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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森哲

ACCENTURE

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和业务流

程外包领域的跨国企业，财富

500强

咨询分析师 实习 本科┋硕士 不限 1 北京┋上海

公共事务经理 全职 本科┋硕士 其他〖药学相关〗 1 北京

公共事务部实习生 实习 本科┋硕士 不限 1 北京

人力资源实习生 实习 本科┋硕士 不限 1 北京

人力资源专员 全职 硕士

其他〖人力资源管理、劳动经济、社

会保障、心理学、劳动关系、组织行

为学等〗

1 北京

金融分析岗 全职 硕士

财务管理/会计┋管理科学┋贸易经济/

国际商务┋产业经济┋商业经济┋其他

〖金融学、投资、经济学等〗

1 北京

前期咨询顾问 全职 硕士
市场营销┋管理科学┋产业经济┋资产

评估
5 北京

助理客户经理 全职 硕士
市场营销┋管理科学┋贸易经济/国际

商务┋产业经济┋商业经济┋资产评估
2 北京

人力资源实习生 实习 本科 不限 1 北京

总裁办实习生 实习 本科 不限 1 北京

数据分析师实习生 实习 本科 不限 1 北京

数据科学家实习生 实习 本科 不限 1 北京

管理培训生 全职 不限 不限 60

安徽┋北京┋重庆┋福建

┋广东┋河北┋河南┋湖

北┋湖南┋江苏┋山东┋

上海┋陕西┋天津┋云南

市场活动策划 全职 不限 不限 15

安徽┋北京┋重庆┋福建

┋广东┋河北┋河南┋湖

北┋湖南┋江苏┋山东┋

上海┋陕西┋天津┋云南

课程讲师 全职 不限

其他〖计算机优先，熟悉Java、

JavaScript、HTML、C++、

Python中任一门编程语言〗

15

安徽┋北京┋重庆┋福建

┋广东┋河北┋河南┋湖

北┋湖南┋江苏┋山东┋

上海┋陕西┋天津┋云南

人力资源管理 全职┋实习
本科┋硕士

┋博士
不限 2 北京

2

北京童程童美

科技有限公司
6 详细招聘需求请点击查看

详细招聘需求请点击查看

TalkingData

北京世联君汇

房地产顾问有

限公司

北大医疗集团

北京经开投资

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万科

人大商学院2019春季招聘会职位情况

4

5

7

3

由北京大学和方正集团共同设

立，北京大学医学部重要的产

学研平台

境内首家登陆A股的房地产综合

服务提供商，覆盖交易、运营

、金融投资等涉及资产全生命

周期的服务价值链

经北京市政府批准设立的、以

高端产业园区开发和运营为主

业，兼顾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

大型股份制园区开发企业

美国上市公司达内教育集团旗

下，专注于为中国3-18岁的青

少儿提供编程教育，为少儿编

程教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专注于移动互联网综合数据服

务的公司，为移动互联网企业

提供全方位的大数据解决方案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

的全资子公司，以房地产开发

和物业服务为主营业务

https://www.accenture.com/cn-zh
https://www.accenture.com/cn-zh
http://www.it61.cn/
http://www.it61.cn/
http://career.rmbs.ruc.edu.cn/uploads/file/20190408/20190408075443_27983.pdf
http://career.rmbs.ruc.edu.cn/uploads/file/20190408/20190408075413_53339.pdf
http://www.talkingdata.com/
http://www.worldunion.com.cn/index.aspx
http://www.worldunion.com.cn/index.aspx
http://www.worldunion.com.cn/index.aspx
http://www.pkucare.com/
http://www.bdaltd.com.cn/#
http://www.bdaltd.com.cn/#
http://www.bdaltd.com.cn/#
https://www.van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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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划 全职┋实习
本科┋硕士

┋博士
不限 2 北京

税务管理 全职┋实习
本科┋硕士

┋博士
财务管理/会计 2 北京

投资经理 全职 本科

贸易经济/国际商务┋产业经济┋商业

经济┋MBA┋其他〖金融、经济、财

务、管理相关专业〗

1 北京

分析师 全职 本科

贸易经济/国际商务┋产业经济┋商业

经济┋其他〖金融类、经济类相关专

业〗

1 北京

大企业创新咨询师 全职┋实习 不限 不限 3 北京

大企业创新服务专员 全职┋实习 不限 不限 3 北京

跨境孵化专员 全职┋实习 不限 不限 3 北京

新媒体运营专员 全职┋实习 不限 不限 1 北京

研究员 全职 不限 不限 2 北京

Finance develoment

program
实习 本科┋硕士 不限 5 北京

Finance develoment

program
全职 本科┋硕士 不限 6 北京┋上海┋海外

搜索营销咨询师 实习
本科┋硕士

┋博士
不限 5

北京┋广东┋上海┋陕西

┋四川

财务 实习 本科┋硕士
财务管理/会计┋贸易经济/国际商务┋

商业经济
2 北京

分析咨询师 全职┋实习
本科┋硕士

┋博士

财务管理/会计┋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战略管理方向/组织与人力资源方

向）┋管理科学┋贸易经济/国际商务

┋产业经济┋商业经济┋MBA

2
北京┋广东┋上海┋陕西

┋四川

运营 实习 本科┋硕士 不限 2 北京

前端/后端开发工程师 实习
本科┋硕士

┋博士
其他〖计算机类〗 10

北京┋广东┋上海┋陕西

┋四川

12 华为财经 华为公司的财经事业部 财务专员 实习 本科┋硕士

财务管理/会计┋管理科学┋贸易经济/

国际商务┋产业经济┋商业经济┋资产

评估

10 广东

8

国双科技

北京万科

11

7

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和软件开发为

主营业务的企业级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

9

北京中关村创

业大街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共同打造

我国第一条以创新创业为主题

的特色街区，由北京海淀置业

集团投资建设，中关村创业大

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以文化健康教育的PE投资和并

购，上市公司和产业集团并购

基金，商业地产收购、运营和

资产证券化为投资方向的专业

机构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

的全资子公司，以房地产开发

和物业服务为主营业务

北京焰石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全球企业首选的IT 整体解决方

案及服务供应商，致力于倾听

客户需求，提供客户所信赖和

注重的创新技术与服务，财富

500强。

戴尔中国有限

公司
10

https://www.huawei.com/cn/
http://www.gridsum.com/
http://www.z-innoway.com/about#
http://www.z-innoway.com/about#
http://www.z-innoway.com/about#
http://www.firerock-capital.com/contact.asp?id=1#
http://www.firerock-capital.com/contact.asp?id=1#
http://www.firerock-capital.com/contact.asp?id=1#
http://www.simwe.com/index.php?m=yp&c=com_index&userid=11210#
http://www.simwe.com/index.php?m=yp&c=com_index&userid=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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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华能贵诚信托
央企中国华能集团旗下专业从

事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信托经理 全职┋实习

本科┋硕士

┋博士
不限 5 北京 详细招聘需求请点击查看

14 花旗银行

全球领先的银行，为个人、公

司、政府和机构客户提供广泛

金融产品和服务，个人银行及

信贷、公司银行与投资银行、

证券经纪/交易服务和财富管理

贵宾银行专员 全职 本科┋硕士
市场营销┋管理科学┋贸易经济/国际

商务┋产业经济┋商业经济
10 北京

未来发展可去往企业银行部

、商业银行部、个人银行部

、金融市场和证券服务部、

财资与贸易金融部等

开发策略岗 全职┋实习 不限

企业管理（战略管理方向/组织与人

力资源方向）┋管理科学┋贸易经济/

国际商务┋产业经济┋商业经济┋

MBA

20 北京┋河北┋湖北┋浙江

产业规划岗 全职┋实习 不限

企业管理（战略管理方向/组织与人

力资源方向）┋管理科学┋贸易经济/

国际商务┋产业经济┋商业经济┋

MBA

10 北京┋河北┋湖北┋浙江

运营管理岗 全职┋实习 不限

企业管理（战略管理方向/组织与人

力资源方向）┋管理科学┋贸易经济/

国际商务┋产业经济┋商业经济┋

MBA

10 北京┋河北┋湖北┋浙江

市场岗 全职 本科┋硕士 不限 2 北京

商务助理 全职 本科┋硕士 不限 2 北京

销售岗 全职 本科┋硕士 不限 2 北京

金融产品经理助理 全职 本科┋硕士 不限 4 北京

JAVA开发高级工程师 全职 本科┋硕士 不限 5 北京

17 三一集团

以“工程”为主题的装备制造

业，中国最大、全球前列的工

程机械制造商，业务覆盖 130

+国家，产品出口到 60+国家

和地区

管培生 全职
本科┋硕士

┋博士

财务管理/会计┋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战略管理方向/组织与人力资源方

向）┋管理科学┋贸易经济/国际商务

┋产业经济┋商业经济┋资产评估┋

MBA

10 北京

管培生为董事长工作助理，

具体方向：财务助理、营销

助理、运营管理助理、信息

化助理等。应届生基本薪

酬：本科生1万元/月、研究

生1.5-2.5万元/月

项目管培生 全职 本科┋硕士 不限 30 北京┋湖北

人力实习生 实习 本科 不限 2 北京

详细招聘需求请点击查看

融联易云金融

信息服务（北

京）有限公司

尚德机构

华夏幸福基业

股份有限公司
15

16

18

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

在规划设计、土地整理、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配套建设、产

业发展、城市运营六大领域，

为区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

解决方案

美国纽交所上市公司，专注于

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的互联网

教育公司

依据国务院“互联网+”行动会

议决议，由银保监会指导，16

家具有商业银行背景的股东出

资成立，提供金融科技公共服

务，促进银行间合作、解决行

业共性问题

https://www.hngtrust.com/Site/hngc/CN
http://career.rmbs.ruc.edu.cn/uploads/file/20190408/20190408075509_30353.pdf
http://www.citi.com.cn/html/cn/about_us/Our_business.html
http://www.sanygroup.com/
http://career.rmbs.ruc.edu.cn/uploads/file/20190408/20190408075528_96372.pdf
http://www.ronglianyiyun.com/home/pub/page/index.html
http://www.ronglianyiyun.com/home/pub/page/index.html
http://www.ronglianyiyun.com/home/pub/page/index.html
https://china.globrand.com/c-sunlands/#
http://www.cfldcn.com/
http://www.cfld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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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助理 全职 硕士 MBA 1 北京
MBA学历，35岁以内。本科

是工科背景

职能培养生（人力资

源、市场、财务）
全职 本科 不限 6 北京

销售培养生（海外销

售、客户销售）
全职┋实习 本科 不限 6 北京

20
首钢基金

首长国际

首钢集团在港旗舰上市公司，

城市综合服务平台，主营停车

资产经营管理及以城市更新为

方向的私募基金管理

实习生 实习 硕士

财务管理/会计┋企业管理（战略管理

方向/组织与人力资源方向）┋产业经

济┋商业经济┋资产评估

15 北京

人力资本管理咨询实

习生
实习 硕士

财务管理/会计┋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战略管理方向/组织与人力资源方

向）┋管理科学┋贸易经济/国际商务

┋产业经济┋商业经济┋资产评估

10 北京┋广东┋上海

养老金精算管理咨询

实习生
实习 硕士 财务管理/会计 6 北京┋上海

保险精算管理咨询实

习生
实习 本科┋硕士

其他〖数学，统计，精算或有精算相

关证书的其他专业〗
10 北京┋上海

健康与福利管理咨询

实习生
实习 本科┋硕士 不限 5 北京┋上海

企业风险保险经纪实

习生
实习 本科┋硕士 不限 10 北京┋上海

旅游管培生 全职 本科┋硕士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战略管理方向/

组织与人力资源方向）┋管理科学┋

贸易经济/国际商务┋商业经济┋资产

评估┋MBA┋其他〖市场营销优先〗

3 广西┋河北┋江西┋山东 薪酬16.8W/年—21W/年

人力管培生 全职 本科┋硕士 不限 5 河北 薪酬16.8W/年—21W/年

财务管培生 全职 硕士 财务管理/会计 3 河北 薪酬20W/年—28W/年

23 信中利

国内最早从事风险投资/私募股

权投资的投资机构之一，贯穿

VC/PE全产业链并引领新兴产

业投资方向

高级投资经理 全职┋实习
本科┋硕士

┋博士
贸易经济/国际商务┋商业经济┋MBA 5 北京 详细招聘需求请点击查看

管培生 全职┋实习 不限 不限 5 北京

社区运营 全职┋实习 不限 市场营销 2 北京

市场经理 全职┋实习 不限 市场营销┋管理科学 2 北京

法务内控助理 实习 不限 其他〖法律〗 2 北京

22

详细招聘需求请点击查看
易观

Analysys

新奥集团

（ENN

Group）

24

中国领先的大数据公司，打造

了以海量数字用户资产及算法

模型为核心的大数据产品、平

台及解决方案

国内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分销

商之一，以天然气销售、综合

能源服务为核心业务

领先的全球性咨询、保险经纪

和解决方案公司，为雇主提供

全球数据服务，帮助企业制定

所有的薪酬计划、福利设计、

雇佣条款和条件以及人力资源

政策和实践需求

21

Willis Towers

Watson 韦莱

韬悦

中国优秀的整合IT服务提供商，

依托覆盖30000余家合作伙伴

的生态网络，为百万家企业及

上亿消费者提供数字化产品、

方案及专业IT服务

神州数码（中

国）有限公司
19

http://www.shougang-intl.com.hk/
http://www.shougang-intl.com.hk/
http://www.chinaequity.net/#
http://career.rmbs.ruc.edu.cn/uploads/file/20190408/20190408075541_20059.pdf
http://career.rmbs.ruc.edu.cn/uploads/file/20190408/20190408075559_10648.pdf
https://www.analysys.cn/#
https://www.analysys.cn/#
http://www.enn.cn/wps/portal/ennzh/!ut/p/b1/04_Sj9Q1NDMzMTEzNDc304_Qj8pLLMtMTyzJzM9LzAHxo8zizYKc3B2dDB0N3F18nQwcg93dzC2DnAyDvQz0c6McFQHy0N9C/#
http://www.enn.cn/wps/portal/ennzh/!ut/p/b1/04_Sj9Q1NDMzMTEzNDc304_Qj8pLLMtMTyzJzM9LzAHxo8zizYKc3B2dDB0N3F18nQwcg93dzC2DnAyDvQz0c6McFQHy0N9C/#
http://www.enn.cn/wps/portal/ennzh/!ut/p/b1/04_Sj9Q1NDMzMTEzNDc304_Qj8pLLMtMTyzJzM9LzAHxo8zizYKc3B2dDB0N3F18nQwcg93dzC2DnAyDvQz0c6McFQHy0N9C/#
https://www.fosterandpartners.com/zh/projects/willis-towers-watson/
https://www.fosterandpartners.com/zh/projects/willis-towers-watson/
https://www.fosterandpartners.com/zh/projects/willis-towers-watson/
http://www.digitalchina.com/#
http://www.digital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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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商学院2019春季招聘会职位情况

技术&产品群组-部门

助理
实习 本科 不限 2 北京

运营实习生 实习
本科┋硕士

┋博士
不限 10 北京

市场实习生 实习
本科┋硕士

┋博士
不限 10 北京

人力实习生 实习
本科┋硕士

┋博士
不限 5 北京

人力资源中心管培生 全职┋实习 硕士

企业管理（战略管理方向/组织与人

力资源方向）┋管理科学┋产业经济┋

MBA┋其他〖金融〗

3 北京┋上海

投资拓展中心管培生 全职┋实习 硕士
市场营销┋管理科学┋产业经济┋资产

评估┋MBA
2 北京┋上海

董事长助理 全职┋实习 硕士

财务管理/会计┋企业管理（战略管理

方向/组织与人力资源方向）┋贸易经

济/国际商务┋商业经济┋MBA

1 北京

27 中股集团

中关村股权交易服务集团，北

京市属国企，通过权益交易、

登记托管、资产管理、股权投

资、资本市场培训等核心业务

体系，着力充当首都中小微企

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第一步

财务管理类 全职 硕士 财务管理/会计┋资产评估 5 北京 详细招聘需求请点击查看

28 中国国新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的两家

中央企业之一，在国家授权范

围内履行国有资本出资人职

责，是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

专业平台

管理培训生 全职 硕士┋博士 不限 10 北京

29
中国环球租赁

有限公司

环球医疗是央企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旗下的领先医疗健康产业

集团，港交所上市公司

项目助理 全职
本科┋硕士

┋博士

财务管理/会计┋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战略管理方向/组织与人力资源方

向）┋管理科学┋贸易经济/国际商务

┋产业经济┋商业经济┋资产评估

30 北京 详细招聘需求请点击查看

2019“筑世者”人力

资源方向
全职 本科

企业管理（战略管理方向/组织与人

力资源方向）┋管理科学┋贸易经济/

国际商务

2 海外

详细招聘需求请点击查看
易观

Analysys

正和恒基26

24

以滨水生态治理、生态修复及

生态景观的技术研发、规划设

计与投资建设为主业的 “水生

态与环境治理综合服务商”

亚太本土领先的企业管理软件

和企业移动应用、企业云服务

提供商，中国最大的ERP、

CRM、人力资源管理、商业分

析、内审等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提供商

25

中国领先的大数据公司，打造

了以海量数字用户资产及算法

模型为核心的大数据产品、平

台及解决方案

央企中国建筑集团的海外事业

部运行主平台，发力“现汇、

F+EPC、投资”三种业务，开

创海外业务发展新局面

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国际

工程分公司

30

用友网络

https://www.bjotc.cn/
http://career.rmbs.ruc.edu.cn/uploads/file/20190408/20190408075616_98869.pdf
https://www.crhc.cn/
http://www.universalmsm.com/zhaopin.aspx?xid=7&pid=113
http://www.universalmsm.com/zhaopin.aspx?xid=7&pid=113
http://career.rmbs.ruc.edu.cn/uploads/file/20190408/20190408075647_26796.pdf
http://www.zeho.com.cn/
http://job.cscecoverseas.com/
http://job.cscecoverseas.com/
http://job.cscecoverseas.com/
http://www.yon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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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商学院2019春季招聘会职位情况

2019“筑世者”财务

管理方向
全职 本科 财务管理/会计 3 海外

大旅游项目投融资岗 全职 硕士

财务管理/会计┋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战略管理方向/组织与人力资源方

向）┋贸易经济/国际商务┋产业经济

┋商业经济┋资产评估

1 北京

财务核算岗 全职 本科
财务管理/会计┋贸易经济/国际商务┋

产业经济┋商业经济┋资产评估
2 北京

综合管控岗 全职 硕士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战略管理方向/

组织与人力资源方向）
1 北京

渠道营销岗 全职 本科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战略管理方向/

组织与人力资源方向）
2 北京

证券/法律岗 全职 硕士 其他〖法律〗 1 北京

不动产金融岗 全职┋实习 硕士 不限 4 北京

股权投资岗 全职┋实习 硕士 不限 2 北京

资本市场岗 全职┋实习 硕士 不限 1 北京

资产管理岗 全职┋实习 硕士 不限 2 北京

旅游行程规划师 全职 本科 不限 2 北京

客户经理 全职 不限 不限 3 北京

旅游行程规划师-法语 全职 本科 不限 1 北京

以不动产投融资及证券化为主

业方向，辅以医疗服务与养老

健康、旅游度假产业等领域私

募股权投资业务的专业基金管

理公司

32

详细招聘需求请点击查看

中联基金

中青旅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详细招聘需求请点击查看

31

光大集团旗下，跨地域、跨产

业链运营的国际化现代旅游集

团，拥有中青旅会展、乌镇、

山水酒店、遨游网、百变自由

行等一系列国内知名旅游企业

和产品品牌

央企中国建筑集团的海外事业

部运行主平台，发力“现汇、

F+EPC、投资”三种业务，开

创海外业务发展新局面

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国际

工程分公司

30

途易为世界领先的大型旅游集

团，业务覆盖全球180多国家。

途易旅游为途易与中旅集团合

资成立的国内首家中外合资、

外方控股旅行社

中旅途易旅游

有限公司
33

http://career.rmbs.ruc.edu.cn/uploads/file/20190408/20190408075730_33060.pdf
http://www.gsum.cn/contact.html
http://www.cytsonline.com/
http://www.cytsonline.com/
http://career.rmbs.ruc.edu.cn/uploads/file/20190408/20190408075742_81877.pdf
http://www.tui.cn/mice/
http://www.tui.cn/m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