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咪咕文化实习生招聘 

适合专业：经济类 计算机类 艺术类 

职位类别：内容类 产品类 运营类 技术类 市场类 企业发展类 综合管理类 管理类 

工作地点：北京 上海 南京 成都 杭州 厦门  

申请链接：http://www.migu.cn/about/join/internship/job/0/0/0.html 

 

 

2. 玛氏暑期实习招聘 

适合专业：经济类 计算机类 

招聘岗位：市场部（北京） 商务部（广州）人力资源部（广州） 销售运营计划部

（广州或北京） 销售部（广州或北京） 电子商务部（广州或北京） 财务部（广州、

北京及上海） 

申请链接：http://mars.weikaowu.com/home/login 

 

 

3. 美图 Android 开发工程师（实习生） 

适合专业：计算机  实习期：三个月 

职位描述 

1、基于 Android 平台的产品开发与维护，根据应用需求完成架构和模块设计、编

码、测试工作；  

2、倾听用户的吐槽和夸赞，坚持做满分的产品！ 

任职要求 

1、玩过 Android 的开发，有过上线的 Android App 开发经验者优先；  

2、有扎实的 Java 语言基础、对 Java 有实践经验；了解基本数据结构；理解面向对

象编程思想；  

3、对 Android 系统各项功能有着执着的热爱和追求；  

4、喜欢极致优雅的代码，有 geek 精神，待开发如初恋，待 bug 如情敌；  

5、有责任心，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承担较大工作压力。 

实习生岗位面向大三、研一、研二、2019 届毕业生，2018 届毕业生请勿投递。 

实习生提供月薪，并且有正式入职美图的机会，外地同学实习提供月薪+住房补助。 

具体薪资面议。 

此岗位还在火热招聘中，岗位投递请注明选择地点，是否接受调剂。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4l0qvcxyojvw 

http://www.migu.cn/about/join/internship/job/0/0/0.html
http://mars.weikaowu.com/home/login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4l0qvcxyojvw


 

4. 小红书运营实习生 

适合专业：不限  实习期：三个月  地点：上海 

职位描述： 

工作职责 

1、为短视频版 C2C 二手交易平台找到对口的卖家和买家，制定适合不同平台的推广

方案； 

2、在线上和在线下通有效的推广工作进行用户拉新； 

3、确认回访周期，评估拉新效果。 

任职资格 

1、统招本科以上学历，可全职实习或保研的同学优先; 

2、熟悉校园论坛、贴吧、抖音、微博、豆瓣的推广规则； 

3、较强的亲和力，熟练和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令人如沐春风的自来熟。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bobht0argbkq 

 

5. ONE 一个 PP 运营专员 / 运营助理 / 运营实习生 

适合专业：不限 上海 实习 3 个月 

工作职责: 

1. 负责 ONE 平台的内容运营，包括内容分发，内容审核及运营内容策划； 

2. 负责 ONE 平台的数据运营，包括数据收集、整理、分析及后续优化建议 

3. 参与 ONE 运营活动策划及执行 

任职要求： 

1.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耐心，有责任心，诚实稳重； 

2.本科及以上学历，策划，市场，营销相关专业时优先； 

3.有 APP、微信公众号，微博运营经验者优先； 

4.需要全职（一周 5 天上班）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6oglakbtgdbp 

 

 

6. 环球影业 Business Intern 

适合专业：经济类 英语类  

工作地点：上海  

该职位接受暑期实习&长期实习。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bobht0argbkq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6oglakbtgdbp


Role Summary/Purpose 

Universal Brand Development Greater China office is offering 

internship/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and 

overseas to apply. 

The objectives of this program: 

1. Identify talent for future business needs. 

2. To include new generation talents into business analysis and planning 

Essent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intern will be responsible on the following areas: 

· Research projects on social media, new retail format, digital marketing 

· Research on Consumer Products licensing / IP licensing industry and 

provide results to category team 

· Monitoring major licensors’daily social media update 

· Contacting licensees for coordination works 

· Team projects 

Working Relationship 

· Greater China CP Head 

· Softline & Hardline category team 

· Franchise Marketing Director 

· E-tailing Sr Manager 

Qualifications/Requirements 

Education: 

· Undergraduate 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2nd year or 3rd year at 

university. Majo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economics / marketing / 

English is preferred. Able to work at least 3 days per week. 

· Ability of multi – task handling. 

· Attention to details. 

·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 Cheerful personality and positive attitude. 

Core Skills: 

· Good command of MS office software (Excel, Word, Outlook, PowerPoint) 

and Mac software (Keynote, iMovie, etc.). 

· English proficiency (multi-lingual preferred). 



· Good understanding and great passion about consumer product / 

consumer behavior / retail analytics / e-commerce / social media, excellent 

commercial sense. 

· Great communication skills.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wcotiwtn9bsx 

 

 

7. Labbrand 朗标 Design Intern 

适合专业：艺术类 工作地点：上海 

该职位接受暑期实习&长期实习。 

Detailed Responsibilities: 

- Assist to translate brand idea and concept in visual systems covering 

Graphic, Brochure, Website, Signage, and Packaging with a great sense of 

accountability for project methodology and goal and in respect with time 

constraints. 

- Work with team to understand client needs and assist the preparation of 

reports.  

- Assist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proposi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l Corporate Visual Brand Identit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Directors 

and senior designers. 

Requested Competencies: 

- Major in Graphic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or related field is a 

plus 

- Familiar with adobe creative cloud and Microsoft office (ppt) 

- Can work at least 3 days/week 

- Strong art sense and design thinking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cmpe42z7x6tl 

 

 

8. 蜜芽内容运营实习生 

适合专业：不限 工作地点：北京  2 个月 

你需要做的： 

1、内容运营部门的后台审核工作（如蜜芽圈）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wcotiwtn9bsx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cmpe42z7x6tl


2、为长文找图片素材 

3、协助社区活动执行 

4、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我们需要你： 

1、全日制本科在校大学生 

2、聪明伶俐，有较强的沟通力和执行力 

3、触觉敏锐、有优秀文字撰写能力、喜欢玩小红书等社区型电商的同学优先。 

你可以收获到： 

1、实习薪资（115 元/天） 

2、不定期内购+团建（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hvo991d37pic 

 

 

9. 圣才教育 英语实习生 

适合专业：英语系  

工作地点：北京  

1. 招聘对象：研究生、保研生、大四生、语言类大三生（专四良好及以上） 

2. 所需专业：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韩语、工商管理、行政管

理、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工作、社会学、工程

类（工程管理、电气工程、环境工程、土木工程）、给水排水，城市规划，建筑学、

法学、医学、社会工作、新闻、编辑出版、语言类（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

等）、金融、经济、财会类、教育、中文、城市规划、建筑、岩土、水力学、交通工

程、房地产、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等，其他专业敬请咨询。 

3. 工作内容：所学专业相关的图书或者资料(含3D电子书)的整理、编辑和校对。  

4. 工作时间：累计八个小时为一个工作日，累计26工作日结算薪资，时间灵活，上

午、下午和晚上时间段自由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都是可以上班的。  

5. 薪资：本科3000，研究生3200起，薪资每月上涨400左右。 

注: 

①时间灵活。  

②公司直招，没有任何费用，薪资通过打银行卡形式发放，薪资不扣税。  

③工作是需要坐班的。  

④公司可开具实习证明。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9qg0z3q8gico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hvo991d37pic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9qg0z3q8gico


 

10. 联想英语翻译实习生 

适合专业：英语 工作地点：天津 实习 3 个月 

岗位职责: 

1、负责产品说明文档、使用手册等相关资料的翻译，负责软件及网站内容的翻译。   

2、保证翻译质量。 

3、翻译并与团队成员沟通协作。  

4、领导临时交办的任务。 

5、翻译资料的整理收集、知识管理。 

任职资格：  

1、2018/2019 年应届学生。 

2、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英语专业，专业英语 8 级。 

3、外语听说能力良好，笔译功底深厚，精通中英互译。  

4、工作认真细致、思维敏捷，责任心强。 

5、至少可实习 3 个月。 

6、有软件行业翻译经验优先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qtjfzrfzoaho 

 

 

11.  广发基金暑期实习生招募 

适合专业：经济类 计算机类 

地点：广州 北京 上海 

职位：运营管理类（中后台） it 类（中后台） 市场类（销售） 研究类（投研） 

详情链接：http://www.gffunds.com.cn/recruiment/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qtjfzrfzoaho
http://www.gffunds.com.cn/recrui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