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德勤 Deloitte Club 实习生招聘（2020 届毕业生） 

适合专业：经济类（尤其是会计） 

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深圳，苏州，南京，哈尔滨，广州，武汉，杭州，厦门。 

关于 Deloitte Club  

Deloitte Club 是一个专为学生们量身定做的发展项目，在这项目中，你将可以向职场

精英学习，并为迎接未来无限亮丽的职业前途做好准备。我们将助你和专业人士建立

联系、增进职业技能、了解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你提供在真实的商业世界实践

和工作的经验。无论你的职场抱负有多大，我们都将助你达成目标，成就不凡。  

职位要求  

正规大学本科或研究生，将于 2020 年毕业的在校生，专业不限  

• 学习成绩优异  

• 积极进取并具备快速学习能力  

• 对专业领域服务有浓厚兴趣  

• 敏锐的判断力，极强的解决问题能力，理解和分析复杂商业问题的能力  

• 良好的沟通技巧，优秀/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  

• 领导与组织能力  

• 乐于在彼此协同的专业环境中工作  

• 熟练掌握办公软件和 IT 应用软件  

• 拥有中国大陆或香港的居留权 

详情链接： 

http://deloitte.wintalent.cn/wt/Deloitte/web/index/webPosition210!getPostLis

tByConditionShowPic?columnId=12&operational=2851fb41deca4ca26e8754d

ed16991d7df4b63e838914a819cebe66cb7de01e66aae24461e56595df059c055

8392a0d366bcdb4d63ffd5de5133f58faad85534583b5b253cb6b9485d322c0e0

92d865cf0c561430f430c93c97670aaf4c80b7fdf685416f9caea36 

 

 

 

2. 2018 届欧莱雅（中国）暑期实习生项目 

适合专业：经济类，艺术类，计算机类 

特别提醒：请在北京时间 4 月 13 日 24：00 前完成欧莱雅暑期实习生项目的申请，

请避开临近截止时间的申请高峰，以确保您的顺利申请。 

实习地点：上海、苏州、宜昌 实习时间：2018 年 7 月 1 日-8 月 31 日 

http://deloitte.wintalent.cn/wt/Deloitte/web/index/webPosition210!getPostListByConditionShowPic?columnId=12&operational=2851fb41deca4ca26e8754ded16991d7df4b63e838914a819cebe66cb7de01e66aae24461e56595df059c0558392a0d366bcdb4d63ffd5de5133f58faad85534583b5b253cb6b9485d322c0e092d865cf0c561430f430c93c97670aaf4c80b7fdf685416f9caea36
http://deloitte.wintalent.cn/wt/Deloitte/web/index/webPosition210!getPostListByConditionShowPic?columnId=12&operational=2851fb41deca4ca26e8754ded16991d7df4b63e838914a819cebe66cb7de01e66aae24461e56595df059c0558392a0d366bcdb4d63ffd5de5133f58faad85534583b5b253cb6b9485d322c0e092d865cf0c561430f430c93c97670aaf4c80b7fdf685416f9caea36
http://deloitte.wintalent.cn/wt/Deloitte/web/index/webPosition210!getPostListByConditionShowPic?columnId=12&operational=2851fb41deca4ca26e8754ded16991d7df4b63e838914a819cebe66cb7de01e66aae24461e56595df059c0558392a0d366bcdb4d63ffd5de5133f58faad85534583b5b253cb6b9485d322c0e092d865cf0c561430f430c93c97670aaf4c80b7fdf685416f9caea36
http://deloitte.wintalent.cn/wt/Deloitte/web/index/webPosition210!getPostListByConditionShowPic?columnId=12&operational=2851fb41deca4ca26e8754ded16991d7df4b63e838914a819cebe66cb7de01e66aae24461e56595df059c0558392a0d366bcdb4d63ffd5de5133f58faad85534583b5b253cb6b9485d322c0e092d865cf0c561430f430c93c97670aaf4c80b7fdf685416f9caea36
http://deloitte.wintalent.cn/wt/Deloitte/web/index/webPosition210!getPostListByConditionShowPic?columnId=12&operational=2851fb41deca4ca26e8754ded16991d7df4b63e838914a819cebe66cb7de01e66aae24461e56595df059c0558392a0d366bcdb4d63ffd5de5133f58faad85534583b5b253cb6b9485d322c0e092d865cf0c561430f430c93c97670aaf4c80b7fdf685416f9caea36


如果你是： 

 · 将于 2019 年毕业的在校学生 · 对美的事业充满热情，有志加入美的行业 · 脚踏实

地，充满创造力 

招募岗位（点击蓝色岗位名称观看岗位视频介绍） 

 · 人力资源 · 视觉陈列 · 销售与电子商务 · 市场与数字营销 · 创新与研发 · 生产运

营 · 财务 

申请链接：https://cn.app.seedlinktech.com/en/js/position/4986/ 

 

 

 

3. 携程暑期实习生招聘 

适合专业：计算机系，经济类，艺术类 

对象：2018，2019 届应届生 

工作地点：上海 

岗位：开发类，大数据类，产品设计类，业务运营类，市场职能类 

详情链接：http://campus.ctrip.com/list 

 

 

 

4. 微众银行实习生招聘 

适合专业：经济类，计算机类 

工作地点：深圳，上海 

招聘职位：技术，数据，业务，职能 

详情链接：https://webank.cheng95.com/positions/intern?channel=2 

 

 

 

5.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 adidas HR Recruiting Intern  

工作地点：上海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目标： 

专注于零售人力资源，为有志加入人力资源的学生提供接触人力资源的机会。通过支

持我们的人力资源团队进行面试和候选人筛选，助力阿迪达斯集团的快速发展，并了

https://v.qq.com/x/page/q0544iyktwi.html
https://v.qq.com/x/page/k0338eigrus.html
https://v.qq.com/x/page/m0338knkrim.html
https://v.qq.com/x/page/s0338jlivi8.html
https://v.qq.com/x/page/r03386v1w18.html
https://v.qq.com/x/page/r03386v1w18.html
https://v.qq.com/x/page/m0338kgdel8.html
https://cn.app.seedlinktech.com/en/js/position/4986/
http://campus.ctrip.com/list
https://webank.cheng95.com/positions/intern?channel=2
http://my.yingjiesheng.com/company_94307.html


解人力资源概念和相关招聘技能。 

工作职责： 

1、 帮助进行招聘渠道的管理和维护 

2、 简历筛选和电话面试邀约 

3、 选拔中心的现场支持 

4、 其他与招聘相关的工作任务 

招聘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 

2、对招聘工作感兴趣，如掌握面试测评方法为佳 

3、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 

4、实习每周最少 3~4 天，全勤优先 ，若已毕业也可以是全职工作 

4、目标导向，良好的抗压能力 

申请链接：http://my.yingjiesheng.com/job_872604.html 

 

 

 

 

6.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 Department Administrator(上海总部，

Finance) 

适合专业：经济类 

Department Administrator 职位描述： 

Purpose/Key Responsibilities:  

 Perform secretarial and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to the department head 

and the department. 

 Work on corporate card maintenance with banks. 

 

Requisite Education/Experience: 

• Matriculated or above.   

• Good PC knowledge in MS Office applications. 

• Good command of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and Chinese. 

• High organizational and inter-personnel skills with mature personality and 

manner 

• Hardworking, self-motivated and detail-minded.   

• Proactive, reliable, flexible and enjoy teamwork 

http://my.yingjiesheng.com/job_872604.html


申请链接：http://my.yingjiesheng.com/job_862351.html 

 

 

 

7． 去哪儿网财务实习生(网络营销事业部，网络营销业务部) 

适合专业：经济类 

工作地点：北京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职责： 

1、 协助业务线出具财务周报，每周更新业务 rev.&forecast 

2、 每月月初协助 corp 财务提供结账数据。 

3、 维护合同台账，确保相关的记录正确，并跟踪合同的履行情况及回款情况，以防

范有关的财务税务风险 

4、 完成上级交代的其他工作 

任职资格： 

1、财务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金融或财会类专业优先； 

2、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与管理能力，分析能力强，熟练使用 Excel， 

3、熟悉财务会计的相关制度与操作执行 

申请链接：http://my.yingjiesheng.com/job_872681.html 

 

 

 

8．[北京]百度大搜 垂直行业搜索部-产品实习生 

适合专业：计算机，经济类 

工作职责： 

①负责百度阿拉丁旗下卡片的产品设计和评估工作； 

②定期针对数据进行标注、评估，监控策略效果，协助完成策略的持续优化； 

③及时收集、整理各方的反馈意见，并据此及时发现问题，提出优化想法，以协助实

现觉得的持续完善和优化 

职位要求： 

①具备清晰的逻辑分析和判断能力，能够结合对数据的分析解读，发现问题，并给出

意见； 

http://my.yingjiesheng.com/job_862351.html
http://my.yingjiesheng.com/company_8204279.html
http://my.yingjiesheng.com/job_872681.html


②沟通执行能力强，乐于面对挑战，工作认真负责，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

神； 

③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互联网公司实习经验者优先； 

④思维活跃，有创新精神； 

对象： 

①2019 届或之后的毕业生，大三、研一、研二优先； 

②每周至少到岗四天，尽快入职，至少 3 个月 

-薪资&福利： 

①每天 140 元，包括：薪资 120 元 20 餐补；外地同学可申请每月 1500 住宿补贴； 

②水果，健身房、咖啡间等 

邮箱： 

标题：实习申请-姓名-电话-学校-到岗时间-毕业时间 

地址：wangyibo02@bai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