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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I．校内承办单位：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ICES）是复旦大学对国际学生、港澳台学生以及海外

侨胞进行中国语言文化教学的专业院系。学院致力于通过各类国际交流项目促进多元文化

交流。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接收留学生，至今已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学院师资力量

雄厚，教师学术背景多样，涵盖文学、文化、历史、哲学、外语、经济、管理、国际关系

等多个领域，是全国首批四个对外汉语基地之一，承担复旦大学全球七所合作孔子学院的

运营工作。学院招收汉语长期进修生、短期进修生、普通进修生（中国文化与社会及中国

经济与商务两个方向）、汉语言（对外）本科生（对外语言文化方向，对外商务汉语方

向），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每年有来自世界 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000人次学生来院学习交流，被誉为“小小联合国”。加入 ICES,学

生们不仅可以学习中文、体验中华文化和海派生活，还将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增进

多元文化的相互理解，建立国际视野 

 

II．项目目的及意义 

为满足港澳学生亲身了解内地经济、商务文化环境的需求，复旦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

室邀请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多所港澳著名高校联合举办

主要面向港澳学生的暑期实习项目。 

项目旨在通过普通话训练课程、商务讲座、商务实习、文化体验、公司参访等，在短

时间内使参与实习项目的学生熟悉内地的人文社会环境，深入感知内地经济与社会发展，

了解和适应内地经济法规、政策和习惯下的国际商务运作，增强认同感，充实自己，并提



 3 

高学生在普通话工作环境下进行经贸活动的实际能力，获得宝贵的工作经验。同样的，项

目也致力于向内地，尤其是上海众多企业注入新鲜血液，体验港澳优秀高校新生代力量。 

 

III.项目优势 

 优化平衡的项目设置 

 实践证明及优秀表现推荐信 

 全面普通话训练课程 

 体验传统文化以及上海国际化的都市生活 

IV.项目简介 

 2018年 6月 15日-8月 15日 

 发放 5000元生活补贴 

 历年实习单位：中国电信、裸心社、上海汽车 

 吃住在复旦 

 

V.2018 年港澳名校大学生暑期习计划报名流程 

1、招生程序 

1.3月 20日发放报名表和企业信息介绍 

2.4月初复旦大学及港澳高校组织校内选拔 

3.4月底之前用人单位审核申请材料，复旦大学发邀请函 

2、报名须知 

1.所有报名者仅限港澳本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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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报名者均须确保提交真实信息，证件为本人证件 

3.部分服务业企业实习岗位须参与企业组织的面试方可入职 

 

 

 

 

 

 

 

 

 

 

 

 

 

附一： 

2018 复旦大学港澳名校大学生暑期实习计划日程 

2018 HONGKONG & MACAO UNIVERSITY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 

序号 

No. 

日期 

Date 

星期 

Day 

上午 

Morning 

下午 

Afternoon 

晚上 

Ev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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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15 

五 

(Fri) 

【机场接机，入住公寓，欢迎晚宴】 

2 6/16 

六 

(Sat) 

【上海城市观光一日】 

D1、【世博会博物馆】，地标-【东方明珠·上海历史发展陈列馆】、【外滩】 

3 6/17 

日 

(Sun) 

Free Time 

4 6/18 

一 

(Mon) 

Free Time 

5 6/19 

二 

(Tue) 

Internship Placement TBD& 

Internship  

 

6 6/20 

三 

(Wed) 

Internship Placement TBD& 

Internship  

 

7 6/21 

四 

(Thu) 

Internship Placement TBD& 

Internship  

 

8 6/22 

五 

(Fri) 

Internship Placement TBD& 

Internship  

 

9 6/23 

六 

(Sat) 

普通话课程 Free Time  

10 6/24 

日 

(Sun) 

Fre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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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6/25 

一 

(Mon) 

Free Time 

12 6/26 

二 

(Tue) 

Internship  

13 6/27 

三 

(Wed) 

Internship  

14 6/28 

四 

(Thu) 

Internship  

15 6/29 

五 

(Fri) 

Internship  

16 6/30 

六 

(Sat) 

普通话课程 

【苏州二日考察】 

D1、中午 12：30 学校出发，车赴苏州，参观访问【苏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午适时车赴苏州市区，入

住酒店。 

17 7/1 

日 

(Sun) 

D2、参观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留园】,参观【苏州第一丝绸厂】，了解国粹丝绸的制

作工艺。参观【七里山塘】，看苏州商会博物馆，江南船文化博物馆，听苏州评弹。

【沿山塘河泛舟揽胜】，领略苏州以水为魂的意境。后适时返回上海。 

18 7/2 

一 

(Mon) 

Free Time 

19 7/3 

二 

(Tue)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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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7/4 

三 

(Wed) 

Internship  

21 7/5 

四 

(Thu) 

Internship  

22 7/6 

五 

(Fri) 

Internship  

23 7/7 

六 

(Sat) 

普通话课程 Free Time  

24 7/8 

日 

(Sun) 

Free Time 

25 7/9 

一 

(Mon) 

Free Time 

26 7/10 

二 

(Tue) 

Internship  

27 7/11 

三 

(Wed) 

Internship  

28 7/12 

四 

(Thu) 

Internship  

29 7/13 

五 

(Fri)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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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7/14 

六 

(Sat) 

普通话课程 Free Time 【ERA·时空之旅】 

31 7/15 

日 

(Sun) 

Free Time 

32 7/16 

一 

(Mon) 

Free Time 

33 7/17 

二 

(Tue) 

Internship  

34 7/18 

三 

(Wed) 

Internship  

35 7/19 

四 

(Thu) 

Internship  

36 7/20 

五 

(Fri) 

Internship  

37 7/21 

六 

(Sat) 

普通话课程 【企业商务参访】  

38 7/22 

日 

(Sun) 

Free Time 

39 7/23 

一 

(Mon) 

Fre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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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7/24 

二 

(Tue) 

Internship  

41 7/25 

三 

(Wed) 

Internship  

42 7/26 

四 

(Thu) 

Internship  

43 7/27 

五 

(Fri) 

Internship  

44 7/28 

六 

(Sat) 

普通话课程 Free Time  

45 7/29 

日 

(Sun) 

【杭州二日文化考察】 

D1、上午 8:00 车赴杭州。午餐后参观【杭州手工艺活态体验馆】，在这里不仅能观赏

到张小泉锻剪、王星记扇子以及西湖绸伞、富阳竹纸、瓯塑等杭州“老字号”传统技

艺的“活态”，还能亲自体验制作。后赴市区【西湖游船】，【河坊街】自由活动，晚

餐后入住酒店。 

D2、早餐后车赴桐乡，参观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地、江南水乡-【乌镇】。参观草木本

染色作坊、昭明书院、三寸金莲馆、老邮局、乌镇大戏院、恒益堂药店、桥里桥、老

街小巷。午餐后自由活动。下午适时集合，返回上海。 

46 7/30 

一 

(Mon) 

47 7/31 

二 

(Tue) 

Internship  

48 8/1 

三 

(Wed)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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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8/2 

四 

(Thu) 

Internship  

50 8/3 

五 

(Fri) 

Internship  

51 8/4 

六 

(Sat) 

普通话课程 

【孙中山故居、中共一大会址、 

上海老弄堂-新天地】 

 

52 8/5 

日 

(Sun) 

Free Time 

53 8/6 

一 

(Mon) 

Free Time 

54 8/7 

二 

(Tue) 

Internship  

55 8/8 

三 

(Wed) 

Internship  

56 8/9 

四 

(Thu) 

Internship  

57 8/10 

五 

(Fri) 

Internship  

58 8/11 

六 

(Sat) 

普通话课程 Fre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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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8/12 

日 

(Sun) 

Free Time 

75 8/13 

一 

(Mon) 

Free Time 

76 8/14 

二 

(Tue) 

Free Time 【欢送晚宴】 

77 8/15 

三 

(Wed) 

                【机场送机】  

备注： 

1、 以上日程仅供参考，以实际安排为准。 

2、 普通话测试日程待定，活动安排可能按照测试的具体日程作调整。 

 

 



 银联国际   

 

http://www.unionpayintl.com 

 

企业介绍 

银联国际是中国银联负责运营国际业务的子公司，以会员制吸引全球合作

伙伴，拓展银联卡境外受理网络，扩大银联卡发行和使用，开展创新支付的跨境

应用，提升银联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通过与全球 400多家机构合作，目前银联境外受理网络已延伸到 150多个

国家和地区，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银联卡。银

联国际正在为全球最大的持卡人群提供优质、高效、

安全的跨境支付服务，并为越来越多境外银联卡持

卡人提供日益便利的本地化服务。 

 

 

职位描述 

 

营销与品牌部实习岗 运营支持实习生 产品部（英语）实习生 

①部门介绍：  

根据中国银联全球发展策略和

品牌策略的指导，制定银联国

际的全球营销与境外品牌推广

战略。 

①岗位要求： 

1、学历：本科或硕士在校生  

2、语言能力：英语翻译、写作

能力良好  

3、特质：工作谨慎、细致 

①岗位要求： 

1、英语阅读翻译能力（商务

英语方向） 

2、要求有良好的文档写作能

力，熟悉 PPT 制作，英语六

级优先。 

②岗位要求：  

要求本科以上在校大学生 

②岗位职责：  

1、配合机构服务平台查询功能

的投产，录入机构联系人信息，

②岗位职责： 

1. 主要为全球市场相关英语

资料阅读，搜集，整合及翻

http://www.unionpayintl.com/


金融管理、市场营销、外语等

相关专业为最佳 

熟练运用 office 软件（尤其是

PPT）的能力 

必须具有良好的英文听说读写

能力 

工作细心，工作态度认真负责，

并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将系统信息等 PDF 版本文件整

理为表格； 

2、管理机构文件，对应建立电

子档案 

3、协调整合各类数据源并导入

新的信息管理系统，确保信息准

确 

译。 

2. 每月定期跟踪并分析产品

表现； 

3. 协助参与并支持产品开

发，提供相关报告整理； 

4. 协助参与产品优化，提供

产品对标调研。 

③岗位职责：  

1、协助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  

2、负责整理项目资料，包括营

销团队、品牌团队和渠道团队

的宣传材料制作、event 筹划

策划、翻译会议材料等等； 

3、协助进行整个部门的统计和

物料分配； 

4、如能较好完成本职工作，且

能力允许情况下，会承担更多

其他职能。 

 

  

 

 

 

 

 

 熊猫国际集团 

http://www.nengmao.net/en/home.html 

http://www.nengmao.net/en/home.html


 

企业介绍 

熊猫国际是中国电商服务领域的领导者之一。 

熊猫集团成立于 2005年，积累了 13 年的电商运营、营销推广和客户服务

经验。集团由来自互联网、线下零售和

品牌营销公司的精英组成。客户遍布全

球 12个国家和地区，覆盖 6个垂直行

业，服务超过 60个国内外品牌。集团

专注于时尚行业，设立行业标准，特别

是高端品牌和零售商。 

 

 

职位要求 

 

 内容运营专员 
（4 人） 

运营专员 
（6 人） 

 

 

 

 

 

 

 

 

 

岗

• 参与制定品牌双微运营策略，具备策划及执行

产品营销的能力及经验；  

• 通过有效的运营手段提升粉丝的活跃度、提高

产品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与用户互动；  

• 跟踪双微推广效果，活动统计与监测，分析数

据并反馈；  

• 与其他社交网站建立品牌合作关系，保持活跃

度，推广品牌，提升粉丝量； 

• 整合双微、论坛、SNS、APP 等新型互动营

销平台资源，论坛版主、SNS 红人、KOL 红人

等营销资源的的挖掘和管理；  

• 店铺每日数据的汇总、整理、分析，并对数据分析

所反映的结果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决方案； 

• 完成每日巡店工作，包括活动设置、上下架商品、

宝贝标题、首页及活动页面检查等基础工作；  

• 完成淘宝、天猫平台的日常对接及临时性需求反

应；  

• 跟进淘宝后台活动报名，并协调其他部门落实活动

批报流程， 对反馈结果和是否进行有效报名负责；  

• 在了解平台、品牌及消费人群特性的基础上，制定

特定节日性 、季节性以及月度、年度等可行性营销

计划；  

• 根据已确认的活动计划，统筹各个部门配合的时间



位

职

责 

• 协助部门经理完成其他日常工作； 

• 脑洞超大、超有创意者优先； 

进度表，跟进活动节奏，并在活动结束后反馈活动效

果；  

• 熟悉平台规则，了解运营相关产品及推广渠道，了

解品牌及行 业知识，时刻保持学习的心态；  

• 完成日报、月度总结、年度规划等常规工作；  

• 以品牌为单位，组织协调所在横向团队的日常沟通

和解决问题的机制； 

岗

位

要

求 

• 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及出色的活动策划能力；  

• 对于社会热点有极强的敏感度；  

• 乐于接受新事物喜欢迎接挑战；  

• 善于钻研、能灵活多变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  

•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 熟练使用双微账号的后台操作及图文信息制

作、发布、多客服管理等；  

• 新闻汉语言文学广告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 性格开朗、工作细致、认真积极、 讲求效率，有

较强的理解、沟通和适应能力；  

• 应变能力强，并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  

• 具备线上活动企划经验；  

• 一具有流程管理、团队合作、创意 判断、策略思

考的能力；  

• 有天猫、淘宝运营工作经验最佳； 

 

 Naked group 裸心集团 

http://www.nakedretreats.cn/zh-CN/ 

 

企业介绍 

裸心是一个度假村品牌，它注重于和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使人能无

拘无束的 接近大自然。人类原本不是生活在喧嚣的城市里。我们已经完全适应

这种都市的生活方 式了，但有时，我们应该赤裸裸的回归那个最原本的自己。

有别于中国其它度假酒店， 我们的高端度假酒店提供独特难忘的度假体验，旨

在引导人们优雅地回归到自然中。 我 们的核心理念是：自然，可持续，卓越的

客户服务。 

http://www.nakedretreats.cn/zh-CN/


 

职位要求 

 

Position Title: HR Intern                                                     

Headcount*1 

Core Responsibilities: 

· 在对内和对外的各种招聘渠道上发布和更新招聘信息 

· 为HR经理安排面试时间 

· 协助HR经理办理新员工的入职，包括撰写入职通告 

· 完成HR团队分派的其他任务 

· Post and update job advertisement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reer channels. 

· Assistant HR Manager for interview arrangement. 

· Support HR Manager for new employee on boarding including drafting the bilingual 

announcement. 

· Perform other tasks assigned by HR team. 

 

Core Competencies & Professional Skills: 

· 大三或大四的在读本科生或者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 

· 保证至少三个月的实习周期，每周至少工作三天 

· 良好的中英双语沟通及写作能力 

· 熟练运用PPT, Word, Excel等办公软件 

· 有HR实习经历或外企工作经验者优先 



· Junior/Senior year student at bachelor’s or master’s degree study  

· Ensure 3 working days per week at least 3 months 

·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English and Chinese communication skills 

· Competent in Microsoft Power Point, Word, Excel, etc. 

· Previous human resources, recruiting experience in multinational company experience is 

preferred. 

Position Title: Marketing Intern/PR Intern                                      

Headcount *2 

Responsibilities: 

· 协助市场部团队和公共关系团队开展工作如：日常事宜，特定活动，招待会，广告发布和社交媒体

的更新（微信和微博） 

· 为市场部团队和公共关系团队的资料做中英双语间的翻译 

· 完成团队交代的其他任务 

· Support Marketing & PR team in various events/activities/press conference/ads and social 

media promotions (Wechat/Weibo) 

· Draft and localize marketing and PR material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 Other duties to render support to team  

Qualifications: 

· 有纪律性并且注重细节 

· 良好的中英双语书写能力 

· 每周至少能工作三天 

· Organized and detail oriented;  

· Good at English and Chinese writing;  

· Can work for at least 3 days per week  

 

 

 



 

 

 Novus International 诺伟司国际贸易 

http://www.novusint.com 

 

企业介绍 

诺伟司国际作为全球动物营养方面的领导者，为畜禽，宠物和人类提供多

样化的健康与营养解决方案。诺伟司在全球超过 10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机构，

直接支持全球超过 2500家战略客户。诺伟司总部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查尔斯市，

在全球超过 3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区域总部办公室，研发机构，生产和运营设施，

并在超过 6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提供当地销售和技术服务的办公室。在过去的十

几年中,诺伟司从仅有 150位雇员的规模

成长成为全球超过 750名雇员的组织. 

诺伟司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与诺伟司饲料添加剂（上海）有限公司是

诺伟司国际在中国创立的全资子公司。 

 

职位要求 

 

JOB TITLE           Marketing Assistant 

REPORT TO    Sr. Specialist,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Northeast Asia 

LOCATION           Shanghai  

Vacant No.           1 

This role will be accountable for supporting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team 

on relevant tasks of Novus Northeast Asia. 

Key Responsibilities: 

http://www.novusint.com/


1. POP design/update, download/upload to SFDC & NOVUS we-chat, company 

disk, etc. & filing.  

2. Event coordination like POP preparation sales & vendor coordination, filing 

in events such as NGS program, academy, forum, meetings & exhibitions, etc. 

3. Video editing/update. 

4. Monthly Competitor & NOVUS PR tracking & report1. 

 

Requirements:  

1. Bachelor or above education, majored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or other 

relevant majors. 

2. Good at communicating,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 

demonstrate team work spirit 

3. Good at MS Office, especially in excel. 

4. Photoshop / video editing skills. 

5. Can-do attitude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JOB TITLE         Receptionist   

REPORT TO      Executive Assistant, AGM  

LOCATION        Shanghai  

Vacant No.       1 

This Receptionist position will be accountable for all admin relevant stuff of 

Shanghai office. 

Key Responsibilities: 

1. Office routine maintenance, i. e., taking telephone calls, meeting room 

booking management, etc. 

2. Facility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i.e., coordination of fix assets and 

office building relevant issues. 

3. Travel supports: based on inquirie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to support 

NEA staff travel planning i.e., invitation letter, communication with visa 



agencies, air tickets & hotel booking, etc. 

4. Other tasks assigned by Manager. 

 

Requirements:  

1. Colleague or above education, majored in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or 

other relevant majors. 

2.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Quick learning, Can-do attitude and always 

willing to help others. 

3. Sufficient in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4. 3-4 days a week required. 

JOB TITLE       FP&A Intern 

REPORT TO       NEA FP&A Manager 

LOCATION        Shanghai 

Vacant No.      1 

This role is to assist FP&A and Accounting team in accounting document 

filling, banking and GL related tasks for assigned Novus legal entity. 

Key Responsibilities: 

1. Assistant accounting documents filling 

2. Monthly banking information checking 

3. Assist to input VAT invoice and check for assigned Novus legal entities 

4. Other tasks on financial analysis and planning assigned by manager. 

 

Requirements:  

1. Master degree or above, majored in Finance, Accounting or Business 

Management. 

2. Have basic financial knowledge. 



3.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sufficient in both Mandarin and English. 

4. Experience in Finance or Accounting would be a strong advantage. 

5. Good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6. 3 days a week required / 24 hours per week. 

 

 

 挚心企业咨询管理（The bridge 筑桥） 

http://www.61hr.com/person/companycenter.aspx?companyid

=7711&baseid=0 

 

企业介绍 

筑桥，顾名思义，是要成为联通中外各种学

术思想流派之间的桥梁，打破此疆彼界的畛域，并

成为一心向学的人在此从事探索、创发、益智、修

身的心路之旅。还将引介发人深思的社会人生经验。

所以，筑桥不墨守成规，广泛开设各种课程，文理

兼备，知行合一，特此聘请来自国内外的权威老师

传道授业，既有艺术班，也有科学工艺班；学生既

可选修诗歌，也可以学习天文学。同时要手脑并重，

学以致用，或动手做张椅子，或动脑筋拍制电影，

甚至学开飞机。要而言之，所有课程，都将具体落

实到切身的生活经验之中，从实践中激发学生潜在

的创发力。 

 

职位要求 

http://www.61hr.com/person/companycenter.aspx?companyid=7711&baseid=0
http://www.61hr.com/person/companycenter.aspx?companyid=7711&baseid=0


 

实习生开放职位 Intern Opening Positions 

• 人力资源部及行政实习生 Human Resources & Administration Intern (1 

person)  

• 财务实习生 Finance Intern (2 person)  

• 餐饮部实习生 F&B Service Intern (1 person)  

• 市场部实习生 Marketing Intern(1 person)  

• 学习部实习生(助教） Learning Intern(3 person)  

• 娱乐服务部实习生 Recreation Intern(1 person) 

 

 

【岗位职责】 

1.基础招聘工作，简历筛选，人事档案管理等 

2.负责公司日常行政工作  

3.接待公司访客，接听前台电话，维护公司企业的形象 

4.支持配合公司各部门工作，按时完成上级领导交代的其他合理的任务 

  

【任职要求】 

1.具备良好的英文书面及口语表达能力， 

2.具备优秀的沟通协调能力 

3.形象气质佳、性格开朗，具有良好的亲和力和服务意识  

4.熟练操作办公自动化设备和 Office 软件  

5.诚实敬业，工作认真细心，责任心强 

 

 

 



 

 

 易宝集团 

https://www.ebaotech.com/ 

 

企业介绍 

易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保”）成立于 2000 年，是世界

领先的数字化保险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为全球产、寿险公司提供新一代

保险核心业务和互联网云平台技术解决方案及相关服务。帮助保险公司在多

变的 商业环境下实现高成本效益、可扩展的、灵活且高度自动化的保险运

营。易保的办公室遍布上海、无锡、北京以 及欧洲、亚太以和美洲 13 个

国家，业务涉及于全球 30 多个国家，客户包括跨国保险公司及当地领先的

保险公司。  

公司近一千五百名员工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专注于保险业务运营咨询、

产品管理或项目实施、软件研发等专业领 域。易保连续多年被中国政府认

定为“国家重点软件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并荣膺 CRF 授予的年度“中

国杰出雇主”专利资格认证。  

易保具有开放的企业文化，致力于培育世界级的创新环境。创新、质量

和人才是易保持续发展的立足点。易保的 全球

化发展，为致力于咨询业、保险业和 IT 业的国

际化人才，提供了丰富的职业资源和广阔的发展

前景。 

 

 

职位要求 

 

Jr. Consultant 初级咨询顾问 

https://www.ebaotech.com/


Our consulting professionals can expect to work with 

like-minded people and high profile clients who are eminent in 

their respective insurance business and/ or technical field in a 

fast growing and challe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rovide 

valuable solutions through debate and discussion, in our teams 

and with clients, continue you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reinforce and expand your chosen career path by the sheer variety 

of work we do, and the experience it offers, receiv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covering business acumen,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development. 

Specification:  

•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study experience from highly rated 

university, top ranking GPA. The major in insurance, finance, 

mathematics, statistics, IT o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s a 

plus; 

•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with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and Chinese or more (such as Japanese, Spanish, 

Portuguese, Vietnamese … ) is preferred;   

• Be creative, logical, problem solver, result oriented, open for 

consistent improvement, fast learner, self-motivated and 

prudent at work, good team player and willing to work in 



global base. 

 

Associate Product Manager 助理产品经理 

The Associate Product Manager is responsible for gathering 

customer feedback, doing user research, developing MRD 

(Market Requirements Document), assisting Product Manager to 

develop PRD (Product Requirement Document), communicate 

with engineering team, suppor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helping the product release successfully Requirements  

•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Major in computer science, math, 

or finance areas (MBA preferred) is a plus  

• Good written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Passion for great design, strong analytical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 Able to learn quickly and have high curiosity level   

• Excellent teamwork skills  

 

Associate Software Engineer (JAVA) java 开发工程师 



Working with talents to build and innovate our leading solutions 

for insurance industry via Internet Cloud Platform. Create the 

components and features of the insurance products for 

large-scale deployment. Develop high-quality code with unit 

testing code. Perform design and code reviews. Work closely with 

software testing to resolve defects in a timely manner.  

Requirements   

•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major in computer science or other 

related fields.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CET6 is a plus;   

• Great passion on coding and debugging, like programming, 

and new technology and engineer process;   

• Experience in HTML, CSS, JavaScript and other UI technology 

like Ajax (JQuery), HTML5, internship in commercial 

software company are preferred;    

• Be creative, open for consistent improvement, good team 

player and fast learner, self-motivated and prudent at work 

 

Associate Software Test Engineer 软件测试工程师 

Working with the talented software engineering team ensures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software product and the application 



deliverable by Designs test cases/enhance test cases; 

Demonstrates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in executing tests; Isolates 

defects uncovered during testing…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client around the world.    

Requirements 

•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major in computer science or other 

related fields; Fluent in English or Japanese, CET 4 or JLPT 2 

or above;   

• Passion in software testing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 Experienced in software testing,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DMBS (Oracle or MSSQL), software quality tracking 

system/tools, Java programming skill are preferred;   

• Be creative, open for consistent improvement, good team 

player and fast learner, self-motivated and prudent at work. 

 华为翻译中心 

 

www.huawei.com. 

 

企业介绍 

关于华为 

http://www.huawei.com/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供应商，2017年《财

富》世界 500强排名第 83位。更多信息，请见公司官网 www.huawei.com。 

 

关于华为翻译中心 

华为翻译中心是华为公司内部的一个部门，以优质的翻

译及本地化交付保障华为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本地语言文化竞

争力，以无所不包的语言服务助力华为连接世界，实现全球

商业成功。 

 

职位要求 

实习内容  

 参与华为某业务领域翻译项目，承担中英翻译和同行检视等 

 翻译语料处理和术语整理等 

 其他翻译质量保障相关的工作 

实习收获  

 在这里，将由资深翻译担任你的导师，让你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下快速成长。 

 在这里，你将切身感受华为翻译流程、工具和规范等，体会华为

高质量的奥秘。 

 在这里，你将与翻译高手共事，领略华为翻译以终为始、持续超

越的精神。 

 你将获得一定的实习补助，表现优秀的同学还将优先获得华为

Offer。 

http://www.huawei.com/


实习要求  

 专业：语言、翻译、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等专业，不限 

 学历：本科及以上 

 志向：对中英笔译有浓厚的兴趣，有志于长期从事笔译工作 

 

实习地点 华为公司上海研究所，具体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2222 号

（近地铁 12 号线、地铁 9 号线） 

 

 

 上海城市规划馆 

企业介绍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位于人民广场市政府

大厦东侧，北靠人民公园，是展示上海城市规

划与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它集展览、旅游、

酒会、商务、休闲于一体。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

馆既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人民广场

地区最新的都市旅游亮点。规划馆的展示主题

是“城，人，环境，发展”。馆内大量采用高科

技手段，全面展示上海至 2020年的城市未来蓝图。整个规划馆极具专业性、知

识性、趣味性、艺术性，融历史和未一体，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上海城市规划

展示馆获两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一项为规划馆是规模最大的城市规划展示

馆，另一项为规划馆内“上海市内环线内主体模型”是规模最大的城市规划模型。 

职位要求 

岗位数量：4 

岗位要求：专业不限，市场营销优先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æµ·å��å¸�è§�å��é¦�/6678886/0/99636c0eafce5f8e7bcbe1a7?fr=lemma%26ct=single


 

 Cushman&wakefield 戴德梁行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介绍 

戴德梁行是国际房地产顾问“五大行”之一，于 1784年在英国伯明翰创立。截

止 2017 年，戴德梁行在全球 60个国家共有 43,000余名员工为客户提供跨国房

地产服务。凭借其驻各地专业人员组成的跨国网络及其对当地市场的透彻认识，

戴德梁行为客户提供一贯高水平的一站式房地产咨询及顾问服务。 

DTZ 戴德梁行 1993 年成立上海分

公司，是最早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国

际物业顾问公司。其全球总部位于伦

敦，公司拥有一支逾 10,000 名物业专

业人才的综合团队，在 60个国家 148

个城市为客户提供服务，旗下房地产

专才超过 10.000人。在大中华区，DTZ

戴德梁行是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房地

产顾问公司、是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获得“国家 A级估价执业资格证”（资

格证号：C-000630）的公司、业务网络覆盖超过 120个城市，大中华地区业务网

络覆盖 20个城市，包括北京、成都、重庆、沈阳、广州、杭州、南京、郑州、

青岛、南宁、上海、深圳、大连、天津、武汉、厦门、西安，长沙以及香港和台

北。成为大中华地区最具规模的国际房地产顾问公司。 

职位要求 

岗位数量：2 

 

 

 Rider levett bucknall 利比有限公司 

企业介绍 

利比是一家独立的、全球房地产及建筑业测量

师事务所。作为一家跨越两个世纪、拥有深厚文化、

服务网络覆盖全球的知名企业，利比提供的服务包



括造价管理及工料测量、项目管理和相关专业咨询。 

我们的成就令人瞩目。利比作为工料测量领域的先锋，参与多不胜数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项目，如悉尼歌剧院、香港汇丰银行总部大楼、2012年伦敦奥运会、

拉斯维加斯城市中心。 

我们致力于建造更美好的环境，并坚持价值、质量和可持续性。我们坚信利

比将继续延续这一成功的足迹。我们创新的思维、全球影响力、再加上非凡的执

行力，不断地建造各类型建筑项目，令项目得以从意想化为现实。 

利比所提供的专业咨询服务在建造业界中無可比擬。除了我们的核心服务造

价咨询、工料测量和项目管理外，我们的咨询团队还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并得到

业界广泛赞誉。 

咨询服务主要包括技术尽职调查、建设成本支出和更新成本评估，为客户提

供实用和专业的建议。我们为客户提供不同的咨询服务，以达到客户的预算和运

营目标。 

职位要求 

岗位数量：2 

岗位部门：工料测量 

岗位要求： 

 年级大三或大四 

 主修科目测量、工程管理 

 英文熟练，普通话能交流 

 

 WT partnership 务腾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介绍 

务腾咨询 (WT Partnership) 是一家国际领先的工程造

价咨询服务公司。咨询业务遍及世界不同角落，项目种类经

验全面，在全球，设有 52个办事处，拥有员工 1300人。服

务覆盖东南亚、中国大陆、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

哥、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等国家。 

务腾咨询 (WT Partnership) 为不同地域的客户提供同

样客观、中立的专业咨询。为物业发展、建设工程及造价管



理提供咨询服务，业务范围以楼宇建筑、基础建设和设施管理等为主。 

  务腾的方式是与客户及其工程顾问结成伙伴，通过与团队的互动协调、紧密

合作，为客户提供最全面的造价方案。我们专业、及时和可靠的咨询服务，能贯

彻建筑发展各个过程，以及设施管理和物业全寿命的每一阶段，为项目提供均衡

成本、价值和风险效益的专业咨询。 

职位要求 

岗位要求：2 

岗位部门：工料测量、工程造价咨询（土建、机电） 

岗位要求： 

 大学 2、3年级优先 

 主修工料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