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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区古龙路证券营业部 

企业名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区古龙

路证券营业部 
企业所属行业： 

证券、金融 

简历投递邮箱： liyilin@orientsec.com.cn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李依霖  16602101425 

招聘岗位信息（经管类）：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要求 

1 财富顾问 2 上海 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金融相关专业，通过证券从业资格优先 

2 机构业务专员 2 上海 
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金融相关专业，通过证券从业资格优先，对金融同业业务

有一定了解 

公司简介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综合证券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成功登陆上交所，

2016 年 7 月 8 日 H 股成功发行并上市，成为行业内第 5 家 A+H 股上市券商。 

   上海闵行区古龙路营业部是一家成立 20 年的老牌证券营业部，历史悠久，底蕴丰厚。营业部位于古龙路古美路路口，人气鼎盛、交通便利、环境一

流。营业部秉持“客户至上、以人为本、专业服务、开拓创新”的经营理念，给客户提供细致热情的咨询服务，帮助客户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2.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所属行业： 
快销，美妆 

简历投递邮箱： recruiter@jala.com.cn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招聘岗位信息（经管类）：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要求 

 管培生 –方向 10 
上海市静安区铜仁

路 299 号东海 soho 

1）985、211 院校本科毕业，专业不限；2）对化妆品行业有强烈的兴趣，善于发

现市场的细微变化；3）善于沟通，具备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 4）在团队中愿

意承担组织和协调角色，主动执行力强；5）有消费品品牌公司实习经历者优

先； 

2.福利待遇 

1）提供富有行业竞争力的福利薪酬福利待遇；2）五险一金以补充医疗保险，产

品福利，提供带薪年休假、法定节假日；3）提供系统并且多元化的培训机会；

4）为培训生量身打造个人培养计划与生涯规划；5）资深管理者一对一带培与指

导；6）通畅的职业发展通道与晋升机会 

公司简介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上海，十年来，公司以“汇聚全球力量、打造中国品牌”的经营策略，与法美德日等国在科技、创意、设计等领域居于

全球领先的企业合作，先后创立了美素、自然堂、植物智慧、医婷四个个性鲜明的品牌。 

伽蓝本着将东方生活艺术和价值观的精髓传遍世界为使命，为消费者提供爱不释手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消费者实现更加美好快乐的

生活！ 



3.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所属行业：  

简历投递邮箱： Zjsun1112@126.com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备注：  

招聘岗位信息（经管类）：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要求 

1 审计主管 1 上海长宁区 

1、财务、审计、经济类等全日制本科学历； 

2、5 年以上审计工作经验，有大型集团、会计事务所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审计

师资格或中级会计师； 

3、具有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能力，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框架、制度和流程、财务

咨询的审计经验； 

4、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和文字处理能力，具有职

业判断和决策能力； 

5、具有高度敬业精神，工作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和操守； 

6、适应出差。 

2 会计 1 上海长宁区 

1、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会计或财经相关专业； 

2、具有会计师职称资格更佳； 

3、具有 2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学习能力强； 



4、熟悉公司日常全盘账务处理、数据分析及编制各项报表等工作，可以独立、

准确完成公司账务； 

5、熟练应用办公软件与常用财务软件，数据分析能力强，熟悉相关财税法律法

规，熟悉明细帐会计的核算流程； 

6、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执行力，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7、作风严谨、严守机密、坚持原则，执行能力强。 

 

公司简介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投资集团，成立于 1999 年，注册资金逾 76 亿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国之杰最先运营的业务板块，类型涵盖写字楼、酒店、商业、住宅及物业管理，已建成项目包括：上海三至虹口喜来登酒店、海通证

券大厦、新虹桥中心大厦、鑫达大厦、上海九英里城等。 

此外，金融服务及高新科板块同样是国之杰集聚优质资源，着力经营的重点业务，拥有包括安信信托等子公司。 

公司自 2002 年开始涉足金融服务，并将其视为公司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如今，国之杰是安信信托（SH，600816）的第一大股东，安信信托是最早一

批金融类上市公司，也是目前国内仅有的两家金融信托上市公司之一。 

在未来的发展中，国之杰将始终秉承独有的投资理念，不断为社会、为股东、为员工创造财富，分享成长价值。因此，在业务发展的投资选择上，公司

将首先考虑“投资中国、服务民俗、着眼未来”的产业及相关项目。 

国之杰公司的使命愿景： 

聚集于房地产价值链，以金融和高科技为双轮，塑造系统的资源整合能力； 

做产业和产业间新价值的发现者和创造者； 

为投资者创值、为客户创值、为社会创值、为员工创值。 

 



4. 康年养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康年养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所属行业：  

简历投递邮箱： Zjsun1112@126.com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备注：  

招聘岗位信息（经管类）：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要求 

1 
投资分析经理

（养老投资） 
1 上海长宁区 

1、本科以上学历，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优先； 

2、3 年以上企业中层管理工作经验，有投资银行、养老、房地产、酒店行业项目

投资分析岗位经验优先； 

3、具备一定的养老相关理论基础和项目开发经验； 

4、热爱养老事业，对养老事业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使命感； 

5、工作认真负责，善于学习，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文字表达能力； 

6、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7、年龄：28 岁--45 岁。 

公司简介 

康年养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5 年 8 月，经营范围包括：养老投资管理，家政服务，餐饮，旅馆，物业管理，展览展示，会展服务，文

化艺术交流策划，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及咨询；企业管理及咨询；商务咨询、财务咨询等。 



公司致力于打造中国城市养老高端品牌的专业化运营平台。同时借助集团信托金融产品平台，开发高端信托养老产品，实现养老产业与信托业的产品融

合，养老产品的开发和高品质服务运营是集团公司与旗下信托平台新经济模式下的战略选择。公司战略定位为以上海周边区、县为养老产业布局，以开

发建设 CCRC 社区的战略定位为重点，以养老信托产品为依托，实现金融产品与服务产品的跨界创新模式。公司以创新的养老养生理念、高标准的服

务、温馨的照护，为客户提供养老运营服务及其相关解决方案的高端养老机构。将以业内经验丰富专业人员为核心组建运营团队。公司以上海产业基地

开发、建设、运营模式为模板，在中国一线及核心城市，打造中国高端养老产品的标准化连锁品牌。康年公司秉承中华民族的“孝”与“爱”的文化精髓与

人文关怀理念，努力成为中国养老产业的优秀企业。 

 

  



5. 上海冠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冠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所属行业： 外贸-大健康 

简历投递邮

箱： 
HR.CV@acerchem.com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021-31358882（824） 

备注： 可添加微信：291853505 

招聘岗位信息（经管类）：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要求 

1 外贸销售总监 1 

上海市普陀

区丹巴路旭

辉世纪广场

6 号楼 

 

 

 

 

 

 

 

 

 

一、要求 

行业经验：原料出口、化工、食品原料行业，外贸行业、8 年以上工作经验，销

售出身； 

管理经验：丰富的团队管理经验和独立完成目标的能力，团队人数≥6人并且团

队销售额≥$500W的； 

学历背景：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有在外留学/工作经验优先； 

其他要求：可以出差、男女不限、小公司中分管销售的总经理、总监等； 

其他素质：抗压能力较好、较好的沟通影响能力、团队融合能力、执行力强、风

格严厉、情商高； 

二、岗位职责 

1、协助公司决策层管理贸易中心； 

2、参与制定贸易中心的销售策略，进行销售预测、制定具体销售计划； 



 

 

 

 

3、组织与管理销售团队，制定销售目标及销售计划并确保达成； 

4、负责销售人员员绩效考核、开展业务技能培训及日常业务管理； 

5、独立开展业务工作，开发新客户； 

6、组织收集和汇报市场销售信息、客户的反馈信息、市场发展趋势信息等； 

7、贸易中心销售团队内部管理与建设； 

8、其他直接上级交办的事情。 

2 跨境电商副总 1 

上海市普陀

区丹巴路旭

辉世纪广场

6 号楼 

1、负责跨境电商团队销售管理工作 

1.1 制定销售预算，确保销售指标达成 

1.2 现有线上（网易考拉、唯品会、天猫国际等）渠道、线下渠道的进一步发展与

维护 

1.3 新销售渠道（线上、线下）的拓展 

1.4 各大电商平台关系的维护与发展 

2、品牌的市场推广，营销方案的确认及执行 

3、海外健康品牌的谈判与合同签订，促进品牌合作 

4、跨境电商团队管理 

4.1 负责团队内部人才的培养和梯队建设 

4.2 负责团队内部人员分工的明确与优化 

4.3 负责团队内部人员的评估和激励 

5、直接上级安排的其他事项 

公司简介 



新加坡 AVIDA 集团（官网：www.avida.sg）旗下拥有【上海冠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英文名：Acerchem.Inc（官网：www.acerchem.com）】和

【上海易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官网：www.easynutra.cn)】两家全资子公司。 上海冠硕 Acerchem 整合全球资源，成为顶级品牌公司、OEM 厂商、渠

道商及终端客户的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公司在英国、西班牙、美国、荷兰、越南等地区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和仓储基地，运用大米油脂生物利用，抗氧

剂包埋技术，特种氨基酸，天然类胡萝卜素，海洋资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专业的研发领先技术和综合营销优势，形成核心产品和核心市场及国际网

络化的市场分销、研发、生产结合的公司业务构架。每年以 40-50%%的速度增长！ 2018 年年销售额近 RMB7 亿。 

 

  

http://www.avida.sg/
http://www.acerchem.com/
http://www.easynutra.cn/


6. 上海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企业所属行业： 
批发/零售 

简历投递邮箱： jinlei4@gome.com.cn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金小姐 

15000745254 

备注：  

招聘岗位信息（经管类）：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要求 

1 营运总监 1 
上海市普陀区光新路

132 号 

 本科以上学历  

 年龄 35 岁以下 

 具备商业思维、客户经营、服务意识、创业精神、积极

乐观 

 5-10 年大型商超等零售、新零售、互联网零售经验或家

电行业销售、运营管理工作经验 

 具备营销促销组织能力，有带领团队或参加从传统零售

向新零售转型成功经验优先考虑。 

2 门店储备店长 3 上海国美各门店 

 本科以上学历  

 年龄 30 岁以下 

 具备商业思维、客户经营、服务意识、创业精神、积极

乐观，并对零售行业有浓厚兴趣 



 3-5 年大型商超等零售、新零售、互联网零售经验或家

电行业销售、运营管理工作经验 

 具备营销促销组织能力，有带领团队或参加从传统零售

向新零售转型成功经验优先考虑。 

3 舒适家储备部长 1 
上海市普陀区光新路

132 号 

 本科以上学历 

 年龄 30 岁以下 

 具备商业思维、客户经营、服务意识、创业精神、积极

乐观，并对零售行业有浓厚兴趣 

 有家装或暖通设计工作经验，从事过中央

空调、地暖行业者优先 
 

4 业务主管 1 
上海市普陀区光新路

132 号 

 本科以上学历  

 年龄 30 岁以下 

 具备商业思维、客户经营、服务意识、创业精神、积极

乐观，并对零售行业有浓厚兴趣 

 3-5 年大型商超等零售、新零售、互联网零售经验或家

电行业销售、运营管理工作经验 

 具备营销促销组织能力，有带领团队或参加从传统零售

向新零售转型成功经验优先考虑。 

5 门店运营部主管/专员 2 
上海市普陀区光新路

132 号 

 本科及以上学历 

 市场营销方向者优先 

6 新媒体运营-文案美编 2 
上海市普陀区光新路

132 号 

 2 年以上具备丰富的新媒体或社会化媒体运营和营销经

验者； 

 了解社会化媒体各个平台，本身是微博、微信、抖音、

西瓜、豆瓣等的活跃用户；对移动端互联网新媒体发展潮流高度

关注，思维活跃、有创意者优先； 

 善于利用社会热点为企业自媒体输出内容，热衷娱乐、



八卦的优先 

 艺术设计及相关艺术类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两年以上美

陈设计经验，有良好的审美能力； 

 能够熟练使用 3DMAX、Photoshop,对 CAD、AI 等软件

有一定的认识； 

 擅长商业美陈设计，有关注商业美陈，有较强的空间理

解能力和创新精神，设计思维活跃、清晰； 

 

7 新媒体运营-视频摄影编辑师 2 
上海市普陀区光新路

132 号 

 具备摄影摄像技术编辑能力，熟悉摄影摄像器材的使用 

 能够撰写影视脚本，有扎实的文案功底和策划能力 

 精通剪辑，懂镜头语言，能够把控并独立完成视频的整

体制作 

 熟练使用 Final Cut、Premiere、AE 等视频制作软件 

 有良好的责任心和主动的工作态度，较强的团队意识，

团队合作精神 

 为人诚实守信，工作踏实，细致认真，敢于创新 

 

公司简介 

国美零售控股公司成立于 1987 年元月一日，在中国拥有近 1900 家门店，覆盖 400 多个城市，是中国企业 500 强之一。2004 年，国美在香港联交所上

市，年销售额超千亿元，拥有“国美”、“大中”、“永乐”、“黑天鹅”、“北方电器”等多个全国性和地方性零售连锁品牌。 

目前，国美建立了以大区域仓、城市仓和全国终端配送的立体物流网络，覆盖 95.5%地级市、91%的县区和 85%乡镇，推出送装同步、15 天无理由退货

等多项行业领先服务标准。 

以“国美•家美•生活美”为新时期品牌主张，国美致力建设成为一个备受尊重、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优秀零售企业。 

 

  



7. 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所属行业： 
咨询 

简历投递邮箱： job@china-co.com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021-51698855 

备注：  

招聘岗位信息（经管类）：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要求 

1 协作咨询顾问 5--10 人 
上海、武汉（有长

期出差要求） 

【岗位职责】： 

1. 参与重点课题的研究； 

2. 基于客户需求进行行业研究、企业研究； 

3. 参与客户需求的诊断，挖掘客户需求点，撰写项目建议书； 

4. 创新集团管控、战略管理领域的知识体系。 

【入选资格】： 

1. 有咨询梦想，愿意长期从事咨询行业； 

2. 经管专业硕士，理工科硕士，优先考虑有复合型背景的申请人； 



3. 具备基本的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能力； 

4. 出色的学习能力、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5. 良好的沟通能力，能自信、成熟地与高端客户交流； 

6. 能吃苦耐劳。 

 

2 咨询顾问 5--10 人 

上海、北京、武汉

（有长期出差要

求） 

【岗位职责】 

1. 咨询需求沟通，企业问题诊断与咨询方案实施； 

2. 设计集团管控解决方案，协助客户实施； 

3. 项目管理，咨询团队建设。 

【入选资格】 

1. 学历背景：经管类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MBA、DBA 等同等学历优先； 

2. 知识结构：熟悉大型集团企业管控模式，管理流程与组织设计；  

3. 职业经历：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其中二年以上咨询项目经验； 

4. 核心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咨询服务技能，解决问题能力，沟通与协调，演讲

与培训，团队管理能力； 

优先考虑：有上市公司、央企、大型集团企业中高层工作经验，或有集团管控相

关咨询项目服务经验，或有国际五大管理咨询公司从业经验者优先 

3 品牌策划顾问 2 上海 

【岗位职责】（文案编辑岗）： 

1、负责公司出版图书的策划、编辑与修改； 

2、负责财经管理类媒体约稿、专题采访、文章的编辑、写作与投稿； 



3、负责财经管理类媒体活动的策划、洽谈与实施； 

4、参与新媒体的运营策划、线上软文编辑与写作； 

5、负责对市场、竞争对手及客户需求进行研究与分析，为品牌推广提供策略。 

【岗位要求】（文案编辑岗）： 

1、经济管理类、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优先； 

2、1-2 年相关工作经验； 

3、拥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扎实的文字写作能力、商务沟通能力、活动策划能

力； 

4、积极主动、踏实认真，热爱品牌策划工作。 

5、有在管理咨询公司、新闻媒体、出版社从事图书编辑、采访报道等相关工作或

实习经验的优先。 

 

【岗位职责】（新媒体运营岗）： 

1，负责品牌宣传媒体的合同洽谈及营销推广； 

2，负责新媒体渠道的日常运营； 

3，参与新媒体的运营策划、线上软文编辑，运用图文编辑能力，对社交网络语境

和趋势话题敏感，从用户的需求及社会话题进行媒体策划； 

4，收集研究网络热点话题，结合新媒体特性，对官网、微信公众号内容的实时调

整和更新 

5、负责对市场、竞争对手及客户需求进行研究与分析，为品牌推广提供策略 

【岗位要求】（新媒体运营岗）; 

1，传媒、广告、新闻、视觉艺术等相关专业毕业，本科以上学历 

2，1 年以上新媒体运营经验，有企业微信公众号运营、推广、互动经验, 

3， 对互联网与新媒体的玩法和工具有敏锐的嗅觉，善于利用热点 

4，具备一定美术功底，擅长 PHOTOSHOP 等图片处理软件者优先 

 

4 大客户顾问 2 上海 【岗位职责】： 



1、配合辅助市场研究、区域研究、政策研究、重点行业研究、重点客户研究、

竞争对手研究、企业研究、行业分析等各类常态研究工作； 

2、参与策划并组织热点主题、热点区域、热点行业等相关市场活动； 

3、根据市场需要，参与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新业务并配合组织实施； 

4、根据公司发展规划，配合市场营销策略，实施工作计划； 

5、负责收集内外部相关市场信息，开发并组织相关市场活动，包括咨询项目招

投标、相关论坛、相关培训、相关研讨会、相关沙龙等；  

6、完善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管理客户资源，负责与意向客户进行需求沟

通、商务洽谈、促成合作，老客户的维护及需求挖掘，参与开发公司会员，研究

客户需求并撰写各类客户函，参与拜访意向客户；  

7、配合公司其他部门开展相关工作。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管理、经济、市场营销类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或有 1 年

销售工作经验； 

2、乐于和客户打交道，喜欢顾问式营销工作，具备较强的商务敏感度，能够迅

速地理解、把握客户的需求与心理； 

3、出色的客户沟通能力与谈判能力，客户需求分析与需求的挖掘与引导能力，

熟悉商务函写作； 



4、具有相关咨询与管理培训行业的市场工作经验者优先 

公司简介 

华彩咨询——中国领先的集团类定制化咨询服务专家，始创并引领着中国的集团类咨询服务，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国资国企改革、集团战略、集团管

控、集团组织人力资源、集团风险和内控等领域的咨询服务专家，是国内领先的集团企业综合服务商、企业变革专家。 

华彩成立于 1996 年，由来自原国际五大和国际战略咨询机构、国际投资银行的五位合伙人组建，专门为客户提供以集团战略和集团管控为核心的

集团类咨询服务及综合性外包服务。华彩总部设在上海，在北京、武汉、西安、成都、昆明等地设有分公司和办事机构。华彩咨询业务群体主要由资深

职业经理人、海外或本土知名投资专家、机构研究人员和国际咨询公司资深人员组成。二十年来专注于深度咨询中国红利型领域——金融服务、重工综

合、城投交通、高新科技、建设房产、化工医药、先进制造业等。 

华彩致力于把优势资源聚焦于为集团企业服务，所有的业务整合成以集团战略、集团管控为核心的咨询服务，及以投融资管理、猎头、管理推模、

变革管理、管理审计、管理信息化、全面托管为核心的一体化深度综合服务，致力于为提升集团公司作为“中国脊梁”的实力服务。作为中国咨询行业的

领军企业之一，华彩咨询视打破外资公司垄断和窠臼，研发和设计适合中国集团企业特点的战略和管理思想、理念和操作体系为己任。独家提出：基于

资本运作和产业组合的集团战略，基于内控体系和风险管理的集团管控的咨询服务思想和操作体系等十余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识、思想、方法和操

作体系。 

迄今，华彩已经服务了千余家咨询客户，其客户的主流都是多元化集团型、投资控股型企业，而且大多数既扎根于传统产业，同时又横跨服务及金

融两头。这样的客户结构决定了华彩的集团战略和管控咨询的坚实基础和操作性。 

华彩为诸多央企、大型国企和领袖民企提供了基于发展模式、资本运作、产业组合、横向战略和总部能力建设的集团战略、集团管控咨询，包括本

钢集团、沙钢集团、复星集团、中石油集团、中粮集团、中移动集团、招商局集团、五矿集团、长城资产、中国邮政、东风汽车集团、宝钢集团、中集

集团、鲁能集团、广厦控股、三星奥克斯、扬子江药业、华立集团等。 

华彩为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北、重庆、山西、海南等 20 余省市主管机构、开发区管委会等提供了以战略规划、管控模式的调研、设

计、推广、辅导、追踪为核心的整合服务。华彩还与中央党校、国家会计学院、清华、北大、人大、上海交大、复旦、中大、浙大、南大、中欧、长江

商学院等机构合作进行集团高管培训合作。 

 

  



8. 上海酷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酷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所属行业： 
互联网电子商务 

简历投递邮箱： 3332118778@qq.com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薛珍珍 15618291691 

备注：  

招聘岗位信息（经管类）：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要求 

1 管培生 4 上海市闵行区  

2 商务助理 1 上海市闵行区  

3 平面设计 1 上海市闵行区  

公司简介 



酷客多小程序隶属于上海酷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6 年 9 月 21 日开始研发，本着“让企业 10 分钟即可生成自己的小程序”目的，致力于协助企业快

速布局微信小程序生态，全球代理商超过 1000 家，使用企业数破 10 万家。 经过 1 年半的发展，酷客多小程序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小程序服务提供

商，基于微信生态体系，为企业主提供软件开发、广告营销、小程序电商运营等，协助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打造更加智能化、智慧化的商业体系。 

 

  



9. 上海零点市场调查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零点市场调查有限公司 企业所属行业： 
商业咨询 

简历投递邮箱： Shhr@idataway.com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63586180*2017 

备注：  

招聘岗位信息（经管类）：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要求 

1 项目助理 5 上海 

工作职责： 

从事行业分析研究工作。 

1、参与项目竞标，设计方案，撰写项目计划书； 

2、直接执行或者监督项目流程中各环节的工作； 

3、分析解读数据、资料，撰写项目报告书。 

任职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社会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城市规划、经济学、管

理学、心理学等相关专业； 

2、熟练使用 Word、PowerPoint、Excel、SPSS 等软件； 

3、良好的沟通、协调、执行和公开陈述能力； 

4、愿意主动学习、钻研，乐于分享，对市场研究咨询感兴趣，有强烈的好奇心； 

mailto:Shhr@idataway.com


5、优秀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乐于接受挑战，能够在压力下出色地完成工作； 

6、有相关实习或研究经验者优先。 

2 助理督导 3 上海 

岗位职责描述： 

1、负责项目数据采集访问实施工作（神秘顾客、检查员、普查员等）； 

2、辅助项目督导进行项目中的访问员及供应商管理（人员培训、进度沟通、问

题解答等）； 

3、辅助项目督导进行项目质量管理（人员考核、现场巡场、资料审核等）。 

任职要求： 

1、性别不限，大专及以上学历； 

2、有较好的口头表达及文字表达能力，能吃苦耐劳； 

3、会用办公软件，尤其 EXCEL 的操作； 

4、有责任心，有上进心，通过半年至一年的工作积累能够成长为独立带项目的

督导，表现优秀的可晋升为全职督导。 

公司简介 

零点有数（原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是源自中国的国际化数据智能服务机构，旗下包括创新数据开发中心、公共事务数据事业群、商业数据事业群、未来

商习院。零点有数累积自零点调查创办以来 20 多年一手数据收集与处理的经验，拥有服务于国内外规模企业、初创企业与公共服务机构的多元实践，

聚焦产品互联网化与服务互联网化，基于多元数据汇集与挖掘，支持经济、社会、文化与政策决策。 

 



10. 上海金加瀛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金加瀛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所属行业： 
零售 

简历投递邮箱： Lei.zou@jinjiaying.com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8964276759 

备注：  

招聘岗位信息（经管类）：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要求 

1 市场开发和管理 2 上海 

1、熟悉长三角地区商场及商圈情况，负责公司品牌在华东片区市场开发与维

护，现场考察并分析整理区域市场商圈资料； 

2、线下实体店的开拓和管理、商务条款谈判，维护各百货店。 

3、管理和审核业务合同，协助营业部跟进已开店铺的合同续签、位置更变等事

宜； 



4、各品牌销售数据的分析与评估； 

5、品牌运营和市场策划。 

6、完成总部要求的各项任务； 

 

  



11. 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企业名称： 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企业所属行业： 
互联网 

简历投递邮箱： 
na.jiang@ipinyou.com/honghong.yang@ipi

nyou.com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杨红红 021-21353818 

江娜  021-21353818 

备注：  

招聘岗位信息（经管类）：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要求 

1 
大客户营销咨询

总监（ka-tl） 
2 上海 

岗位职责 

1. 根据公司人工智能营销云产品的特点，确定目标大客户群体，进行大客户渗

透； 

2. 挖掘大客户的痛点和潜在需求，通过咨询服务，提供对应分析及解决方案建

议； 

3. 整合公司不同的产品资源模块，协调公司内部资源，为大客户提供全链路营

销产品解决方案（系统+服务），包括但不仅限于和客户的 CMO/CIO/CDO

进行咨询方案的全面商务沟通工作（需求挖掘、咨询诊断、解决方案商讨、

产品提案、营销云产品及服务的卖进）； 

4. 成为客户信任的伙伴和专业营销咨询顾问，让客户的营销变得简单，增长变

得自然，提高客户营销的效率和效能； 



5. 负责开拓和维护 1-2 个行业的客户群体，确保公司产品解决方案在对应行业

的渗透率和市场份额。 

任职资格 

1、教育背景： 

 本科及以上学历； 

2、 经验背景： 

 5 年大型企业品牌市场营销 or 乙方营销品牌广告服务 or 商业咨询公司 or 大

型软件/系统服务商客户拓展经验； 

 对市场营销、品牌构建的流程及方法有一定的了解； 

 熟悉 1-2 个行业的客户群体，例如：汽车、快销、旅游、金融、电商、IT/数

码/3C； 

 具备丰富的市场与客户开拓经验，谈判及服务经验。 

3、岗位能力： 

 很强的人际沟通能力，能和客户建立深度的信任，并构建专业形象； 

 学习能力强，能快速理解客户的业务，敏锐分析客户的营销需求、痛点； 

 很强的咨询解决方案能力、大客户管理能力及项目管理能力； 

 很强的抗压能力，结果导向，对商务及为大客户提供专业价值的工作充满热

情。 

4、软性能力： 

 良好的沟通、组织协调、推动能力； 

 责任心强，做事积极主动、执行力强； 

 学习能力强，逻辑思维清晰，能够独立思考、擅于归纳总结；  

 能快速定位问题并利用现有资源寻找最优解。 

2 
大客户营销顾问

（ka） 
2 上海 岗位职责 

 



1. 根据公司人工智能营销云产品的特点，确定目标大客户群体，进行大客户渗

透； 

2. 挖掘大客户的痛点和潜在需求，通过咨询服务，提供对应分析及解决方案建

议； 

3. 整合公司不同的产品资源模块，协调公司内部资源，为大客户提供全链路营

销产品解决方案（系统+服务），包括但不仅限于和客户的 CMO/CIO/CDO 

进行咨询方案的全面商务沟通工作（需求挖掘、咨询诊断、解决方案商讨、

产品提案、营销云产品及服务的卖进）； 

4. 成为客户信任的伙伴和专业营销咨询顾问，让客户的营销变得简单，增长变

得自然，提高客户营销的效率和效能。 

 

任职资格 
 
1、教育背景： 
 

 本科及以上学历； 
 
2、 经验背景： 

 3 年大型企业品牌市场营销 or 乙方营销品牌广告服务 or 商业咨询公司 or 

大型软件/系统服务商客户拓展经验； 
 

 对市场营销、品牌构建的流程及方法有一定的了解； 
 

 具备丰富的市场与客户开拓经验，谈判及服务经验； 
 

 有大客户人脉资源者优先。 
 
3、岗位能力： 
 

 很强的人际沟通能力，能和客户建立深度的信任，并构建专业形象； 
 

 学习能力强，能快速理解客户的业务，敏锐分析客户的营销需求、痛点； 
 

 很强的咨询解决方案能力、大客户管理能力及项目管理能力； 
 

 很强的抗压能力，结果导向，对商务及为大客户提供专业价值的工作充满热
情。 

 



4、软性能力： 
 

 良好的沟通、组织协调、推动能力； 
 

 责任心强，做事积极主动、执行力强； 
 

 学习能力强，逻辑思维清晰，能够独立思考、擅于归纳总结； 
 

 能快速定位问题并利用现有资源寻找最优解。 

3 解决方案总监 2 上海 

岗位职责 

1. 深度理解客户需求，把握客户需求意图，并将商业需求转化为技术语言； 

2. 结合公司大数据处理能力、商业运营能力，将客户需求转化为可实施的商业产
品解决方案； 

3. 将公司技术能力/产品能力转化为商业语言，协助销售进行商业产品解决方提
案，并不断深挖客户需求与公司数据能力的结合点； 

4. 探索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可标准化、可落地的商业产品解决方案。 

 

任职资格 

1. 有 5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尤其是技术类商业产品售前咨询经历），计算机相关
专业背景； 

2. 具备较强的技术及商业理解能力、沟通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资源整合能
力、演讲提案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3. 具备较强的客户导向意识、良好的客户沟通界面； 

4. 有较强的执行能力、时间管理能力、自我驱动能力。 

公司简介 

十岁的“startup"品友互动，正在建设一个更好的人工智能商业决策的云世界。 

 

我们正在寻找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个角色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为高增长的公司做出巨大贡献的机会。这个角色将为公司在中国乃至全球业务的下一阶段的

成长和发展的蓝图负责。在一个拥有中国最前沿技术的 400 人团队中，这个角色将有机会对世界最重要的市场（中国）的一家 Pre-IPO 公司产生真正的

影响，并把个人的职业生涯带到一个在其它地方无法企及的高度。这是一个对于个人而言，可能性更大、更创新、更开放和更极限思维的职业发展机会。 

 

我们一直在学习，我们喜欢不确定性，喜欢承担风险，喜欢快速地从错误中学习。我们互相构建想法，彼此激励，我们因为在一起而变得更美好。通过



技术和创新，我们做更多的事，我们取得更多的成就，我们在一起创造不同。我们期待和你一起独当多面，一起拥有未来的无限可能。 

 

我们的使命是“人与信息的智慧连接”。这项使命是雄心勃勃的，也是我们的客户深切关心的问题。通过我们的产品技术创新，帮助每个客户取得更大的

商业成就。我们已在核心业务上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耕耘，并承诺将来仍将持续进行大量的投入。 

 

目前我们已超越同行，是该领域的“先锋”和“黄埔军校”。相较于 BAT、TMD 等巨头，我们更专注，更深耕于人工智能商业决策领域，而他们也企图通

过吸收品友的精英人才以期缩短自身在该领域的差距。 

 

我们的使命：实现人与信息的智慧连接 
 
人工智能，独角兽，优秀团队，激情，最佳雇主 
 

2008 年，我们由三位北大青年，前宝洁、麦肯锡、Google 高管联合创立而成，目前是一家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西雅图、伦敦、新加坡、香港 7 

个地区的国际性创新型人工智能公司，致力于打造中国领先的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商业决策 AI 平台。 

 

通过构建赋能 CMO/CDO/CIO 们进行营销决策的云平台 MIP，形成一个从内容到用户分析、智能投放，再到由效果进行数据反哺的闭环关系，基于

强大的数据管理能力，帮客户实现全链路营销商业决策及用户增长。 

 

目前，我们已占有中国品牌程序化广告市场 59.8%的市场份额，为电商、快消、汽车、IT、金融、旅游、房产、游戏等超过 1800 家企业客户提供数字

广告技术服务；联合利华、宝洁、广本、日产、通用、携程、国航、苏宁、IHG 等超过 30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与我们达成合作；并为数十家客户搭

建 DMP 平台，研发一系列智能营销软件和平台，实现全链路智能数据管理。 

 

除在人工智能数字营销商业决策领域一马当先，我们已启动在金融、公共事务等领域的运用场景中，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帮助决策者提升决策

效率与智能化水平。 

 

欢迎登录官网 www.ipinyou.com 或关注微信号 pinyouhudong 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