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暑期国际实习生项目-IT Intern 

适合专业：计算机类 

实习时间：3 个月  

职位名称：暑期国际实习生项目-IT Intern 

工作时间：2018/6/25-2018/8/23，周一至周五全勤 

工作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863 号实习待遇：提供住宿、餐补、额外津贴 

OBJECTIVES: 

This position is designed for those who are desired to understand business 

from IT perspective. In close partnership with IT department, this position will 

gain a bird’s eye view of IT department’s daily work in a growing retail 

company and develop basic in-house technic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during internship. This person may help IT team with project or support work 

related tasks. 

ESSENTIAL DUTIES & RESPONSIBILITIES: 

1.   Support to the IT team members (e.g. training/meeting/events supporting) 

2.   IT documents preparation 

3.   IT project research or study 

4.   Help build or develop tools to improve working efficiencies 

EXPECTATIONS ON RESULTS: 

1. Strong analytical and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skills 

2.  Well-organized and detail-oriented 

3.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REQUIRED QUALIFICATIONS: 

1.  Ability and desire to work in a fast-paced and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2.  Capable of working and communicating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3.  Strong written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4.  Passionate and willing to learn 

5.  Good team player with positive attitude 

6.   Major in Computer Science, Data analytics related preferred 

公司简介： 

GAP 

GAP 是美国及至全世界最大的服装公司之一 

详情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9trkgsw6hhsp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9trkgsw6hhsp


 

2. AMS 财务实习生 

适合专业：经济类 

本岗位招聘一个短期实习生和一个长期实习生 

短期实习生的工作期为 3 周左右，每周至少 4 天； 

长期实习生工作期为 3 个月以上，每周至少 3 天； 

工作职责： 

1.与中国银行的相关业务。包括到中国银行取回每月的银行对账单和全月的流水单，

处理境外美金（大于 5 万美金的交易）和境外人民币的入账的事宜，处理 CTM 的借

支。 

2.与税务局的相关业务。包括每月税控盘的抄税、清卡以及开具发票。 

3.财务部门的其他相关事项。 

任职要求： 

1.财务、经济等相关专业在读学生 

2.做事比较严谨，需要有责任心 

3.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公司为中德合资） 

其他：公司的小姐姐和小哥哥人都非常 nice；中德合资企业，整体工作氛围比较平

等，轻松；我们会为每个员工庆祝生日；比较有竞争力的薪资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bt0gpqqmp4p8 

 

 

3. 益普索 IPSOS Intern of Consulting & Marketing-Healthcare 

适合专业：皆可 实习 3 个月 地点：上海 

Job Description 

Position: Intern of Consulting & Marketing-Healthcare 

Salary: 120-180 RMB/day 

Internships in Ipsos involve:  Analyzing a variety of strategic, business and/or 

operational questions and addressing topics within healthcare market 

Responsibilities 

1.       Conduct desk research, review and data input. 

2.       Draft / set up questionnaires 

3.       Involve in both qualitative & quantitative work 

4.       Carry out cold call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bt0gpqqmp4p8


5.       Assistant in developing presentation and report drafts 

Qualifications: 

1.      Excellent analytical skills and logical mindset 

2.      Good skill in Office, especially Excel 

3.      Strong collaboration and teamwork ability 

4.      Good interpersonal,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5.      Dedication: 3-5 days/week. 

加分项： 

1. 丰富的 desk research 经验 

2. 逻辑清晰，善于从对话中提炼关键信息 

3. 对数据敏感 

4. 有打 cold call 的经验 

5. 足够仔细、耐心 

6. 对定性研究感兴趣 

7. 倾向于大三，研二的同学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t2t8zitqolg1 

 

 

4. 西门子税务实习生 

适合专业：商科 实习时间：两个月 地点：上海  实习 2 个月 

工作职责： 

-企业年度转让定价同期资料的准备； 

-年度关联交易申报表的复核； 

-相关资料的翻译等； 

任职要求： 

-英文熟练，有较强的书写能力； 

-熟悉运用办公软件 

-具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专业不限 

实习期间每周不低于 3 个工作日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dh9ob0mdbq0b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t2t8zitqolg1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dh9ob0mdbq0b


5. 妈妈帮暑期运营实习生 

适合专业：皆可 实习时间：2 个月 地点：上海 

工作职责： 

妈妈帮社区运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用户回复、用户互动、社区氛围引导、热点话题

挖掘并发布等。 

1、 负责妈妈帮社区用户活跃，包括但不限于用户互动、用户行为引导等； 

2、在日常工作中挖掘优质用户进行维护，为社区的优质内容生产打下用户基础； 

3、社区氛围引导，包括但不限于处理和删除负面情绪帖子，优质内容筛选与宣传，

定期挖掘热门话题并在社区发布，引导用户参与讨论等。 

任职资格： 

1、对互联网产品运营感兴趣，尤其是社区运营类产品； 

2、工作认真细致，具备极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 

3、资深网瘾少年、段子手、文案优秀、爱研究或使用热门软件、社交小能手…任何一

个都可以成为加分项。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zfaf6c4ryvko 

 

 

6. 猿辅导英语教研实习生 

适合专业：英语 实习 3 个月 

工作职责： 

协助少儿英语教学产品的设计、研发 

支持斑马英语教研组的外联及事务性工作 

职位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及英语教学相关专业，每周实习 4 天及以上，至少 3 个月 

2. 具有英语六级及以上英语能力（雅思、托福、SAT 高分者优先），具备流利的英语

口语能力 

3. 有良好的想象力、创造力、脑洞大、思路广，能编制有新意的教学内容 

4. 对英语教育有着充沛的热情和责任心，有少儿教育相关经验者优先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rvbehewhlzw8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zfaf6c4ryvko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rvbehewhlzw8


7. 顶点发现英语翻译 

适合专业：英语 实习：3 个月 地点：上海 

你将要做的 

 翻译美国学校相关的内容（英译中）； 

 教育相关资讯的查找、翻译； 

 组织参与微信微博，web 线上重要活动的创意构思、策划文案； 

 协助项目创意提案，保证工作顺利进行； 

我们希望 

 有稳定的空闲时间进行实习工作，不影响学业； 

 具备良好的英语阅读、翻译能力，CET 6 以上优先考虑； 

 文字编辑能力出色，能够独立完成英文文章的编译工作； 

 诚信正直，该职位有信息保密义务。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kjlkl4ozfqdt 

 

 

8. 上海国际货币合规及风险管理部-部门助理 

1. 主要职责：负责开展客户资质审核，协助开展经纪类协议归档和查询、非主营业务

类协议的审核、修订和归档，客户和协议信息维护等工作。 

2. 报告对象：合规及风险管理部经理 

3. 职位描述： 

负责开展客户资质审核（KYC）和向客户提供公司 KYC 材料 

协助开展公司主营经纪业务协议的归档及日常查询等工作 

协助审核、修订公司非主营业务协议，并做好协议归档 

协助开展合规及风险管理培训工作 

负责按期整理上报工作月报 

支持部门内其他岗位职能开展相关工作 

合规及风险管理部经理及管理层要求的其他工作 

4. 职位要求 

法律、金融或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及以上 

具有良好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积极的工作态度 

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与时间管理能力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kjlkl4ozfqdt


懂得自我激励与自我约束 

仔细、耐心、正直、勤奋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ynyw9yueuk1c 

 

 

9. 森马平面设计师实习生 

适合专业：视觉传达 实习 2 个月 上海 

岗位职责： 

1. 品牌平面广告拍摄企划与执行，前期拍摄方案的设计与延展运用设计； 

2. 品牌 VI 规范制定与监督执行、终端视觉规范制定与监督执行； 

3. 收集分析标杆品牌的视觉推广趋势 

任职要求： 

1. 2019 届毕业的本科生，视觉设计相关专业优先； 

2. 熟练操作平面设计工具（PS、AI、Office）； 

3. 对时尚潮流有较强的敏锐度，对不同时尚风格有准确理解，并能融合在视觉作品中 

申请链接：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2jgntc8wxwxk 

 

 

10.荔枝 FM 设计实习生 

适合专业：视觉传达 计算机类 实习 2 个月 地点：广州 

工作职责： 

1、协助市场中心业务部门如品牌、推广、渠道相关的视觉设计，如海报、banner、

H5 等；     

2、参与品牌相关的设计工作，如品牌周边等设计与制作执行；  任职要求： 

1、艺术设计（平面设计、视觉传达、多媒体设计）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学生；     

2、美术功底扎实，对互联网视觉设计有一定见解及品牌分析理解能力，能独立完成

设计方案；     

3、熟悉 Photoshop、AI 等设计软件，懂 Cinema 4D、Flash、Indesign、Sketch

等更佳；      

4、具动画、插图设计能力优先考虑；     

5、积极主动，沟通能力良好，有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     

6、每周可上班时间不少于 2 个完整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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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ynyw9yueuk1c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2jgntc8wxwxk
https://www.shixiseng.com/intern/inn_mtppmaqeccn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