力经营转型、助推业务发展，由历经 18

载磨砺的原“数据中心（北京）”和历经 12 载锻造的原“产品研发中心”融合升

级成立“业务研发中心”。 

业务创新注入科技合力，业务研发中心被赋予更高的职责定位和使命要求，聚

焦打造极致产品，满足用户极致体验，主要负责集团业务与产品创新项目的业务研

发、需求管理、设计、验收及适应性测试，承担集团企业级业务架构研究及管控，

组织业务产品的推广与支持，组织与指导用户体验活动，牵头集团信息安全体系规

划等相关工作。 

更高的起点、更宽的平台、更优的资源、更好的未来！在此，诚挚地邀请您在

中心成立开局之年加入我们！科技与金融必将碰撞出创意的火花，技术与业务必将

融合研发出极致的产品，赶快加入这个技术大牛与业务大咖云集的卓越中心吧！让

我们的青春和汗水为工商银行成长为全球领先银行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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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研发岗 

主要负责我行金融产品测试中的环境维护、技术测试、测试工具研究及开发

工作，以及部分金融科技技术的研发，不仅能直接参与我行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

工具、平台等软件的研发，还能在业界大牛的带领下研发并推动测试自动化及金融

科技产品的落地推广。 

主要包括：移动 APP 开发、自动化测试工具研发、云网络、专业运维、主机

系统技术、开放平台技术，以及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新技术研发等方向。 

 

（二）信息安全岗 

主要负责我行信息安全新技术研究、防护体系安全评估、渗透性测试、安全

事件应急技术支持以及科技风险管理工作，成为抵挡黑客对我行数以千万次的攻击

的一名战士，时刻掌握全行网络防护“红盾”，成为全行风险管理与国家金融安全

的捍卫者。     

主要包括：攻防技术研究及渗透测试、机器学习与数据分析、信息安全标准

制定与安全测试工具开发等方向。 

 

（三）产品研发岗 

主要负责我行金融产品的创新研发，与团队伙伴一起对接业务及开发，集思

广益、创新思维，编写编制需求方案、日常的产品管理及针对总分行产品的推广支

持服务工作，我行金融产品的验收及适应性测试等工作。定位并修复产品缺陷，突

破思维盲点，追求卓越的产品质量与极致的用户体验，以用户的视角成为助力集团

金融产品上线的最后一道质量把关者。   

主要包括：银行传统类服务、互联网金融服务、金融市场及资产管理类新兴

服务等产品线，以及主机系统技术、开放平台技术等专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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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户体验岗 

负责我行金融产品研发项目的用户体验方案设计及执行推进。您将运用用户

体验专业方法开展用户研究及评估工作，并结合竞品分析、数据分析等方法提供专

业严谨的体验结论，为产品创新优化、运营推广提供有深度的决策建议。 

主要包括：运用各类定性定量方法开展用户研究，深度挖掘用户体验痛点和

典型需求，输出用户体验分析报告;组织开展产品易用性评估，提出产品优化建

议，并推动问题落实。 

 

（五）交互设计岗 

主要负责我行金融产品的界面交互设计，秉承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深

度理解互联网金融服务场景，组织和参与商业分析、用户研究及产品需求制定全流

程，产出化繁为简、图文并茂的交互设计文档，最终转化为用户直接感知的产品界

面与互动操作，持续优化提升我行产品易用性。您将改革与创新银行传统产品服

务，成为极致用户体验的践行者。 

主要包括：我行金融产品研发项目的交互设计，产出原型文档；从提升易用

性的角度完成产品信息框架、任务流程、界面布局、交互行为的设计和改良；制定

设计原则规范，推动统一的设计标准；与开发及测试对接，解决完善体验问题等。 

 

（六）视觉设计岗 

主要负责我行金融产品的用户界面视觉设计，秉承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

念，深度理解我行互联网金融产品概念及设计方向，通过开展产品视觉风格定义、

界面视觉设计，呈现出功能明确、效果亮眼的设计文档并推动统一的设计标准；与

业务、开发部门的大牛们一同合作，最终确保设计稿件落地实施，持续优化提升我

行产品易用性。您将完美平衡业务需求与技术实现，成为实现极致用户体验目标的

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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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互联网强交互产品视觉风格定义、图形图标、高保真原型设计；

视觉设计规范制定、切图及标注工作；开发阶段实现效果跟踪等视觉设计工作。 

 

（七）前端开发岗 

主要负责我行金融产品研发流程中的前端开发工作以及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作为业务人员、交互视觉设计人员与后端开发人员之间的衔接纽带，将设计人员产

出的视觉语言转化为可供机器理解的开发语言，共同推动金融产品的落地应用。您

将不断致力于用技术改进产品界面可用性和易用性，成为确保用户体验最终实现效

果的技术官。 

主要包括：我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前端代码编写,利用 html、css、js 等常用

技术进行产品前端开发及架构设计；研究运用现有技术手段提升产品界面可用性和

易用性；探索研究先进前端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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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C Properties 

GLC Properties is looking to hire a Property Manager to join our firm which 

owns multi-family, single-family and mixed-used located primarily in 

Baltimore City. GLC Properties is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arm of GL 

Capital, LLC, one of the leading real estate investment firm operating in the 

Mid-Atlant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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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Manager 

Scope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Property Manager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ay-to-day financial operations 

of the property, including finding and placing qualified tenants, negotiating and 

enforcing leases and they ensure the property is in good working order. 

• Marketing – keeps properties occupied with qualified tenants through advertising, 

lead follow up, property showings for prospective tenants. 

• Tenant Relations – develops rental agreements, selects qualified tenants, collects 

deposits and rents, enforces terms of rental agreements, resolves tenant complaints, 

oversees eviction proceedings if necessary. 

• Facilities Management – schedules maintenance and repairs, negotiates contracts 

with vendors, regularly inspects property to ensure it is in good working order, 

quickly resolves emergency maintenance issues. 

• Financial Reporting – keeps financial records from property operations, creates 

monthly financial reports for property owner. 

• Owner Relations – keeps open dialogue with property owner on vacancies, tenants, 

physical condition of property, financial issues. 

Ideal Candidate Requirements 

• A Bachelor’s degree 

• At least 2 years of proven work experience as property manager 

• Full understanding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its financial aspects 

• In depth knowledge of all rules and regulations surrounding property management 

• Competency in MS Office and relevant databases and software 

• Competency in property management software such as AppFolio or equivalent 

• Customer focus and bottom line orientation 

• Interpersonal savvy with strong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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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ily LLC 

 

eXchangily 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 由FINRA和SEC监管的去中心化加密货币交易

所，是新一代利用Peer-to-Peer技术实施的交易平台。相比当前的中心化交易

所，其安全性高，操作、结算费用低，且更具透明度。亿币交易所是集中心化交易

所之高性能与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安全、透明于一体，采用社区治理、社区拥有的开

源系统。亿币的所有盈利收入将100%分配给平台币EXG的持币人，有关平台的一

切决策也均由平台币EXG持币人投票表决实施。亿币平台是在敏捷区块链Fast 

Access Blockchain(FAB)上开发的第一个应用项目。FAB处理能力强大，上面可

以承载成千个淘宝。FAB历时四年完成开发，2019年是FAB的大规模的应用年。

由FAB技术团队开发的亿币去中心化交易所，颠覆性地解决了去中心化交易所的高

速和跨链二大难题，为区块链生态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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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分析师 

 

职责描述： 

1. 处理交易所日常运营事务，记录保存，社区开发与管理，合规报表，团队管

理，业务扩展，商务洽谈，客户服务。 

任职要求： 

1. 有证券资格证书者优先， 包括：S7, S24, S27, S86, S87, CPA, CFA。要求

做事认真细致有条理， 分析能力强。口才好，沟通能力强，中英文必备 

2. 专业要求：金融 统计 数学 经济 计算机等 

3. 学历要求：本科 

4. 工作年限：不限 

 

 

 

软件工程师 

 

职责描述： 

1. 区块链 DApp 开发，区块链编程 

任职要求： 

1. 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富有激情，积极乐观。要求可以熟练编写区块链代码

和运用相关计算机编程语言。 

2. 专业要求：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等 

3. 学历要求：本科 

4. 工作年限：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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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Data 

VitaData，是一个由区块链驱动的数字健康数据共享平台。 它旨在利用数字健康市

场收集行为，生命体征和位置数据，用于慢病管理，预诊早筛和预防性医疗保健。 

VitaData 允许数据所有者直接控制数据使用，用以交换真正的健康益处。通证经济

学考虑了多个因素，并且可堆叠以在稳定通证分布的同时激励个体数据分享。此外，

该平台还允许研究团队从网络端搜索定制目标健康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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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Developer 

 

Job Qualification 

• Java, Javascript, SQL, Shell, Solidity, HTML, CSS 

• Spring, Struts, Hibernate, Node.js, Angular.js 

• MySQL, PostgreSQL, MongoDB, OWASP,  

• ReactJS, React Native 

 

IOs/Android App Developer 

 

Job Qualification 

• Swift, Objective-C, C/C++, Java, Python, HTML, JavaScript 

•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iOS, Android, React/React-Native), 

and iOS Libraries  

• Database (MySQL, PostgreSQL, MongoDB), Backend (Node.js, Flask), 

Amazon AWS (EC2), Apache Server, GitHub 

 

Community Manager 

 

Job Qualification 

• Build and manage community 

• Generate social media content and br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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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洋川禾 

泰洋川禾集团创办于 2015 年 6 月，是一家基于艺人经纪的新型娱乐公司。经过三

年的探索与发展，公司陆续成立 papitube、泰洋音乐等独立厂牌，汇集了演员、

歌手、主持人、导演、编剧等多类别娱乐资源，经营业务涵盖艺人经纪、影视剧制

作、音乐制作与现场娱乐、短视频以及创新领域。 

  

作为新型娱乐公司，泰洋川禾融合头部经纪和新媒介基因，在业务管理和运营上进

行多重创新，艺人经纪采取“大中台、小前台”模式，打破传统模式弊端，实现了

资源共享与规模化运营。目前公司已与 Angelababy、周冬雨、陈赫、张钧甯等三

十余位艺人展开合作。 

  

未来，泰洋在掌握产业链核心资源的基础上，将不断整合和拓展产业链的上下游业

务，发展 Talent、教育、消费等创新领域，联动产业优质资源延伸业务边界，构

建完整而高效的娱乐管理新形态，成为中国顶级文化娱乐集团。 

 

 

 

 

  



 

 117 

艺人经理： 

Talent Manager： 

 

岗位职责： 

1、对接艺人营销、推广的策划和执行； 

2、负责签约招募新人，制作演员资料，跑组； 

3、负责演员相关工作的安排、跟进、协调； 

4、负责相关的基础事务性工作的处理； 

5、负责剧本的阅读、挑选与分析。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影视、艺术管理等专业优先考虑； 

2、2 年以上成熟艺人执行经纪经验，熟悉经纪人工作内容，能独立开展主要工作者

优先； 

3、热爱影视艺术，对经纪行业充满激情； 

4、条理清晰，有团队意识，具有良好的表达，协调沟通，社交及执行能力； 

5、性格开朗，踏实勤恳，积极主动，细致耐心； 

6、能承受工作压力，适应加班，可接受出差。 

 

艺人宣传 

Talent Promotion （Interns is welcomed） 

 

岗位职责： 

1、 负责公司艺人长短期的各种宣传规划，与公司艺人随时沟通，掌握其最新动态

与需求； 

2、 根据艺人宣传计划及参演项目进度、公关活动计划等，具体落实艺人宣传稿件、

宣传照在各种媒体发布，全面负责艺人宣传策划活动的组织开展； 

3、 维护开拓媒体资源，负责演员所有宣传相关工作物料的收集与整理； 

4、 负责完成媒体发布内容的监测与整理，市场活动推进与监测； 

5、 负责艺人相关资料的维护和更新； 

6、 跟随艺人出席通告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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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了解热爱文化娱乐行业，具有良好的行业敏锐度； 

2、 新闻、中文等相关专业，有 1 年以上艺人宣传相关经验； 

3、 有丰富的媒体资源，包括不限于电视、报刊杂志、网络、新媒体等，并有较强

的管理能力； 

4、 具有一定的策划能力和扎实的文字功底，能够准确捕捉亮点，信息敏锐性强； 

5、 熟悉操作 Photoshop 软件，有一定摄影技术者优先。 

 

商务经理: 

Sales Manager/Business Manager: 

 

岗位职责： 

1、 制定可行性销售计划，按期执行并完成，有效达成业绩目标； 

2、 负责新项目开发及新客户拓，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 

3、 负责与客户洽谈商务项目，统筹项目合约内工作实际执行进度； 

4、 定期汇报销售进展及问题，进行总结和问题解决； 

5、 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 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销售经验，广告公关及互联网行业优先，具备丰富的品

牌资源； 

2、 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强大的沟通表达和统筹协调能力； 

3、 执行力强，头脑灵活，作风严谨，责任心强； 

4、 英文听说读写能力强者优先。 

 

剧集项目经理 

Film and Television Project Manager 

 

岗位职责： 

1、跟踪影视市场动态和发展趋势，关注影视动向、热点，搜集新的影视项目切入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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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电视剧、文学剧本和小说等的审读，质量评估并提出审读意见； 

3、配合影视项目的开发、策划和提案，对公司提供的剧本和项目提出建设性意见及

建议； 

4、寻找影视相关供应商、编剧，建立剧本编写、项目合作、版权合作等项目数据库。 

 

任职要求： 

1、统招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影视行业工作经验； 

2、有一定的影视文学资源和编剧资源；有国内外知名影视公司、有代表作署名的影

视项目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3、 优秀的文字功底与文案撰写能力，思维活跃，善于把握细节，文笔流畅，创意

独到，善于提炼信息，抓住关键点和闪光点； 

4、能够把握公众关注点和喜爱偏好的变化，对影视、娱乐行业的发展动态有较强的

敏感性与洞察力； 

5、能够对剧本做出专业评估和审读意见，能够独立撰写成熟的文学作品或策划影视

项目。 

 

影视投融资经理 

Film and Television Investment Manager 

 

岗位职责： 

1、负责优质影视项目的寻访、投资谈判，与合作伙伴建立并保持良好的业务关系

；  

2、维护及开发电影行业相关人脉资源；  

3、为影视项目的制作提供资金引入并进行监督及风险的把控； 

4、负责外部融资渠道的拓展及商务谈判，建立投资机构与投资者数据库； 

5、为平台路演项目提供资本对接端口，组织路演、讲座等投融资活动。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影视等相关专业，3 年以上影视行业制片人或影视投资

相关工作经验； 

2、拥有良好的影视行业资源，有国内外知名影视公司、有代表作署名的影视项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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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3、工作细致积极主动、具备良好团队精神和沟通能力。 

 

电视剧/电影 bd 经理 

Film and Television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职位描述： 

1、有针对性的将我司新人推荐至电影电视剧项目中出演角色； 

2、对收集来的项目有一定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可以撰写角色与演员的匹配分析； 

3、了解电影电视剧从开发到宣传的每个环节，有一定的影视及导演公司资源。  

 

任职要求： 

1、统招本科以上学历； 

2、从事影视行业 3 年以上，从事过策划、制片或前期开发优先考虑； 

3、英文听说读写熟练，有一定的新导演资源 ，沟通抗压能力强。 

 

短视频制作人： 

Short Video Producer：  

 

岗位职责： 

1.负责沟通旗下签约博主，对内同作者对接，能够对博主的账号有清晰的定位，对

内容和发展给到有效建议； 

2.对外沟通，能准确理解广告主需求，根据广告需求及其受众特点，确保作者商业

活动的顺利进行； 

3.互联网及社交平台资深 or 重度用户，有网感，有坚持多年的爱好，或独树一帜

的特长； 

4.了解 MCN 机构，对短视频行业的动态及发展规律有自己的理解。 

 

任职要求： 

1.全日制统招本科学历及以上； 

 2.重度社交平台用户，有新媒体或短视频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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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热爱文化娱乐行业，对影视娱乐、社会热点、ACG、消费升级有自己的看

法； 

4.擅长使用 PPT、Excel 等办公软件，会使用 Ps、Pr 等软件或有特长的额外加分； 

5.沟通能力强、有大局观，有良好团队合作精神及良好的抗压能力； 

6.为人善良正直。 

 

编剧： 

Scriptwriter： 

 

岗位职责： 

1.负责段子剧、搞笑脱口秀的剧本策划和创作； 

2.脑洞大，善于观察生活创作原创的搞笑内容； 

3.魔性和走心的双面人。 

 

任职要求： 

1.全日制统招本科学历及以上； 

2.文字功底好、网感好，能紧跟热点创造泛娱乐的搞笑剧本； 

3.能将生活中的现象总结出精辟的金句； 

4.对短视频制作有自己的理解。 

 

新媒体运营： 

New Media operations： 

 

岗位职责： 

1.KOL 节目日常分发，全平台或重点平台日常运营维护； 

2.搜集网络热点，为 KOL 撰写文案； 

3.协助制作人为 KOL 节目复盘提供分析角度，进行分析总结。 

4.熟悉微博、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生态圈和分发运营； 

 

任职要求： 

1.全日制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传媒、广播电视、新闻等相关专业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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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一定基础运营经验，熟悉各短视频、小视频平台； 

3.具有较强的新闻、热点敏感性，有较强的文案功底； 

4.网感好，创意优，执行力强，有良好的策略思考能力并能独立策划选题、撰写脚

本； 

5.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团队组织能力，思维灵活有创造力，创新意识强。 

 

商务销售： 

Business Sales： 

 

岗位职责：  

1.通过自有资源或各种渠道获取品牌客户，并推动客户发起社交媒体营销活动； 

2.熟悉公司签约博主，通过自有资源或各种渠道获得广告客户，完成销售业绩； 

3.负责开拓公司媒介资源视频网站、垂直网站等合作洽谈； 

4.能快速把握客户需求，寻求合作切入点，建立合作方式。 

 

任职要求： 

1.具有新媒体广告投放工作经验。有短视频行业商务工作背景优先考虑； 

2.精通自媒体广告形式，包括微信、微博、朋友圈、短视频、直播等媒体； 

3.具有良好的客户资源，很强的新客户拓展能力，具备良好的销售业绩； 

4.熟悉互联网媒体和广告的相关运作模式及流程，有独立开拓市场以及整合资源的

能力； 

5.具有很强的开拓能力、优秀的谈判沟通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团队管理能力及较

强的抗压能力。 

 

管培生 

management trainee 

 

1.2018 届 or2019 届海外毕业生。 

2.对文化传媒、影视、短视频行业感兴趣。 

3.有责任心、积极主动、自驱力强、有创造力、有领导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