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专业］ 

 

三星电子（中国）研发中心 ： 

外资（非欧美） 

无工作经验 本科 招若干人 02-28 发布 

部门信息（1-5） 

所属部门：三星电子（中国）研发中心 

公司信息（1－5） 

电子研发诚聘 

 
 

1.三星 AR/VR 引擎研发工程师-研发类（南京） 

职位信息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招聘部门：智能电视部门 

专业要求：计算机、通信或相关专业 

岗位要求： 

1. 从事 AR，VR 相关算法研发，包括不限于： 

- 真实感渲染渲染算法； 

- 3D 重建相关算法； 

- SLAM 相关算法； 

- 光照检测相关算法； 

- 智能立体视觉。 

职能类别：软件工程师 

 

申请链接：http://jobs.51job.com/all/98475709.html 

http://jobs.51job.com/all/98475709.html


 

2.三星多媒体引擎研发工程师-研发类（南京） 

职位信息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招聘部门：智能电视部门 

专业要求：计算机、通信或相关专业 

岗位要求： 

1. 多媒体框架研发： 跨平台多媒体框架，多媒体播放器， 流媒体引擎， 多媒体编解码器，多媒体组

件，异构计算和性能优化； 

2. 沉浸式多媒体研发：虚拟现实音视频/图像处理、渲染、直播、系统优化，空间声学信号处理，人眼

视觉和投影算法研发； 

3. 智能媒体处理、压缩、传输等。 

职能类别：软件工程师 

 

申请链接：http://jobs.51job.com/all/98475699.html 

 

3.三星嵌入式平台 Service 软件开发工程师（Web, JS, C#）研发类（南

京） 

职位信息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招聘部门：智能电视部门 

专业要求：计算机、通信或相关专业 

岗位要求： 

1.基于.NET 的 App 和 UI 框架开发； 

2.JS UI Component 和 JS Native 框架性能优化； 

3.Tizen 平台应用框架层开发, IME 相关开发； 

http://jobs.51job.com/all/98475699.html


4.Web, C#, JS 相关应用开发； 

5.面向嵌入式 service 框架以及服务端开发； 

6.大数据分析以及应用智能化开发。 

职能类别：软件工程师 

 

申请链接：http://jobs.51job.com/all/98475694.html 

 

4.三星 Web 引擎开发工程师-研发类（南京） 

职位信息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招聘部门：智能电视部门 

专业要求：计算机、通信或相关专业 

岗位要求： 

- Cloud Platform 相关开发； 

- 基于 Web Context 的 Data Intelligence 研发； 

- Blink 内核移植和优化； 

- Web 多媒体标准开发； 

- JS 前端框架开发。 

职能类别：软件工程师 

 

申请链接：http://jobs.51job.com/all/98475683.html 

 

5.三星人工智能算法研发工程师-研发类（南京） 

职位信息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招聘部门：智能电视部门 

专业要求：计算机、通信或相关专业 

http://jobs.51job.com/all/98475694.html
http://jobs.51job.com/all/98475683.html


岗位要求： 

设备人工智能引擎研发：多媒体预处理，内容/场景理解，DNN 网络压缩，异构计算，多媒体指纹，

多媒体检索。 

职能类别：算法工程师 

申请链接：http://jobs.51job.com/all/98475677.html 

 

6.三星电子开发工程师-研发类（苏州） 

职位信息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招聘部门：开发 

专业要求：电子/通信/计算机 

岗位要求： 

1.本科学历，相关专业； 

2.熟悉操作系统，计算机原理和计算机基础知识； 

3.英语四级以上，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强； 

4.逻辑思维能力强，沟通能力强。 

职能类别：电子技术研发工程师 

 

申请链接：http://jobs.51job.com/all/98472148.html 

 

部门信息 

所属部门：三星电子电脑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电子制造诚聘 

 

http://jobs.51job.com/all/98475677.html
http://jobs.51job.com/all/98472148.html


7.三星设备工程师-技术类（苏州）(职位编号：05) 

职位信息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招聘部门：制造设备技术 

专业要求：机械/电子/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测控 等工科类专业 

任职要求： 

1. 学历：本科（18 年应届毕业生 或 17 年毕业生）； 

2. 专业：机械/电子/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测控 等工科类专业； 

3. 外语：韩国语精通 或 英语 4 级及以上，具有熟练的听说读写能力；  

4. 技能要求：（满足如下 1 项及以上）； 

① 计算机 2 级及以上，具有一定的编程能力（如：C,C++,JAVA,SQL,PL/SQL 等）； 

② 熟悉 PLC 编程基础，熟悉机械自动化控制程序； 

③ 熟悉机械、精密加工、制图、Auto Cad、SOLIDWORKS 等 S/W 使用能力； 

④ 具备分析电路板工作原理及电路板故障诊断能力； 

5. 工作班次：SHIFT 班次（四班三运转：早班→中班→晚班；按照公司 18 年排班表上 5 休 2 或上 5

休 1；8 小时工作）； 

6. 乐观开朗，积极向上，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沟通和协调能力。 

岗位职责： 

1. 产品相关生产制程和相关工艺、制具改进优化，提高设备效率； 

2. 设备不合理点改善，品质安定化； 

3. 设备 PM 方法优化，减少故障率； 

4. 工程日常管理 DATA 分析，异常点提前预防； 

5. 能适应现场工作，能进行 PART 机械设计和电路板故障分析维修。 

职能类别：工程/设备工程师 

 

申请链接：http://jobs.51job.com/all/98479149.html 

 

http://jobs.51job.com/all/98479149.html


部门信息 

所属部门：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电子制造诚聘 

 

8.苏宁 Java 开发工程师（总部） 

工作地点：南京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工作性质：全职 

岗位职责： 

1、主要从事移动平台、后台软件的功能设计、开发和实现；  

2、根据产品功能模块设计，编码实现各模块功能，并确保开发质量与进度；  

3、负责软件的设计、编程、调试和模块测试工作。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等相关专业；  

2、熟悉 html、javascript、css、jsp/freemarker、jquery 的使用 ,熟悉 java 语言；  

3、熟悉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Oracle 等，以及相应数据库调优、SQL 优化；  

4、有互联网相关项目，热爱技术，对技术有不懈的追求，喜欢研究开源代码 。 

 

申请链接：http://campus.suning.cn/rps-

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425 

 

9.招商银行－招银网络科技校园招聘 

校招岗位：软件开发工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数据研发工程师，大数据开发工程师，云

平台开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人力资源管理工程师 

详情＋申请链接：https://cmbnt.cmbchina.com/bulletin/cmbnt2018spring/index.html 

 

 

http://campus.suning.cn/rps-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425
http://campus.suning.cn/rps-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425
https://cmbnt.cmbchina.com/bulletin/cmbnt2018spring/index.html


10. [全国]得力集团 2018 校园招聘 

 
详情＋申请链接：http://www.yingjiesheng.com/job-003-290-574.html 

 

 

［经济类专业］ 

部门信息（1-4） 

所属部门：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1-4） 

保险诚聘 

1.三星资金运用岗-运营类（上海） 

职位信息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招聘部门：资金运用部 

专业要求：财务相关 

岗位要求： 

执行资产负债管理具体工作，起草、更新资产负债管理相关制度和流程； 

- 从量化评估监管规则等方面跟踪公司资产负债状况，汇总资产负债相关测算数据； 

- 统筹组织编写资产负债管理报告，组织资产负债管理工作小组的例行会议，管理并存档会议纪要； 

- 跟踪分析宏观经济走势，定期提交研究分析评估报告，提供投资决策； 

- 跟踪分析固定收益市场各类投资品种，组织和监督固收类资金运用交易； 

http://www.yingjiesheng.com/job-003-290-574.html


- 推进公司资金运用风险控制建设并组织实施，起草、更新相关制度并定期撰写风险评估报告； 

- 编制并上报保监会及监管机构要求的各项资金运用报表。 

职能类别：其他 

 

申请链接： http://jobs.51job.com/all/98473667.html 

 

2.三星直销企划岗-运营类（上海） 

职位信息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招聘部门：直销企划部 

岗位要求： 

负责品牌活动、营销活动的广告投放，包括互联网 banner 广告、精准广告、搜索引擎广

告等媒体投放 

- 负责广告投放效果的跟踪、分析和改善，广告媒体的选择和优化； 

- 负责和参与品牌、营销活动的创意和设计； 

- 负责和相关部门业务合作、广告代理商的接洽和沟通； 

- 参与制定媒体投放效果的 KPI 并努力达成。 

职能类别：市场企划专员 

 

申请链接：http://jobs.51job.com/all/98473550.html 

 

3.三星财务岗-财务类（上海） 

职位信息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招聘部门：财务部 

岗位要求： 

公司内部管理各项报告编制  

http://jobs.51job.com/all/98473667.html
http://jobs.51job.com/all/98473550.html


- 韩国母公司的各项报告编制；  

- 公司预算管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损益分析；  

- 财务系统内部管理和维护 ； 

- 领导安排的其他事宜。 

职能类别：财务助理/文员 

 

申请链接：http://jobs.51job.com/all/98473648.html 

 

4.三星创新项目岗-运营类（上海） 

职位信息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 

招聘部门：创新发展部 

岗位要求： 

协助项目经理，制定创新项目的方案，推动项目按计划实施，定期总结，编制项目报告； 

- 协助项目经理，跟踪已经启动的创新项目，分析不足，提出改进方案； 

- 调研、监控市场和同业的变化，及时向管理层提出应对方案建议； 

- 协助项目经理，在车险和非车险业务层面，促成新的总对总合作项目，推动业务发展。 

职能类别：保险产品开发/项目策划 

 

申请链接：http://jobs.51job.com/all/98473597.html 

 

 

5.华泰证券 投资顾问助理-浙江、上海、山东、北京分公司 

岗位职责： 

1、挖掘客户需求，开展市场分析、客户分析、方案设计等工作，协助投顾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投资咨

询建议、资产配置方案等； 

2、协助或独立开展机构客户和专业投资者服务工作，为其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和专业化解决方案。 

任职要求： 

http://jobs.51job.com/all/98473648.html
http://jobs.51job.com/all/98473597.html


1、2018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经济金融类、理工类等专业。 

分公司下辖工作地区： 

1、 杭州市 2、宁波市 3、绍兴市 4、永嘉县 5、舟山市 6、台州市 7、嘉兴市 

 

浙江省申请链接：http://job.htsc.com.cn/recruitment/job/detail/h/3/jt/4/id/944 

上海地区申请链接： http://job.htsc.com.cn/recruitment/job/detail/h/3/jt/4/id/931 

山东省（济南，青岛，莱阳，临沂，烟台）申请链接：

http://job.htsc.com.cn/recruitment/job/detail/h/3/jt/4/id/930 

北京（北京，内蒙古，河北石家庄）申请链接：

http://job.htsc.com.cn/recruitment/job/detail/h/3/jt/4/id/916 

 

6.苏宁营销管培生（总部采销方向） 

工作地点：南京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工作性质：全职 

岗位职责： 

1、协助进行品类或品牌的产品研究，参与供应商合同、促销资源、价格的沟通谈判，进

行开放平台商户的招商与商户管理工作；  

2、参与采购、库存、品类预算的控制及调整，有效控制成本；  

3、协助负责与供应商的关系维护工作；  

4、协助实施商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 

任职要求： 

1、专业不限，经管类、理工类、文史、语言类等专业优先；  

2、热爱互联网、电子商务，有用户思维和营销意识；  

3、具备良好的沟通、逻辑思维及团队合作能力；  

4、良好的执行力、创新力与抗压能力；  

5、具备敏锐的市场感觉及分析能力；  

6、在校期间有营销、活动策划等经验者优先；  

7、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能力。 

http://job.htsc.com.cn/recruitment/job/detail/h/3/jt/4/id/944
http://job.htsc.com.cn/recruitment/job/detail/h/3/jt/4/id/931
http://job.htsc.com.cn/recruitment/job/detail/h/3/jt/4/id/930
http://job.htsc.com.cn/recruitment/job/detail/h/3/jt/4/id/916


 

申请链接：http://campus.suning.cn/rps-

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350 

 

7.苏宁营销管培生（总部市场策划方向） 

工作地点：南京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工作性质：全职 

岗位职责： 

1、协助制定公司市场策略、品牌营销计划、数字营销策划方案、媒介传播方案等；  

2、调研分析行业市场动态，挖掘客户需求，提炼产品创意和卖点，协助提出合理有效的

市场策略与建议；  

3、参与制定与协助实施公司产品线的营销战略及市场推广计划，并及时提供市场反馈及

改进建议、意见；  

4、协助策划、分解、实施市场宣传、推广、营销工作，开拓对外市场平台与媒体渠道。 

任职要求： 

1、专业不限，经管类、理工类、文史、语言类等专业优先；  

2、热爱互联网、电子商务，有用户思维和营销意识；  

3、具备良好的沟通、逻辑思维及团队合作能力；  

4、良好的执行力、创新力与抗压能力；  

5、具备敏锐的市场感觉及分析能力；  

6、在校期间有营销、活动策划等经验者优先；  

7、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能力。 

 

申请链接：http://campus.suning.cn/rps-

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373 

 

8.苏宁产品经理（总部） 

工作地点：南京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http://campus.suning.cn/rps-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350
http://campus.suning.cn/rps-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350
http://campus.suning.cn/rps-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373
http://campus.suning.cn/rps-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373


工作性质：全职 

岗位职责： 

1.收集评估用户需求，确定产品发展方向、功能定位设计，挖掘产品商业价值；  

2.负责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规划产品版本更迭，把控产品线进度，提升用户体验；  

3.协调 UED、研发、测试、运营等部门沟通合作。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管理类、财务类、金融类、物流管理、物流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信息技术相关专业；  

2、向往从事互联网产品规划和体验设计相关工作，互联网或软件产品整体实现过程，包

括从需求分析到产品发布；  

3、能通过数据分析等系统性方法深刻理解用户需求并予以满足；  

4、执行力强，善于组织协调并推动项目进展。 

 

申请链接：http://campus.suning.cn/rps-

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436 

 

9. [北京]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 2018 校园招聘 

1. 发布时间：2018-02-28 

2. 工作地点：北京  

3. 职位类型：全职 

4. 来源：高校人才网 

5. 专业标签：工商管理 

一、招聘需求（240 人） 

（一）通用岗位（235 人）。主要为我行培养和储备综合营销、数据分析、业务运营、

信息科技、财务会计、风险控制、法律合规等专业型和管理型人才。 

（二）分行本部信息岗位（5 人）。主要为分行本部培养和储备数据分析、信息科技等专

业型和管理型人才，录用人员将先安排至营业网点及支行本部见习锻炼 1 年。 

岗位具体招聘要求请登录中国农业银行招聘网站（http://job.abchina.com）查看。 

二、招聘条件 

（一）招聘对象为境内外高校 2018 年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http://campus.suning.cn/rps-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436
http://campus.suning.cn/rps-web/ftl/campus/campusPositionDetail.htm?poId=9436


1.境内院校毕业生应能够在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毕业，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就业报到

证； 

2.境外院校毕业生应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间毕业（以国家教育部学

历学位认证的学位获得时间为准），并能够在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获得学位证书及取得

国家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境外院校毕业生应满足境外留学人员就业落户条件要求（相关

政策请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 

（三）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敬业精神和团

队协作精神。 

（四）具备一定的外语沟通能力。 

1.境内院校毕业生原则上应达到本科生英语四级、研究生英语六级 425 分及以上； 

2.海外院校毕业生原则上英语需达到雅思 6 分或新托福 80 分及以上； 

3.第一外语为小语种的，应达到相当于同等学历英语四、六级国家标准。 

（五）符合应聘职位的其他资格条件和胜任能力。 

 

申请链接：http://www.yingjiesheng.com/job-003-292-106.html 

 

10. [全国]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 2018 校园招聘 

申请链接：http://www.yingjiesheng.com/job-003-292-503.html 

 

11. [全国]得力集团 2018 校园招聘 

 

 
详情＋申请链接：http://www.yingjiesheng.com/job-003-290-574.html 

 

http://www.yingjiesheng.com/job-003-292-106.html
http://www.yingjiesheng.com/job-003-292-503.html
http://www.yingjiesheng.com/job-003-290-574.html


12.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北京营业部 

 所属行业：金融业(投资/保险/证券/银行/基金) 

 企业规模：101-500 人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营销经理(北京总部，销售部) 

 工作地点：北京 

 有效日期：2018 年 02 月 27 日 至 2018 年 03 月 06 日 

 招聘人数：5 人 

 职位性质：全职 

 

申请链接：http://my.yingjiesheng.com/job_815271.html 

 

 

http://www.yingjiesheng.com/beijing/
http://my.yingjiesheng.com/job_81527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