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就是猎场！（OSU 分赛区） 

 
活动介绍： 
 
时间: 3 月 7 号晚 6 点 

 

地点: Great Hall Meeting Room 2，Ohio Union 

 

形式: 整场活动由 职场脱口秀 + 招聘会 两个环节组成， 同学们可选择作为 OSU 分

赛区“猎”场选手参与脱口秀，也可以选择在秀后参与招聘会与猎场“猎人”面对面交

流。 

 

总决赛：4 月 19 日，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OSU 分赛场优秀求职

者将有机会参与到现场总决赛中，届时将有更多的国内外企业参与到活动中来！ 

 

选手要求：专业不限。倾向于高年级并有找工作意愿的同学。当然，我们欢迎每

一位愿意挑战锻炼自己的 Buckeye！ 

 

OSU 专场选手报名链接:  

https://goo.gl/forms/dAsjWRMZ03YIn0NE2 

(注：选手需在报名表中附加自己最新的简历) 

 

 

 

 

 

 

 

 

 

 



招聘岗位汇总： 

 

猎聘 海外 

一.平面设计实习生 

  

职位描述： 

1.了解排版，颜色，字体和构图，具有美学个性和语言的理解，可以提出并传达激

发设计实施的基本概念 

2. 辅助设计 pc端及移动端的设计产品需求 

3. 参与产品开发，持续改善产品视觉体验及用户交互设计的流程 

  

基本要求： 

1. 须提供一个作品集可以展示相关技能及设计思维期望需求 

2. 能够在用户界面环境中应用品牌视觉资产并理解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原则 

3. 能够熟练使用 Adobe Creative Suits 等设计软件 

4.工作态度端正，优秀的沟通及理解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及工作责任心强，思维活

跃、有创意，注重细节 

 

二. 招聘专员 

  

职责描述： 

1. 了解并分析企业的招聘需求，对职位进行深入理解及定位； 

2. 进行职位分析，制定详细的寻访，选择寻访渠道，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选拔与

企业需求相匹配的候选人 

3. 搜索、面试、评估、筛选及向企业推荐合适的候选人； 

4. 向客户做候选人面试安排、结果反馈、背景调查及后续跟踪服务； 

5. 与客户和经理人建立良好关系，长期建立人才储备库； 

6. 深入了解行业动态、人员流动走向，与团队共同学习与分享。 

  

任职要求： 

1. 本科以上学历； 

2. 对招聘领域充满热情，学习能力强； 

3. 交付能力强，具备优秀的人选甄选技巧； 

4. 优秀的沟通表达能力，同时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工作细致，有团队合作

精神； 

5. 反应敏捷，善于沟通，有较好的抗压能力和超强的自我驱动力。 

 

 

三. 校园大使 



 

职责描述： 

1.品牌传播：通过各种校园宣传，持续提升猎聘海外在留学生群体中的品牌知名

度，吸纳并转化潜在用户，作为猎聘海外的品牌大使，维护与 CSSA丶学生社团丶

校园就业辅导中心以及当地商业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 

2.活动推广：协助设计和组织猎聘海外线下推广活动，提供各方协调支持，回答关

于平台及活动的疑问。 

3.产品分销：通过提供订单优惠和便捷服务，让更多同学享受猎聘海外的产品服务

带来的巨大帮助。 

顾客倾听：代表猎聘海外聆听更多留学生的声音和反馈，不断对产品优化提出合理

化建议。" 

  

职位福利： 

优先内推机会：第一时间获得猎聘海外职位内部推送和名企内推机会 

求职助力产品：猎聘海外求职产品优惠福利-简历修改，面试教练，生涯咨询抢先

体验 

求职课程：优先享受猎聘海外的线上线下职业课程和讲座 

线下活动：猎聘海外线下活动免费参加，各高校宣讲会，名企招聘会等你来 

猎聘海外实习机会优先获得：校园大使表现优异者可优先获取猎聘海外实习机会，

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跟团队共同成长！支持 CPT, OPT, Co-op哦！" 

  

职位要求： 

1.大学 CSSA等学生社团等领导成员优先 

2.工作积极主动，善于独立思考，具备良好的问题解决能力 

3.对为留学生服务提供便利充满热情 

4.能理性认识担任校园大使的机会和挑战，能利用课余时间努力工作 3 个月以上 

5.有其它校园大使或校园代理任职经验的同学优先" 

 

四. Public Relationships 

  

工作内容： 

1.协助 PR日常事务，包括维护及管理现有渠道、支持媒体对外宣发与执行、支持

猎聘海外品牌合作与活动； 

2.协助完成渠道调研、数据收集、资料整理和市场营销策划； 

3.发掘有创意的市场/热点事件，能独立完成市场策划专题文案及公关文稿的创作

和撰写； 

4.协调与支持公司业务及项目执行 

 

任职要求： 

1.市场、传媒等相关专业，具有较强的外联公关、市场营销、广告创意、数据分析

能力； 



2.熟悉留学生市场，有丰富渠道资源与 pr实战经验者优先考虑； 

3.了解各类创意营销手法与传播方式，对移动互联网媒体平台有浓厚兴趣及认识； 

4.具有良好文笔与活动执行力，对细节有充分的把控能力； 

5.工作热情，上进主动，善于学习，愿意接受挑战，具有较强抗压能力和团队合作

能力； 

6.英语流利，性格开朗，思维活跃，善于与人交流，思路清晰，逻辑性强 

 

我们提供： 

餐补交通补、团队聚会、不定期的各种福利～ 

猎聘内部活动及专业的技能培训讲座，快速提升自身能力与眼界见识 

颜值高、能力强的小伙伴们，充足的成长空间与充满活力的团队 

表现优异可留任，提供 cpt、opt，及 H1B Sponsor 

  

工作地点：波士顿 

 

五. 职前教育产品销售 

 

 

岗位职责： 

辅助猎聘海外职前教育产品市场推广及销售； 

  1. 协助产品线上线下营销推广 

  • 参与并协助产品线上线下营销和第三方推广的策划； 

  • 协助拓展产品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渠道； 

  • 根据产品营销方案，跟进并协助执行产品宣传推广工作； 

  2. 协助进行产品销售 

  • 根据确定的产品销售计划，筛选并挖掘潜在客户，协助完成销售业绩； 

  3. 数据统计与反馈 

  • 记录并统计线上营销和第三方推广的数据效果，推动产品营销策略的改进和

优化； 

  • 统计销售数据并反馈，推动销售策略的改进和优化； 

 

任职资格： 

  1. 在校学生，专业不限，能保证长期实习者优先； 

  2. 有销售，活动推广，社群运营经验者优先； 

  3. 大学 CSSA丶学生社团等领导成员优先； 

  4. 有良好的工作态度、团队协作意识、沟通能力强，诚实守信； 

  5. 能吃苦耐劳，做事工作认真负责、责任心强，积极主动； 

 

职位亮点： 

  1. 优先内推机会：第一时间获得猎聘海外职位内部推送和名企内推机会； 



  2. 求职助力产品：猎聘海外求职产品优惠福利-简历修改，面试教练，生涯咨

询抢先体验； 

  3. 求职课程：优先享受猎聘海外的线上线下职业课程和讲座； 

  4. 线下活动：猎聘海外线下活动免费参加，各高校宣讲会，名企招聘会等你

来； 

 

六. Product Manager 产品经理 

  

职位描述： 

产品经理（职业培训产品方向；提供 CPT，OPT，H1B） 

Product Manager (Vocational training product) 

 

工作职责： 

1、根据部门发展规划、主动发掘业务需求，独立负责职业培训产品线的完整业务

规划、产品设计、产品管理等工作； 

2、负责协调 BD、运营、研发、数据等各部门，共同推进新产品开发，确保产品能

够保质按时上线； 

3、通过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不断优化用户体验，推动产品迭代； 

 

任职资格： 

1、 熟悉职业培训产品设计，熟悉用户成长体系和权益体系； 

2、 熟悉职业培训产品，了解行业动态，能把握业务发展趋势； 

3、 熟悉产品生命周期，注重产品细节，对数据敏感； 

4、 思路清晰，善于沟通，良好的协调合作能力； 

5、 积极主动，执行力强，具备一定的抗压性； 

6、 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有至少 1年以上职业培训产品开发工作经验 

  

工作地点: 波士顿 

  

 

 

 

 

 

 

 



Co.media 可美亚 

一. Business Development Specialist 

 

 

岗位职责 

·       Communicate and interpret all Co.media initiatives and 

strategies to enhance growth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Translate 

Co.media objectives into specific customer strategies. 

·       Understand the cross-border marketing, especially the e-

commerce marketing, and familiar with Amazon, Wish, and the online 

commerce platforms 

·       Identify the potential leads who consider bringing their 

brands into the overseas markets, and turn over into the clients with 

strategic analysis and business negotiation 

·       Work collaboratively on marketing campaigns across 

Amazon,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Instagram, and Twitter), email 

newsletter, and relevant ads 

·       Maintain the clients’ relation with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quick-response service, and frequently monitoring reports 

and summary。 

  

任职资格 

·       Bachelor Degree or Master Degree, Preferred with 

marketing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both verbal and writte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Hands-on, practical problem solving and process 

improvement skills and ability to complete tasks within set timeframes. 

·       Fast learner with can-do attitude 

·       Strong knowledge of Microsoft Office 

  

美国公司办公地点：5445 Legacy Dr, STE 430, Plano, TX 75024 

中国公司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创业投资大厦 

岗位类型：Internship/Full-time（择优办理 H-1B） 

 

二. Content Marketing Specialist 

 

 

岗位职责 



·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 day-to-day social media, 

content and blogging strategi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content 

marketing goal and positively maintain the company and the clients’ 

brands 

·       Create/edit a wide array of web and print content, such 

as web pages, landing pages, social media, blogs, e-newsletters, as well 

as projects with the Digital Marketing Department. 

·       Assists with marketing and branding of strategy and 

ongoing marketplace awareness efforts, including conducting the content 

for the paid social media marketing to increase visibility, build 

awareness, and generate leads 

·       Use analytics to monitor the integrated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media strategy on a monthly basis. 

·       Maintains awareness of latest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trends in the e-commerce industry and advertising in general. 

·       Collaborate directly with the designers and stakeholders 

·       Fluent in Mandarin and English 

  

任职资格 

·       A Bachelor's degree or higher in a related field such as 

public relations, marketing, English, or journalism (or its equivalent 

combination of directly specialized training, formal coursework, and 

experience) 

·       Strong copy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skills 

·       Experience interviewing and writing articles 

·       Excellent oral/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       Basic knowledge of InDesign, Photoshop 

·       The capacity to work independently with strong time 

management skills, consistently meeting deadlines 

·       Competency to learn the business quickly 

·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spirit of teamwork 

  

美国公司办公地点：5445 Legacy Dr, STE 430, Plano, TX 75024 

中国公司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创业投资大厦 

岗位类型：Internship/Full-time（择优办理 H-1B） 

 

三. Graphic Designer 

 

 

岗位职责 



·       Collaborate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on 

product and design strategy. 

·       Partners with the marketing team to determine, identify, 

and create website, digital marketing, social and ad concepts and 

designs. 

·       Translate and position content and data into meaningful 

visual communications that are clear, engaging, sophisticated and in 

line with our brand guidelines and templates. 

·       Works closely with the marketing team to understand all 

brand guidelines, the “voice” for each brand, and overall goals for 

each brand. 

·       Completes projects by coordinating with outside agencies 

(as needed), printers, etc. 

  

任职资格 

·       Bachelor's degree in Graphic Design or Fine Arts or with 

previous work experience 

·       Excellent working knowledge of Adobe Photoshop, 

Illustrator & Indesign 

·       Firm understanding of changing web and digital marketing 

technologies and design trends. 

·       Must be highly creative and able to work on tight 

deadlines and multiple projects at one time. 

·       Strong understanding of creative concept development, 

layout, storyboards, user flows and engagement methods, etc. 

·       Knowledge in HTML5 and CSS, Sketch, Animate CC preferred 

  

美国公司办公地点：5445 Legacy Dr, STE 430, Plano, TX 75024 

中国公司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创业投资大厦 

岗位类型：Internship/Full-time（择优办理 H-1B） 

 

四.Marketing Analyst 

 

岗位职责 

·       Identifying trends in marketing, and optimize spend and 

performance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such as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       Communicating and interpreting all Co.media initiatives 

and strategies to enhance growth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on the e-

commerce websites. 



·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SEO and SEM strategies 

that drive traffic and bolster conversion. 

·       Analyzing marketing data (campaign results, conversion 

rates, traffic etc.) to help shape future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manager and monitor paid advertising, Facebook Ads, and Google AdWords, 

through social channels by business analytic tools and report results to 

the marketing team. 

·       Summarizing and communicating marketing results, trends 

and recommendations. 

  

任职资格: 

·       Bachelor Degree or Master Degree, Preferred with Business 

Analytics, Marke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ajor 

·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both verbal and writte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Hands-on, practical problem solving and process 

improvement skills and ability to complete tasks within set timeframes. 

·       Fast learner with can-do attitude 

·       Strong knowledge of Microsoft Office 

·       Working experience in email marketing or digital campaign 

marketing preferred 

·       Basic to Intermediate knowledge in HTML a plus 

  

美国公司办公地点：5445 Legacy Dr, STE 430, Plano, TX 75024 

中国公司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创业投资大厦 

岗位类型：Internship/Full-time（择优办理 H-1B） 

 

 

 

 

 

 

 

 

 



中国电信 

Business Development Intern 

  

Location: This internship can be remote-based during school time; 

during summer vacation, the interns will have a chance to work in one of 

our local offices: Herndon, Virginia (D.C Are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San Jose, California; New York City, Chicago; Illinois, 

Dallas, Texas. 

  

Duration: May 2019 –November 2019, Part-time (10-20h/Week, Campus 

Based, schedule negotiable)  Internship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will be 

carried out at the end of the internship to decide whether China Telecom 

Americas will extend the internship or consider for full-time job 

opportunities. 

  

Description Summary: 

China Telecom Americas is seeking influential, outgoing and socially 

connected leaders on campus to be an integral part of an extraordinary 

nationwide campaign aimed at spreading awareness and excitement of China 

Telecom Americas’ mobile business among Chinese students and Chinese 

residents who are currently living in the U.S.  This position will 

support China Telecom Americas Mobile team with a campus-focused 

nationwide mobile campaign. Through successful marketing strategies, on-

campus events and social networking activities,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Intern will have the unique opportunity to help shape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local areas and be exposed to a higher level of 

responsibility than at a typical organization, taking ownership of 

sponsorship outreach and development. 

  

Job Responsibilities: 

• Assisting regional managers in promoting CTA’s mobile business on 

local campuses and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Building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s; 

• Researching and identifying potential partnerships; Reaching out to 

current partners and developing new opportunities; 

• Assisting regional managers in promoting, planning, and executing on 

and off campus events; 

• Increasing brand awareness through unique promotions; Networking on 

and offline with peers; 

  



Requirements: 

• Well-connected with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s such as CSSA, school 

admission office, and/or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 Outgoing, ambitious, creative, entrepreneurial with excepti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 working experience preferred; 

• Responsible, reliable, optimistic and hard-working, quick decision-

making abilities; 

• Excellent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required. 

If you are interested, or have qualified referrals, please send resume 

to mobile@ctamericas.com. Headline format: BA-name-school 

 

 

 

 

 

 

 

 

 

 

 

 

 

 

 

 

 



易思汇 

一. 数字营销实习生 

  

实习时间：全年有效（至少三个月） 

  

实习地点：北京或者远程线上 

  

实习内容： 

1. 辅助品牌新媒体的建设及推广，提升品牌在媒体形象，包括官网、官微、公众

号等内容输出，不断提升粉丝数量及活跃度。持续关注数字营销技术及手段发展，

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提升品牌数字营销能力； 

2. 依照公司发展要求，规划推广方案并执行，能协调各种资源与渠道，并完成推

广任务。收集与分析数据，从效果（关注度，转载量，评论量等）对网络营销方案

进行评估分析并进行反馈。 

3. 洞悉互联网用户特点，对互联网用户的喜好有充分了解。熟悉并能熟练运用各

大媒体平台对互联网用户进行收拢，完成在线推广与内容传播任务主导新媒体的建

设及推广，提升品牌媒体形象，不断提升粉丝数量及活跃度； 

  

实习要求： 

1. 具备较强的方案撰写能力，并可以独立提案。熟悉营销传播工作，并对社交网

络/娱乐营销有深入了解，能独立面对客户，独立处理问题。 

2. 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自我学习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能够适应快速的

工作节奏; 

3. 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善于同团队交流沟通，勇于承担压力和挑战; 

 

二. 社群运维助理 

  

岗位职责： 

1.协助高校社群运营维护，设计有效的用户维护、激励机制，建立用户成长体系； 

2.和社群用户打成一片，热情向上，提升自身在社群内影响力。 

3.协助留学生产品的品牌推广和地推销售； 

4.协助各类线上线下营销活动的策划、组织和实施； 

5.细心完成其他工作布置 会议记录 数据处理 信息录入等行政辅助工作 

  

岗位要求： 

1. 有社群运营及新媒体运营相关经验，或者你足够机智 

2. 传媒专业、市场营销、商科专业优先，或者你足够机智 

3. 主观能动性强、说干就干、高情商。有市场推广、销售经验或学生工作经历优

先，或者你足够机智 

4. 性格特征：社交达人、心思细腻、可风骚可中庸可乖巧、爱学习 



  

岗位亮点： 

1.超级 High的创业氛围，与创始人和市场总监近距离接触学习的机会； 

2.实习结束后国内一线 VC，基金以及创业公司的内推机会； 

3.易思汇市场团队 M4-M7、业务团队 P2-P4岗位晋升和全职留任机会； 

4.行业内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每月 Base薪金+丰富业务提成，具体面议； 

5.大量与海外知名高校留学生和毕业生接触交流的机会，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

学、康奈尔大学等，拓展并提升朋友圈； 

6.你的同事们非帅即美，毫不夸张 

 

三. 校园市场负责人 

  

岗位描述： 

1.负责所在校区留学缴费，Evoke信用卡，Student.com 合作租房等一系列易思汇

旗下留学金融产品的市场推广； 

2.提升易思汇在所在校区的品牌知名度； 

3.提高所在校区易思汇旗下留学金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4.配合执行大区负责人的其他宣传与推广任务； 

5.维护所在学校与学联等官方学生组织的合作渠道关系。 

  

岗位要求： 

1.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自我驱动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 

2.喜欢创新，永远乐于尝试新的 idea和产品； 

3.不怕挑战，超强的执行力，具有 All-In的精神； 

4.有学生会背景者优先； 

5.有留学市场推广经验者优先。 

6.符合易思汇的公司文化，使命，愿景，价值观。 

 

四. 海外场景合作拓展助理 

  

岗位描述： 

1.全权负责所在区域内的各类公寓房东与租房机构的业务拓展及合作 

2.建立和维护健康稳定的合作渠道关系 

3.整合资源帮助房东与机构吸引流量、增加营收、提升利润 

4.执行上级主管的其他宣发任务与业务拓展任务 

5.定期与房东及机构沟通，策划适宜的营销活动方案 

  

岗位要求： 

1.有进取心，渴望快速成长，有极强的学习能力且勤奋努力； 

2.吃苦耐劳，不惧怕挑战及未知，执行力超强； 



3.有良好的商业嗅觉，有超常的谈判能力并有效率地达成合作，有外联或商务拓展

经验者优先； 

4.拥有强大的人际关系能力，非常熟悉所在区域的中国留学生群体，担任过中国学

生社团领导职位者优先； 

5.英文口语及书写流利，人格魅力超群，有美国学生会、兄弟/姐妹会等外国学生

社团领导经历优先； 

6.熟悉美国的商务场景，善于展示自己的强项，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五. 金融产品经理实习助理 

  

实习时间：全年有效（至少三个月） 

  

实习地点：北京 

  

岗位职责： 

1.  负责产品经理日常行政工作，负责办公会议和其他会议组织工作及会议纪

要，跟踪并确保有关工作的按期完成 

2.  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产品数据资料 

3.  协助主管处理公司各类日常事务、管理、销售工作，监督落实情况并及时有

效反馈 

4.  协助起草主管各类文件及发布 

5.  负责重要客人的接待、参观陪同、组织安排各类会议 

6.  与相关团队展开对接与合作、协调资源及配合跨团队业务合作，跟踪并确保

目标完成。 

7.  协助经理完成产品的改进优化，保证产品的日常维护并收集用户反馈。 

  

岗位要求： 

1. 责任心强，能够按时有效的完成工作。 

2. 具有管理能力及协调能力，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沟通协调能力强，有团队意

识 

3. 熟练使用各类办公软件 

4. 学习能力强，迅速了解行业及产品，具有销售天赋优先 

5. 管理、销售和金融相关专业 

6. 英语过关，拥有一定的英文资料阅读理解能力 

 

六. 海外租房市场销售助理 

  

岗位职责： 

1.合作租房品牌的租房社群维护，设计线上社群活动，实时发布学校周围热门房源

信息； 



2.协助市场团队进行售前地推和房源推荐，促成意向客户与租房平台预订客服对

接； 

3.协助各类租房业务线上线下营销活动的策划、组织和执行； 

4.细心完成其他工作布置：会议记录、数据处理、信息录入等总监交给的工作 

5.能实习满 3个月优先考虑 

  

岗位要求：服从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 

  

岗位福利： 

公司高管亲自带队，飞速成长的机会 

实习工资➕丰富的业务提成，帮你实现经济独立的第一步 

永恒炙热的创业初心和改变世界的本领 

 

七. 视觉设计实习生 

  

实习时间：全年有效（至少三个月） 

  

实习地点：远程线上 

  

岗位描述： 

协助创意总监为公司各类产品和服务提供创意及主要的视觉表现； 

根据热点节日、主题活动，负责公司平面设计工作，执行个案的广告创意、画面视

觉表现； 

  

岗位要求： 

1. 有深厚的设计功底和创意思维，良好的沟通能力。 

2. 能熟练使用 PS、AI、ID、Sketch等工具，有海报设计，软件和网页界面设计的

经验。有手绘能力的优先。 

 

 

 

 

 

 

 

 



Vip.com 唯品会 

MBA Leadership Management Trainee 2019 

 

Qualifications: 

1.MBA degree graduated from the global famous university 

2.Fluen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Nationality is not limited 

3.More than 3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4.Devoted to e-commerce, with good awareness of business trends of the 

industry 

 

Training Scheme: 

1.Training direction:VIP.com management 

2.Training period: 3-6 months 

3.Training procedure: 

(1) Induction training + attending director level training course 

(2) Customize rotation for 3-6 months + project exercise, assessment and 

mentoring 



TAL 好未来 

Position: Senior Learning Designer 

Location: Shenzhen/US 

Employment Type: Full-Time /Part-Time/Contract  

TAL is a science-based education company that operat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TAL provides an open platform 

for quality education and extra-curricular learning. It serves public 

education, powers private education, and explores new education model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n a global scale. Our mission is advancing 

educ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we invest a lot in that 

vision. We strive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teaching resources across the 

globe and disrupt education inequality.  

AI Lab in TAL is committed to using AI technology to drive educational 

changes.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top talents and high-leve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ientists, AI Lab has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y such as computer vision, speech 

recognit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with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  

Details of the Position:  

You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and delivering quality ESL 

classes to TAL students, contributing to the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 orientation. The classes are to be designed and delivered based 

on a new and enriched virtual teaching environment utiliz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AI, VR, and animation, as well as participate in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teaching script.  

We are looking for experienced teachers who are dynamic, open-minded and 

enthusiastic about ESL education, and are able to provide fun and 

interactive lessons to eager students, as well as interested in AI and 

Ed-tech. TAL constantly invests in our teachers’ development through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is dedicated to building a rewarding career 

in education for each of our employees.  

Position Responsibilities:  

• To develop and deliver quality ESL lessons to TAL students (with 

focus on 6-12 years old) 



• Be responsible for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deas and lesson structure discussions with the 

research team, design new class test and releasing teaching 

material _Able to participate in practice and rehearsal of 

upcoming lessons 

• Able to take part in promotional activities for teaching projects 

• To act professionally and b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all students 

and other teachers. Potentially provide coaching and training to 

other teachers  

Requirement:  

• Native English speaker 

• Degrees and experienc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 Master’s Degree /Bachelor’s Degree from a top university in a 

relevant subject such as Education, Psychology, English, with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ill be a plus;  

Benefits:  

• Competitive salary commensurate with experience;  

• Health, dental and vision insurance; 401K; 

• Federal holidays and paid vacation days; 

• A highly intellectual, motivated, and high-impact work 

environment.  

 

 

 



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战略分析师 

岗位职责 ： 

1、深度分析物流、保险、金融等行业商业逻辑和未来发展战略；  

2、通过不同渠道收集数据与相关信息；  

3、结合市场及公司业务需求，对行业未来发展提供具备有价值的独立意见；  

4、撰写深度行业报告，并可公开对外演讲。  

任职要求： 

 1、统招本科，985，211院校毕业，有海外名校留学经验优先； 

 2、优秀的数据和信息搜集能力，逻辑清晰； 

 3､有商业化思维头脑，能够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客观评论市场；  

 4、优秀的文字表达能力和PPT审美； 

 5、为人正直，工作积极主动，善于沟通； 

 6、具有 1年以上相关行业研究经验，且在业内具备一定人脉资源优先 

 

投融资经理 

1、协助领导制定公司融资规划； 

2、参与落实公司的股权融资方案和过程执行； 

3、对接投资机构、投行、律所等融资渠道和中介服务机构； 

4、各类融资渠道的拓展与维护； 

5、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它任务。 

任职要求： 

1、金融/计算机等应用学科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2年以内VC\PE、战略投资、FDD、CDD、投行、咨询工作经验； 



3、具备较强的财务分析能力和文案撰写能力，熟悉企业投融资流程及方案编写； 

4、具有良好的沟通、领导、执行能力，对快速变化的业务有快速学习和适应能

力，抗压能力强，自我驱动力强。 

 

 

  



苏宁集团 

集团管培生-易购方向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专业要求：专业不限 

工作地点：南京总部 

 

集团管培生-置业方向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专业要求：建筑学、城市规划、结构工程、土木工程、工程管理、材料学、动力

工程、热能工程、给排水、自动化、财务管理、会计学、审计学、土地资源管理、

经济学、金融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中文、艺术设计、平面设计、统计学、旅

游管理、新闻传播等专业 

工作地点：南京总部 

 

集团管培生-供应线/物流方向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专业要求：物流管理、物流工程、运输类、工业工程、机械自动化、土木工程、

仓储供应链管理、统计数学、营销、电子商务、房地产开发、土地资源管理、城市

规划、投资、金融、管理类等专业 

工作地点：南京总部 

 

集团管培生-品牌方向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专业要求：新闻传播类、文学类、品牌类、营销类、广告类、策划类、公关类、

语言文学类、档案管理类、统计专业类、管理类、经济类、计算机系统、数学、土

木/建筑、工程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 

工作地点：南京总部 

 



集团管培生-银行方向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专业要求：金融学、经济学、保险、数学、统计、计算机、市场营销、法律、财

务管理、会计、审计等相关专业 

工作地点：南京总部 

 

集团管培生-金融方向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专业要求：金融学、经济学、保险、统计学、风险管理、数学、市场营销、工商

管理、计算机、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信息安全、财务管理、财政学、会计学、法

学、新闻传播学、汉语言文学、设计类、公共管理、心理学、人文等相关专业 

工作地点：南京总部 

 

集团管培生-投资方向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专业要求：金融类、经济类等相关专业优先 

工作地点：南京总部 

 

集团管培生-文创/体育方向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专业要求：录音艺术(音响导演、音响工程方向)、通信工程(无线多媒体广播技术

方向)、广播电视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演艺工程与舞台技术方向)、数字

媒体技术、网络工程、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方向)、广播电视学(电视摄影方

向)、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文艺编导方向)、网络与新媒体(媒体创意方向)、

广告学（广告方向）、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电子商务（广告、彩票方向）、数据

分析、统计、数学（广告、彩票方向）、体育与社会学、运动康复、运动训练、运

动人体科学、体育产业管理、体育经济与管理等专业 

工作地点：南京总部 

 



IT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专业要求：计算机、数学、统计、通信、管理工程、信息科学、软件工程、信息

与计算科学、工业设计、心理学、平面设计、广告设计等相关专业 

工作地点：南京总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 

运营中心-运营主管   厦门   15人 

岗位职责： 

-负责运营中心内部管理、全国运营数据分析等相关工作； 

-负责安排协调总部运营中心与分公司运营支持部工作支持对接工作； 

-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数学、统计等专业，理工科背景； 

-具有较强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营建中心-营建主管   厦门    15 人 

岗位职责： 

-负责收集、统计各项目相关资料、数据、图片等，整理并归档； 

-跟踪并掌握项目各阶段实施进度，并及时更新； 

-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理工科背景、工程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较强的应变能力，熟练操作 office等办公软件。 

设备管理部-设备主管  厦门   3人 

岗位职责： 

- 负责协助全国门店生产设备的登记与保管； 

- 负责协助全国门店生产设备的报修统计和分析； 

- 负责维修零备件的管理与调配等； 

任职要求： 

- 全日制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理工科背景优先考虑； 

- 精通 EXCEL数据应用，逻辑思维清晰，相关工作经历优先 ； 



- 良好的抗压能力，和沟通能力。 

财务管理部-会计 厦门  6 人 

岗位描述： 

-辅助领导完成各项收款工作，并及时整理归档资料； 

-辅助领导核对与公司的合作供应商往来账务； 

-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财务相关专业。 

法务部-法务专员  厦门   2人 

岗位描述： 

-负责公司的合同审核工作，起草合同以及其他法律文件； 

-配合经理解决公司的纠纷，并参与诉讼； 

-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重点院校毕业，法律相关专业。 

质量管理部-质量管理主管   厦门  2人 

岗位职责：  

- 负责对供应商准入资质的审核及维护； 

- 负责对供应商的改善结果进行监督确认； 

- 完成上级临时分配的其它工作。 

任职要求： 

- 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理工科专业，食品相关专业优先； 

- 较强的协调、沟通与执行能力。 

信息中心- JAVA 研发工程师   厦门  30人 

岗位职责： 



1、参与功能需求说明书和系统概要设计，并完成代码编写； 

2、按照主管领导安排的任务完成本人负责的模块设计和编码相关文档； 

3、辅助测试完成本模块的测试工作； 

任职要求： 

1、985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数学及相关专业； 

2、熟悉编程语言 C，接触过编程语言 JAVA，熟悉 SQL查询语言； 

3、熟悉计算机理论，对网络 数据库 软件模型有较好的基础； 

4、需要较强的学习能力，对技术有钻研精神，并有较高的热情，热衷于新技术学

习和实践。 

信息中心-算法工程师  北京/厦门  各 10人 

职责： 

1、参与算法设计与实现等工作，如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推荐算法等。 

2、参与大数据开发，特征工程，算法方案落地等工作。 

3、参与数据分析和挖掘等工作。 

任职要求： 

1、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统计学、数学及相关专业。 

2、熟悉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推荐算法、自然语言处理等相关技术。 

3、熟悉一门编程语言，比如 python或者 java 或者 scala。 

4、熟悉数据结构和算法。 

加分项：熟悉深度学习，或者参加数据挖掘或者人工智能等相关比赛并有排名，或

者发表过数据挖掘或者人工智能等相关论文。 

信息中心-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北京/厦门 各 10 人 

职责： 

1、参与大数据架构和大数据产品研发； 

2、和产品、测试、算法团队充分沟通，保证具体功能的正常研发； 

3、协助大数据架构师，对大数据架构做优化； 



任职要求： 

1、985 全日制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数学及相关专业； 

2、熟悉大数据开发语言如 Java或 scala，熟悉 SQL、MDX查询语言； 

3、熟悉计算机理论，对网络 数据库 软件模型有较好的基础； 

4、需要较强的学习能力，对技术有钻研精神，并有较高的热情，热衷于新技术学

习和实践； 

加分项：熟悉 Hadoop、Hive、HBase、Spark、ElasticSearch等。 

信息中心-产品经理  北京/厦门  各 5人 

职责 

1、跟踪用户反馈、进行目标用户调研，完成需求分析，撰写需求文档，参与新项

目的探索； 

2、根据各类数据分析、测试结果和用户反馈，持续改进现有产品； 

3、数据统计、数据分析工作； 

岗位要求 

1、985 全日制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数学相关专业以及理工科背景优先

考虑； 

2、逻辑清晰，学习能力强，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和书面撰写能力，具备一定的

数据分析能力； 

3、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较高的质量意识，良好的沟通协作意识，较强的问题解决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