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类］ 
1.广州Mccann Health客户部招实习生啦 

【工作内容】 

1.协助客户服务、项目管理、客户关系维护等工作。 

2.协助客户服务团队的日常运作，包括会议准备、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等。 

3.参与会议Brainstorming，开发脑洞，提出你的创意想法。 

4.公司内部部门之间的联系协调与沟通。 

5.其它需要support的工作。 

  

【工作要求】 

1.关注时下热点，热门公众号；热爱阅读及写作。 

2.对广告行业充满兴趣，并且有一定的了解，有创意，有想法。 

3.良好的沟通能力、交际能力和执行能力，工作耐心细致，但也要能玩。 

4.英语读写能力优秀，最好会粤语。 

5.熟练运用office办公软件。 

  

【工作时间地点】 

能尽快到岗，每周至少4个工作日，实习三个月以上。地点在北京路瑞安广州中

心。 

 【应聘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发送至 Celina.Zeng@mccann.com 

或通过实习僧发送个人简历 

截止时间 4.13 

 

2. 唯品会HRBP实习生 

岗位职责：   

1. 协助职能HRBP进行日常工作的执行与落地，包括跟进招聘面试流程，协助培

训拓展的计划与实施，维护和更新组织架构，协助绩效考核、晋升和薪酬调整

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2. 协助策划、执行企业文化活动。 

3. 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岗位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   

2.须熟练使用Office软件、PhotoShop，了解易企秀、MAKA等微信H5制作及视

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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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表达能力，有一定的文案能力和活动组织策划的能力。 

4. 每周至少工作3-4天，连续工作3个月以上。 

 

工作地点：广州荔湾区芳村 

 

投递邮箱：yokki.huang@vipshop.com 

 

 

 
3. ExxonMobil Summer Intern Program 
埃克森美孚暑期实习 2019 届招聘 

实习期：2 个月 

详情链接：

http://campus.51job.com/exxonmobil2018/summer_chemical_intro_en.html 
 
 
 
4..英语流利说   人力资源实习生 

详情链接：https://www.liulishuo.com/campus.html 

 
 
 
5. BP China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me (2019 届) 

Requirements 

 Students who are in penultimate year of study 

 High potential in continuous development 

 Fluent English 

 Flexible in working location 

Rewards and benefits 

 Valuable and real work experience 

 Networking, coaching and professional feedback 

 Competitive salary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your career with BP China 

BD & Marketing(Shanghai) 
申请链接： https://www.bp.com/en/global/bp-careers/students-and-

graduates/locations/china/summer-internship-programme.html?breakcach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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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类］ 
1.美团点评品牌营销新媒体实习生（base 上海） 

 

工作职责： 

1、协助大众点评自有新媒体（微博、知乎）的日常运营及推广工作； 

2、整合各类素材和资源，有效完成内容撰写、排版等相关工作； 

3、参与日常运营的选题，社交战役的创意讨论、策划及执行； 

4、协同各个团队，为品牌活动进行social化传播； 

5、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内容运营，增加粉丝数及活跃度； 

6、各新媒体平台数据统计及分析。 

 

任职要求： 

1、全日制大学在校生，能保证每周3天以上，连续3个月以上的实习期，能尽快

到岗； 

2、脑洞大、涉猎广泛，对热点事件敏感，必须热爱美食和生活； 

3、良好的沟通能力、管理协调能力及较强的执行力； 

4、独立文案编辑能力及活动策划能力； 

5、热爱互联网，学习能力强，有团队协作精神； 

6、有新媒体运营经验及案例的同学优先。 

 

实习福利： 

1、开放活跃的工作氛围，组里脑洞大的（怪）哥哥姐姐会带你成长（玩）； 

2、互联网公司多元的工作体验，可以接触到新媒体、营销、品牌、运营各方面

工作； 

3、实习工资必须有； 

4、红彤彤的实习证明。 

 

简历投递：meihuiyuan@meituan.com 

 
 

 
 

2.北京-九鼎投资 

国内某综合性投资集团董办实习生1-2名 

要求： 

（1）大四保研或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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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金融、财务相关专业； 

（3）GPA年级前20%； 

（4）有投行、律所、四大工作经验。 

工作内容：参与集团投融资、资本运作，涉及内地、香港等多个资本市场。 

工作地点：北京仰山公园。 

后续发展：可推荐至集团下属保险、证券、私募、公募等板块。 

有意者发简历至：shengxl@jdcapital.com。 

 

施耐德电气|培训部运营实习生 

【工作职责】 

 1. 通过邮件/电话沟通协调培训相关的基本事宜 

 2. 设计制作制作培训推广所需的海报及PPT 

 3. 收集整理素材，撰写基本文稿，更新维护培训公众账号 

 4. 处理简单的培训报告数据报告  

【申请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英语相关专业   

2. 熟练运用Office Excel/Word/Outlook，图标海报制作 

3.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快速学习的能力 

4.大学英语6级，擅长平面图表设计制作，具有运营新媒体，经验者优先考虑 

5.每周出勤至少3天，持续实习4-6个月 

【工作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集电港 

【投递邮箱】 
yi-sabrina.jiang@schneider-electric.com 
 
 
 
 

3.方正证券研究所招聘实习生2名： 

主要工作： 

1.1、负责研究所对公财务报销； 

1.2、负责研究所对私财务报销及审查工作； 

1.3、负责专家费用台账及报销等事情； 

1.4、负责整理审查一些路演合同等文件。 

————another———— 

2.1、辅助性行政工作，实习生的考勤等； 

2.2、研究所费用的整理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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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高年级本科、非应届研究生优先；2、3月26号左右可入职，每周至少

实习4个工作日，至少实习三个月；3、金融，财会，经济等相关专业优先；4、

耐心细致，认真负责，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及适应能力。                                  

福利待遇：1、本科2000/月，研究生2500/月。 

2、每天有水果、酸奶、零食供应。 

3、可以熟悉wind软件的应用 

4、学习了解证券相关知识，并能够接触到研究所的一些行研工作。实习满三个

月有机会转行研组。 

 

工作时间：9:00―5:00。                                                

地址：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34号方正证券大厦8楼。 

欢迎有意向了解证券行业的同学投送简历！有意者请尽快将简历发送至：

2059482620@qq.com/826433651@qq.com 

也可以直接联系电话：18813075377/17611493881 

我们会尽快安排面试，邮件标题及简历命名为“【实习】姓名+年级+专业+院校+

一周几天+几个月”。 

 
 
 

4.卡瓦盛邦 Assistant Customer Service Intern 

500强Danaher旗下的口腔产业子公司，美资企业，待遇优厚。 

  

工作内容： 

1. 参与到订单全过程； 

2. 检查合同条款； 

3. 在ERP系统中录入订单； 

4. 更新维护CRD和ETA； 

5. 协调仓库和物流安排出货； 

6. 跟进售后服务； 

7. 维护客户数据。 

工作要求： 

1.      商务/对外贸易专业优先； 

2.      有医疗器械行业跨国公司的客户服务/订单管理工作经验的优先； 

3.      英语良好，熟练操作MS-Office办公软件； 

4.      团队合作意识和较强的沟通能力； 

福利待遇： 

1．工资：本科150元/天，研究生180元/天；（3500元起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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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茶水随便享用，每个月还有生日蛋糕吃； 

  

公司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10座公司地址：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

10座5楼（近2号线淞虹路地铁站） 

  

请将简历命名为“HR Intern+姓名+年级+每周出勤天数+持续多久”投递至

hr.management@kavo.com 
 
 
 
 

5.上海壹账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规划团队实习生 

 

公司简介： 

上海壹账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金融壹账通），是平安集团旗下金融科技

服务公司，前身为深圳平安金融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业务覆盖了互联网零售、

征信、贷款、金融科技等多种互联网金融业务，荟集了来自于传统金融、互联

网、顶级咨询公司的各类精英。金融壹账通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

云平台以及金融应用等五大核心科技，已为包括500多家银行在内的近3000家金

融机构提供了金融科技服务支持。 

 

岗位描述： 

1. 通过公司内部数据库调用并处理各种数据，计算各项KPI指标； 

2. 按要求制作EXCEL和PPT，完成周例会报告、收入分析报告等； 

3. 整理每日金融财报，在leader的引导下做行业动态分析，尤其是竞品分析。 

 

岗位要求： 

1. 大学本科或研究生在读，专业不限，最好经济、金融、会计相关； 

2. 能长期实习，一周至少三天（因岗位需求，周五必须在）； 

3. 具有一定的数据汇总和分析能力，对互联网金融行业有一定的了解，并能对

一些公司、产品、功能做简单的案例分析； 

4. 熟练使用PPT、EXCEL等工具； 

5. 愿意接触研究新事物，有优秀的沟通表达能力。 

 

团队里面很多经理都有麦肯锡、埃森哲等知名咨询公司背景，会教数据分析技

能，能学到很多东西，同事都很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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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150/天 

地址：徐汇缤纷城平安大厦A座，12/7号线龙华中路站，出地铁站2分钟即到 

            （周围美食特别多） 

 

简历请投至：SULINYU289@pingan.com.cn 

标题格式：业务规划实习-姓名-学校-年级-一周几天 

 
 
 
6.IBM 暑期实习生（2019 届）招聘 

详情链接：https://www.ajinga.com/company-detail-

new/6238/?aj_source=IBMCampus2018&aj_code=Campus2018 
 
 

 
7. ExxonMobil Summer Intern Program 
埃克森美孚暑期实习 2019 届招聘 

实习期：2 个月 

详情链接：

http://campus.51job.com/exxonmobil2018/summer_chemical_intro_en.html 
 
 
 
8.英语流利说 运营／产品实习生 

详情链接：https://www.liulishuo.com/campus.html 

 
 
 

［计算机类］ 
1.IBM 暑期实习生（2019 届）招聘 

详情链接：https://www.ajinga.com/company-detail-

new/6238/?aj_source=IBMCampus2018&aj_code=Campus2018 
 

2. ExxonMobil Summer Intern Program 

埃克森美孚暑期实习 2019 届招聘  technology research 

实习期：2 个月 

详情链接：

http://campus.51job.com/exxonmobil2018/summer_chemical_intro_en.html 
 
3. 英语流利说 研发实习生 

详情链接：https://www.liulishuo.com/camp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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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巨人网络实习生招聘 

技术类：游戏开发实习生，游戏引擎开发实习生，自动化测试实习生 

游戏策划实习生 

用户体验：游戏交互设计实习生，游戏用户研究实习生，游戏 ui 设计实习生 

 
 
 
 
 
 

［艺术类］ 
1. 英语流利说 设计类实习生 

详情链接：https://www.liulishuo.com/campus.html 

 
 
 
2. 巨人网络实习生招聘  游戏美术设计实习生 

游戏美术设计师（原画、3D、动作、特效），入职培训期结束后，将根据个人能力特

点，兴趣偏好细分具体岗位。 

岗位职责：  

1、游戏原画设计师：参与游戏整体视觉世界观设计，并完成其中角色、场景等各类元

素的具体设定，以及道具图标、宣传图的绘制； 

2、游戏 3D 设计师：根据游戏原画提供的设计，技术美术定制的制作规范，完成游戏

世界里的各类 3D 模型及材质制作； 

3、动作/特效设计师：根据游戏定位，及美术世界观，设计并完成游戏内 NPC、场

景、角色技能等各类动作与特效工作。 

任职要求：  

1、拥有 5 年以上基础美术学习经历，具备扎实的美术功底，良好的色彩感觉及造型能

力； 

2、能够熟练使用两款以上（Photoshop 3DMax Maya Zbrush 等）美术制作软件； 

3、热爱游戏动漫事业，对游戏制作有浓厚兴趣； 

4、学习能力强，思维活跃，勇于创新； 

5、抗压能力强，热情、主动，沟通及团队协作能力良好，对团队有强烈责任感。 

 

申请链接：http://hr.ztgame.com/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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