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016年上海海外金融人才招聘岗位需求表  

 

1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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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本市场 

风险监控

岗  

针对国内股票、债券、基金

或衍生品市场，设计风险控

制和监管方案。  

2-3人  

在海外主要金融城市的知名金融机构工作 3

年以上；具有资本市场风险控制的实践经

验；硕士及以上学历。  

面议  

2  
金融产品

开发岗  

针对中国市场特点，研究、

开发、设计期权、跨品种

ETF等创新性金融衍生产

品。  

2-3人  

在海外主要金融城市的知名金融机构工作 3

年以上；具有期货期权等金融产品开发、交

易，以及风险控制的实践经验；具有独立进

行产品设计的能力；硕士及以上学历。  

面议  

3  
驻外机构

代表  

根据工作安排，在本所驻外

机构（香港、欧州等地）工

作 2-3年，到期视情况调回

或继续长期派驻。  

3-6人  

在海外主要金融城市的知名金融机构工作 3

年以上；具有金融产品开发、交易，以及风

险控制的实践经验；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

团队管理经验者优先。  

面议  

联系

方式  

1  招聘邮箱  reruit@sse.com.cn  

2  
第一联系

人  
李女士  电话  86-21-68828635  

  

 

 

 

      

  

mailto:reruit@sse.com.cn


2  上海清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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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业务总

监  

全面负责公司业务开发事务。负责规划、

制定和实施公司产品发展战略；与内、外

部相关部门、会员、市场机构、监管机构

等协调业务发展相关工作，共同完成产品

开发及上线；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目标，推

动清算所产品的创新和研发，服务流程的

设计和优化。  

1  

1.具有 10 年以上国内外大型商业银行、投行、交易

所、交易平台等部门工作经验，并具有 5 年以上金

融业务开发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位经验； 

2.熟知金融市场情况及发展趋势，熟悉金融市场产

品及衍生品等金融产品开发的流程； 

3.具有经济、金融、数学等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

历。  

面议  

2  
财务总

监  

全面负责公司财务相关事务，建立健全公

司财务体系。负责规划、制定和实施公司

财务发展战略；与内、外部相关部门、监

管机构等联络和协调工作；根据公司业务

发展目标，推动财务相关工作的优化。  

1  

1.具有金融、财会、经济等相关专业背景； 

2.具有 15 年以上在国内、外大型商业银行、投行、

交易所、交易平台等金融机构财务部门工作经验，

具有 5 年以上财务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位经验； 

3.具备丰富资金投资、财会、税务等相关工作经

验； 

4.熟悉银行间市场产品及业务；熟悉银行资金管理

业务； 

5.精通国家财税法律规范，具备优秀的职业判断能

力和丰富的财会项目分析处理经验; 

6.熟悉会计准则及相关财务、税务、审计法规、政

策; 

7.工作细心，责任心强，为人正直，原则性强，具

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写作能力。 

8.会计师以上职称，具备注册会计师者优先。  

面议  

3  
风控总

监  

全面负责公司风险管理事务。负责规划、

制定和实施公司风险战略、框架及内部控

制制度；与内、外部相关部门的协调风控

相关工作；领导风险管理部及其他相关业

务部门设计开发风控模型，负责产品上线

后的日常管理和风险事件处理。  

1  

1.具有 5 年以上风险管理部门负责人及以上工作经

历； 

2.具有 10 年以上在国内、外大型商业银行、投行、

交易所或交易平台等金融机构从事风险管理工作经

验，并具有 5 年以上大型金融机构风险管理部门负

责人及以上职位经验； 

3.具有场外市场中央对手清算风险管理工作经验优

先； 

4.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硕士或博士，博士优先。  

面议  



4  
技术总

监  

全面负责公司的技术事务。根据公司业务

发展目标，制定公司信息化建设总体原

则，提出公司 IT 治理结构规划，保证公

司技术系统的安全运行。组织研究金融行

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主持制定技术发展战

略规划；组织管理公司的整体技术构架，

组织制定和实施重大技术决策和技术方

案；监督技术发展战略规划的执行情况，

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组织制

定技术管理制度建设，组织建立并实施技

术质量体系；组织新业务新产品所需的技

术架构设计和选型，组织技术开发与技术

创新。组织对各技术项目进行质量评估，

提出完善方案；负责技术流程规范化管

理，确保生产系统安全运行；参与制定公

司发展战略、年度经营计划和预算方案  

1  

1.能够深刻理解公司总体业务战略，并具备规划、

制定和实施相关 IT战略和方案的经验和能力。 

2.具备扎实的技术功底，熟悉软件开发，硬件架

构，以及系统运维的相关知识。 

3.具有 7年以上大型信息化项目的策划、组织、架

构、开发、管理和运维经验，有 3个以上的成功案

例。 

4.具备 5年以上技术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位经验。 

5.具有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能够跟踪技术发展的

趋势，并结合公司实际落地实施。 

6.具有较强的领导力和执行力，能够组织、协调和

沟通技术团队、业务团队和外部合作伙伴，推进项

目实施。 

7.具有 IT绩效管理、成本管理和服务品质管理的经

验和能力。 

8.具有通信、自动化、计算机、信息管理等相关专

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面议  

序

号  

岗位

名称  
岗位职责  

招聘

人数  
任职要求  

薪酬

福利  

5  
创新业

务部副

总经理  

协助部门总经理各项工作；协助总经理审

核本部门起草各类制度办法与文件资料；

协助落实公司及部门工作计划，具体组织

员工完成相关计划任务；协助指导、督办

本部门工作，对相关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

核、评价；负责研究制定大宗商品衍生品

清算业务发展规划；负责实施新产品的市

场可行性研究、产品设计和业务方案的制

定；负责市场营销和对外培训工作；负责

引入和联络沟通市场参与者以及其他外部

机构；负责持续跟踪和优化上线产品；负

责业务需求、业务规则、办法、指南、收

费规则等制度文件的制定。  

1  

1.熟悉大宗商品现货、衍生品市场业务，理解中央

对手清算机制。具有 9年以上的从业经验； 

2.担任过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中介平台

机构中层及以上职务，具有较丰富的管理经验。具

有 5年以上金融产品推广工作经验， 

3.具有经济、金融、数学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

上学位。  

面议  

6  
风险管

理部副

总经理  

协助部门总经理的工作。协助识别清算所

业务风险，制定计量、监测和管理风险的

制度、规则和流程；协助负责制定中央对

手方风险防范管理的各种制度及规程等。  

1  

1.具有 3 年以上担任风险管理部门中团队负责人的

工作经历； 

2.具有 6 年以上在国内、外大型银行、投行等金融

机构从事风险管理工作经验，并具有 3 年以上大型

金融机构担任本外币衍生产品风险管理（包括估值

和盯市管理）工作经验； 

3.具有场外市场中央对手清算风险管理工作经验者

优先； 

4.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面议  



7  
发行托

管部副

总经理  

协助总经理各项工作； 

协助总经理进行部门人员安排、考核及管

理； 

协助总经理制订内部管理制度并落实和实

施； 

组织开展银行间市场各类债券交易中央对

手清算业务研发和推广； 

负责与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并协助部门总

经理与上级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 

组织分管团队员工完成工作计划内的任

务； 

组织研究制订债券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的发

展规划； 

组织跟踪和优化债券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的

上线产品； 

负责授权范围内事项的审批。  

1  

1.熟悉银行间债券市场及交易所市场，熟悉市场运

作和相关法律法规，对发行托管有深刻的理解；具

有 9年以上的从业经验； 

2.具有 5年以上银行或证券金融机构中后台业务

（从事债券业务）团队管理经验； 

3.负责过银行或证券金融机构核心业务系统的开

发； 

4.具有较强的管理协调能力和业务研究能力； 

5.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全日制研究生毕业，并取

得金融、经济类等相关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  

面议  

8  
清算部

副总经

理  

协助总经理工作，分管清算运营团队； 

协助总经理对分管团队进行定岗定员、操

作流程规划和人员考核； 

负责审核分工范围内的所有工作； 

负责分管业务范围内的与监管机构、市场

同业和会员、公司内的其他部门、本部门

内的其他团队的沟通协调； 

负责分管团队的工作会议、总结和计划； 

参与和指导与其分管业务相关的综合业务

团队各项工作； 

协助部门总经理处理其分管业务的投诉； 

负责分管业务的应急操作申请的实施； 

负责分管业务的制度建设和研究； 

负责授权范围内事项的审批。  

1  

1.熟悉银行间债券市场及交易所市场，熟悉市场运

作和相关法律法规，对中央对手清算有深刻的理

解；具有 9年以上的从业经验； 

2.具有 5年以上银行或证券金融机构中后台业务

（从事债券业务）团队管理经验； 

3.负责过银行或证券金融机构核心业务系统的开

发； 

4.具有较强的管理协调能力和业务研究能力； 

5.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全日制研究生毕业，并取

得金融、经济类等相关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  

面议  

联系

方式  

1  邮箱  zhaopin@shclearing.com  

2  联系人  巢女士  电话  86-21-23198836  传真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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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际业

务部 - 

董事总

经理  

1、制定团队年度、季度计划并督导执

行； 

2、建立并维持与 QFII、RQFII客户关

系，领导 QFII、RQFII 高端客户的项目竞

标； 

3、分析总结销售业务中发现的问题，并

提出建议方案，推进业务的顺利开展； 

4、协调研究所等公司各类资源为客户提

供专业化高质量服务； 

5、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组织对客户的交

易以及其他服务，确保满足客户需求； 

6、培养发展下属团队，提升人员专业能

1  

1、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 

2、英文流利； 

3、具有 5 年以上的行业工作经验，其中 2 年以上管

理工作经验； 

4、熟悉宏观经济形势、统计分析知识、证券行业趋

势和各类证券业务； 

5、项目管理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市场拓展能力、

人际关系技巧、团队领导才能。  

面议  

mailto:zhaopin@shclearing.com


力，管理直接下属，对下属分派工作任

务，指导操作规范，记录完成情况，并对

结果进行绩效评估。  

2  

国际业

务部 - 

高级客

户经理  

1、为客户在销售、研究、交易和其他业

务方面提供全面服务； 

2、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研究服务，在现有

公司资源平台的支持下，根据客户自身偏

好，有重点地强化公司研究品牌效应； 

3、负责与托管行、监管机构以及其他相

关网络和渠道等充分沟通，以取得各方支

持； 

4、与交易台保持信息对接的顺畅度，及

时判断客户的需求着重点以及潜在问题； 

5、针对竞争对手的动作，结合客户在其

他方面合作的需求，及时持续地调整自身

策略； 

6、在和客户及其他合作方充分沟通的基

础上，针对服务内容和水平，提出改进需

求。  

若干  

1、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 

2、英文流利； 

3、具有海外投行工作经验者优先； 

4、熟悉宏观经济形势、行业趋势和各类证券业务，

了解市场营销、心理学等专业管理知识； 

5、项目管理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市场拓展能力、

人际关系技巧。  

面议  

3  

国际业

务发展

协调委

员会 - 

秘书组

总监  

1、作为国际业务发展协调委员会的执行

机构，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 

2、对各业务板块国际业务进行督导协

调； 

3、对各业务板块的国际业务进行信息归

口和协同管理； 

4、对各业务板块国际业务提供服务支

持； 

5、落实其他委员会交办的工作。  

1  

1、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经济学、金融或会计等

相关专业； 

2、具有海外投行或其他跨境业务工作经验者优先； 

3、具有流利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4、工作严谨、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判断力、沟通

协调能力和创新意识。  

面议  

4  

合规部 

- 国际

业务和

跨境业

务合规

管理岗  

1、对国际业务和跨境业务进行合规审

核，出具合规意见； 

2、对国际业务和跨境业务相关创新业务

进行合规论证； 

3、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的国际业务和跨

境业务进行合规检查； 

4、关注外部监管形势变化，就相关课题

进行前瞻性研究。  

1  

1、全日制硕士学历，经济、金融、法律及有综合知

识背景的专业优先； 

2、具有 3 年以上海外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经验； 

3、具备较丰富的金融市场知识，熟悉了解证券公司

的各项业务； 

4、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勤恳细致，能够承受较

大的工作压力； 

5、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和公司前中后台相关

人员顺利地沟通。  

面议  



5  
稽核审

计部 - 

审计师  

1、协助起草审计项目计划、工作方案

等； 

2、协助起草内部审计管理制度、内部审

计标准及工作方法等； 

3、参与各项审计工作的实施，做好审前

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编制审计工作底

稿，整理审计资料； 

4、负责审计报告的撰写和初审工作，跟

踪督办审计整改和处理意见的执行情况； 

5、及时提供审计系统改进建议，梳理审

计流程，创新审计方法，丰富审计要点； 

6、领导审计团队，完成具体审计项目，

同时参与部门各种形式的培训。  

1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财会相关专业； 

2、具有证券从业人员资格、中国注册会计师或中国

注册内部审计师资质； 

3、具有 3 年以上行业稽核审计工作经验； 

4、熟悉审计财会知识、风险控制，了解金融产业、

金融产品知识和业务流程； 

5、财务分析能力、判断能力、金融市场交易经验及

风险防范意识。  

面议  

序

号  

岗位

名称  
岗位职责  

招聘

人数  
任职要求  

薪酬

福利  

6  

金融学

院 - 兼

职客座

教授  

1、讲授一门或多门金融及证券行业相关

课程； 

2、根据市场热点和行业发展趋势，进行

课程研发并不定期举办专题讲座； 

3、指导公司相关培训项目及课程项目研

发工作。  

若干  

1、在聘期内能够不定期授课，每月或每年度能够保

证一定的工作时间； 

2、具备较高学术水平的金融行业或研究机构知名专

家或学者； 

3、具有华尔街工作经验优先； 

4、在职或退休均可。  

面议  

7  

网络金

融部 - 

大数据

分析师  

1、基于海量交易数据和市场环境，研究

开发交易策略，如无风险套利、阿尔法策

略、量化选股/行业等；  

2、负责交易策略的历史回测、模拟测

试、持续跟踪与完善等；  

3、与产品经理、技术人员协同，推动量

化策略的自动化、产品化和线上化； 

4、与量化策略与市场研究相关的其他工

作。  

1  

1、名校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金融工程、数学、

统计学、数据挖掘、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2、熟悉国内金融市场交易规则，具有独立研发程序

化交易策略能力，3 年以上相关岗位经验； 

3、对量化模型有深刻理解和研究，有较强的数据挖

掘建模能力，有大数据处理经验优先； 

4、熟练使用 C++、MATLAB、R、Python 等编程工具

中的一种或几种，熟悉 SQLServer、MySQL 等数据

库；  

5、掌握 SAS、SPSS Clementine、R 等数据挖掘软件

工具的一种或多种； 

6、责任心强，有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执行力，勇

于创新和面对挑战。  

面议  

8  

网络金

融部 - 

机器人

投顾架

构师  

1、研究“机器人投顾”的发展及行业应

用，负责“机器人投顾”平台的业务规

划、设计、调优，对“机器人投顾”商业

机制和运营模式提出意见建议； 

2、协调各方资源，推进“机器人投顾”

在证券综合金融服务领域的商业化运作。  

1  

1、名校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金融工程、数学、

数据挖掘、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2、熟悉国内金融市场交易规则，具有财富管理、资

产配置、投资咨询等领域 3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精通大数据的行业应用，有数据建模能力，有量

化交易策略模型构建经验者尤佳； 

4、精通自然语义引擎优化，对人工智能、深度机器

学习有深入的了解； 

5、熟练掌握至少一种数据统计分析工具； 

6、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责任心强，有团队领导力，

协作意识强。  

面议  



9  

营运中

心 - 国

际结算

管理  

1、公司未来国际金融产品及业务线结算

模式的设计与结算行为实施安排； 

2、公司未来国际金融产品及业务线结算

规则的建立； 

3、公司未来跨境金融产品及业务线结算

模式的设计与结算行为实施安排； 

4、公司未来跨境金融产品及业务线结算

规则的建立； 

5、公司国际结算、跨境结算相关的结算

协议管理，包括条款的协商、发起签署、

协议文档的管理； 

6、国际结算业务的持续研究和国际结算

人才的培训。  

2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财经类相关专业，具有

5 年以上国际结算工作经验； 

2、熟悉全球成熟金融市场主要产品与业务线结算的

法律规定和行业惯例； 

3、熟悉全球成熟金融市场主要产品与业务线的结算

规则、结算工具及应用； 

4、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将国际结算与境内结算

衔接，能够将国际结算与境内业务衔接； 

5、有较好的协调能力，具备团队意识与服务意识。  

面议  

10  

并购融

资部 - 

跨境并

购项目

经理  

1、行业和客户及标的公司研究和筛选； 

2、财务分析，包括财务预测和不同商业

估值； 

3、尽职调查设计、安排和落实； 

4、交易结构设计； 

5、协助起草和谈判不同投标书、投资备

忘录和最终法律文件。  

2  

1、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美国排名前 15 的大学

优先，专业不限； 

2、具有良好数据分析能力，经济学、数学成绩优

异； 

3、母语为中文，写作能力强；具有 4 年以上海外学

习/工作经验，英语口语和写作水平一流（TOEFL115

以上）； 

4、具有 1 年以上投行、并购相关工作经验。  

面议  

  
1  邮箱  gtjazhaopin@gtjas.com  

2  联系人  王先生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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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规与风

险管理总

部 — 衍

生品信用

风险计量

岗  

1、研究、跟踪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计量方法与行

业动态； 

2、开发场外衍生品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计量模

型； 

3、场外衍生品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计量与监

控； 

4、制定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担保品认定标准，开

发担保品折算率模型，制定折算率标准； 

5、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  

1、金融学、金融数学、金融工程、

经济学、财务管理、会计学、管理

学、统计学等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

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优先； 

2、有两年以上证券行业、资产管

理、银行、信托行业信贷等相关项

目审查业务工作经验； 

3、熟悉信用风险金融建模、证券范

围折算率模型、具备一定估值能力

及具有行业研究背景等优先； 

4、具有较强的责任心，认真细致，

能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 

5、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良好，具有

团队合作精神，熟练运用 EXCEL、

WORD 等办公软件。  

面议    

mailto:gtjazhaopin@gtjas.com


2  

合规与风

险管理总

部 —境外

投资业务

市场风险

管理岗  

1、负责审订公司境外投资业务的相关规章制

度、管理办法、操作规程，协助做好境外投资

业务的内控管理工作； 

2、协助拟定境外投资业务的市场风险限额分

配； 

3、负责审核公司业务部门及 SPV 参与的境外投

资业务； 

4、负责对公司境外投资业务的规模、证券交

易、存量状况、风险限额等进行监控； 

5、识别公司境外投资业务的市场风险，定期进

行评估； 

6、协助对境外投资业务中的复杂衍生金融工具

进行估值，协助审核/校验/评估策略模型； 

7、根据需要协助对境外投资业务的风险控制体

系进行检查，并提出相应完善措施； 

8、协助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和专项压力测试等。  

1  

1、硕士及以上学历，数理、经济、

金融、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2、两年及以上证券等相关金融行业

工作经历，外语口头和书面表达流

畅； 

3、数理、金融理论等基本功扎实，

具有较强的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

神； 

4、具有境外工作经验、或境外业务

风险管理经验者优先。  

面议    

3  

资金管理

总部 —  

境内外子

公司融资

岗  

1、收集并汇总与境内外子公司融资相关的各类

信息，形成工作底稿与管理报告； 

2、跟踪评价集团境内外成员的重大融资情况； 

3、深入了解境内外成员业务类型与特点，保持

与境内外成员相关部门的持续沟通； 

4、深入了解并参与集团境内外成员融资管理相

关制度与流程的制定与完善； 

5、规划集团境内外子公司重大融资项目； 

6、参与集团境内外子公司重大境内融资项目的

各个环节； 

7、参与集团境内外子公司重大境外融资项目的

各个环节； 

8、对境外利率，及主要货币的汇率进行跟踪分

析，撰写研究报告； 

9、为母公司境外融资、资金使用及风险管理提

供决策支持。  

1  

1、硕士及以上学历； 

2、金融、经济、财务专业优先； 

3、二年及以上证券等相关金融行业

工作经历； 

4、具备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5、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决策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

力，熟练掌握专业知识； 

6、团队合作意识强、书面及语言表

达能力强、工作责任心强、正直诚

信。  

面议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招聘 

人数  
任职要求  

薪酬 

福利  
  

4  

机构与国

际业务部 

— 

销售交易

岗（QFII

销售经

理）  

1、跟踪国际金融机构动态，积极拓展机构客户

QFII/RQFII 经纪业务并进行客户关系管理；  

2、为客户提供中国大陆的政策法规、宏观经

济、行业公司和市场方面的研究资讯以及境外

QFII/RQFII 机构的投资建议和方案设计； 

3、 协调本公司海外路演等营销活动，促进与

客户的业务合作；  

4、参与组织定期与客户交流的路演及会议，服

务客户投资和研究等各类需求。  

1  

1、财经类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金

融证券知识结构完善；  

2、对中国证券市场有一定的了解；  

3、具有较强国语及英语口语表达、

写作能力以及沟通和组织协调能

力；  

4、耐心细致，责任心强，具有较强

的开拓精神、独立工作和团队协作

能力；  

5、熟悉海外金融机构，具有两年以

上服务海外金融机构的卖方机构销

售经验；  

6、有相关工作经验、具有欧美金融

机构销售或研究方面工作经历和

CFA 资格者优先考虑。  

面议    



5  

战略发展

部 — 

业务创新

岗  

1、参与拟订公司创新战略纲要、创新工作制度

及工作机制、年度创新工作计划； 

2、对创新项目进行跟踪并定期汇报跟踪情况； 

3、协助组织召开创新委员会会议，并做好相关

会务工作以及会议决议督办； 

4、跟踪分析市场和行业的创新动态； 

5、并购事项管理：对境内外金融行业进行分析

研究，寻找、跟踪、评估境内外并购机会； 

6、参与公司境内外并购事项的实施和推进； 

7、可行性分析：参与公司各项重大战略举措的

可行性研究分析，推进实施公司各项大战略举

措； 

8、其他，完成领导交办的专题研究及其他重要

任务。  

1 

1、硕士及以上学历，经济、金融、

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2、两年以上金融行业工作经历； 

3、熟悉金融、证券理论和专业知

识，掌握有关法律政策和规章制

度； 

4、团队合作意识强、书面及语言表

达能力强、工作责任心强、正直诚

信。  

面议    

4  招聘邮箱  hr@htsec.com    

5  
第一联系

人  
沈女士  电话  86-21-23212227  传真    

6  
第二联系

人  
汪女士  电话  86-21-23219565  传真    

                    

  

5.1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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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创新发展

高级岗  

1、推动公司产品、营销、技术、商业模式

等领域创新，建立制度化的创新成果孵化

机制，培育公司创新文化，协助公司创新

型人才队伍建设； 

2、跟踪移动互联新技术，调研和分析相应

的市场动态和客户需求，开展中国太保

APP 和微信公众号的整体规划，持续优化

移动应用端的产品功能； 

3、针对新技术相关的业务渠道、产品、工

具，制定整体互联网营销方案，追踪营销

效果，开展数据分析。  

1  

1、海外名校硕士以上学历； 

2、拥有 8 年以上海外（欧美）

工作经验，熟悉中国市场； 

3、具备中层或以上管理经验； 

4、在世界著名金融、科技公司

工作，具备移动应用及互联网营

销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者优先； 

5、具有创新精神，对新兴行

业、新技术有较强的好奇心； 

6、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思维

缜密，逻辑性强。  

面议  

mailto:hr@htsec.com


2  
战略投资

高级岗  

 

1. 参与或负责战略投资方向和行业研究，

起草、编制年度战略投资规划及投资策

略； 

2. 参与或负责建立境内/外可投项目储

备，筛选优质标的，形成立项建议报告； 

3. 参与或负责已立项项目交易结构设计、

尽职调查、交易文件拟定，形成投资决策

建议书； 

4. 参与或负责已投决项目后续协议签署、

股权交割、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变更，配

合完成监管报备； 

5. 参与或负责拟定/修订战略投资相关制

度建设； 

6. 定期跟踪已投项目相关经营情况，配合

开展投后业务协同管理。  

1  

1、 知名院校研究生，金融、经

济、财务、法律等相关专业优

先； 

2、 具有较强的财务分析能力，

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较强的文字功

底； 

3、 具备 CFA、CPA、司法考试等

相关专业资质，或有战略投资、

投资研究、尽职调查及交易结构

设计经验者优先； 

4、 具有较强的商务谈判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执行力和责任

感，具备良好的团队精神和职业

素养；  

面议  

  3  
营运规划

高级岗  

营运战略规划及营运体系建设： 

1.收集、跟踪、分析相关行业营运发展趋

势以及保险行业营运走向数据和相关指标

应用的情况 

2.产险营运发展战略、整体规划和工作计

划的制定 

3.根据公司经营战略，规划公司营运集约

化体系建设方向和相关战略目标并推动落

地实施  

1  

1、知名院校保险、金融、经

管、计算机、数学等相关专业毕

业； 

2、具备丰富的营运战略规划、

保险行业对标研究、竞争对手营

运体系研究、营运策略分析经

验； 

3、熟悉保险业尤其是产险各环

节业务流程，有成功产险营运案

例落地推广操作经验者优先； 

4、具备较好的战略前瞻性和系

统性思维，具有优秀的文字表达

能力、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5、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和责任

感，具备良好的团队精神和职业

素养。  

面议  

  

1  招聘邮箱  hufang-002@cpic.com.cn  

2  
第一联系

人  
胡女士  电话  86-21-33962944  

         

  

5.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招聘 

人数  
任职要求  

薪酬 

福利  

mailto:hufang-002@cpic.com.cn


岗位 

需求  

1  
全球资产

配置 

高级经理  

面向全球寻找适合寿险发展与匹配的

投资机会，结合对资本市场回报预期

和约束条件，针对性提出投资政策，

据此进行战略性资产配置。  

1-2 人  

1、国内外重点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 

2、具有经济学、金融学、金

融工程等专业背景； 

3、具有 5 年以上战略资产配

置的相关工作经验； 

4、具有较强的职业成熟度及

绩效导向； 

5、具有海外大型保险公司战

略资产研究与配置工作经历者

优先。  

面议  

2  
投资风控 

高级经理  

利用衍生工具量化管理信用风险、利

率风险等投资风险，能够有效对投资

进程提出提示与建议。  
1-2 人  

1、国内外重点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 

2、具有经济学、金融学、金

融工程等专业背景； 

3、具有 5 年以上量化风控相

关工作经验； 

4、具有较强的职业成熟度； 

5、具有海外大型保险公司投

资风控工作经历者优先。  

面议  

4  招聘邮箱  zhaozheng-003@cpic.com.cn  

5  
第一联系

人  
赵女士  电话  86-21-33965106  

6  
第二联系

人  
黄先生  电话  86-21-33965712  

         

 6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序

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招聘 

人数  
任职要求  

薪酬 

福利  

mailto:zhaozheng-003@cpic.com.cn


岗位 

需求  

1  
机器学习

工程师  

 

 

使用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技术驱动保

险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获客,  客户

价值挖掘，客户关系管理，风控，

运营决策最优化等需求。  

2  

1、硕士以上学历，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博士优先； 

2、扎实的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统计学

理论基础； 

3、精通常见的机器学习算法（如逻辑回

归、SVM、神经网络、决策树、贝叶斯

等），有实际建模经验；  

4、具有扎实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数据结

构等编程基础，精通至少一门编程语言

例如 JAVA/python/C++/R 等；  

5、熟悉 Map-Reduce 模型，对 Hadoop、

Spark、Hive 等大规模数据存储与运算平

台有实践经验优先； 

6、熟悉深度学习和相关开发环境

（tensorflow）, 并具有实践经验优先； 

7、有较强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拘泥

于经典框架，具有创新精神  

面议  

2  
大数据工

程师  

1. 负责公司云计算架构设计； 

2. 负责相关模块的概要设计、详细

设计等技术文档； 

3. 负责与第三方厂商进行对接； 

4. 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2  

1. 计算机等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硕士学

历以上优先； 

2. 熟悉云计算开发框架，熟悉 Linux 操

作系统，Shell 编程等； 

3. 能按照规范、指导要求完成服务器、

存储初始化及日常故障处理、维护工

作； 

4. 熟悉业界虚拟化技术，能按照规范、

指导要求完成云平台搭建、扩容、变更

及日常维护工作； 

5. 有云计算平台开发经验者优先； 

6. 互联网行业经验优先； 

7. 具备极强的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对

工作有热情，能够在一定压力下工作。  

面议  

4  招聘邮箱  hr@tplife.com  

  

5  
第一联系

人  
薛先生  电话  86-21-50614888-8101  

6  
第二联系

人  
王女士  电话  86-21-50614888-8119  

 

mailto:hr@tplif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