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TMR 未來人才實習計畫（深圳）
企業與職缺簡介
附註：職位名稱前標註*者，為該職位可轉正且優先錄取符合轉正資格者(應屆畢業、無兵役問題)。

一、 深圳市海雲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雲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08
月 23 日成立，經營範圍包括計算機軟體、教育測
評、考試系統、智慧型化考試系統、考務管理標準
化系統、教育管理信息化系統的技術開發、數據處
理及銷售等。
公司立足於中國考試和評價服務，致力於為教育領域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套用系統軟體、軟體服務和數
據處理服務，是教育部高校學生司、教育部考試中心、法務部國家司法考試中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人
事考試中心、財政部會計資格評價中心信息化建設和招生考試現代化改革的長期戰略合作夥伴，是教育部考
試中心重點科研項目單位。
官方網站：http://www.seaskylight.com/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AI 研究助理 1、 研究深度學習中電腦聽覺（語音）\視覺（圖像、視頻）各
x1

任職要求
1、 至少熟悉兩種以上的深度學習演算法（如

個領域的核心演算法並應用到現實場景中。
2、 研究自然語言處理方向的前沿技術，並應用到現實場景

CNN/LSTM 等）。
2、 至 少 熟 悉 一 種 深 度 學 習 框 架 （ Caffe 、

中。
3、 對應用場景進行建模、優化和定制。

Tensorflow 等）。
3、 相關領域碩、博士學歷優先
4、 有過學術會議期刊發表過相關論文者優先.。

二、深圳前海智庫國際人才大數據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智庫國際人才大數據中心有限公司(全球才智網)，是深圳
市海雲天投資控股集團(http://www.hytholdings.com/index.aspx)
旗下公司，同時也是中國國家外國專家局國外人才資訊研究中心戰略
合作夥伴，承接了第十五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資訊化建設等工作。
致力於打造國內外規模大、資訊完整的人才大資料技術平臺。
利用大資料分析、人工智慧等先進技術手段做到精準人才引進、人崗匹配等，同時引入國際先進的人才
評價理念和評測方法，進行便捷、精准、定制化的國際人才匹配推送以及海外優質項目孵化，對人才品質進
行評價，推動高校等人才供應端人才培養過程自我完善，是集人才引進、評測、 培訓以及項目孵化等為一體
的國際人才交流一站式服務平臺，努力成為“互聯網+人才”領域的領軍者。
官方網站：http://xn--15qt52bw7c7vrrk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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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財會實習生

1、 審核原始憑證，製作會計憑證、核對賬務核算工作。

x1

2、 協助公司的費用報銷審核工作，正確處理財務成果。

任職要求
1、 會計、財務系所優先

3、 協助公司稅金計算、申報、解繳。
4、 協助完成高新技術企業的申報、研發費用的加計扣除、財
政專項資金的申請工作。

*社群媒體實習
生 x1

1、 負責公司官網、微信平臺軟文的撰寫和潤色。

1、 新聞、中文相關系所優先

2、 完成資訊內容的策劃和日常更新與維護。
3、 負責公司品牌宣傳軟文、新聞稿件、等相關文字撰寫工作。
4、 參與專題、活動策劃執行，配合完成公司各種宣傳推廣、
行銷活動等策劃執行工作。

*測試工程師實
習生 x1

1、 編寫測試計畫、規劃詳細的測試方案、編寫測試用例。

1、 電子工程、資訊相關系所優先

2、 根據測試計畫搭建和維護測試環境。

2、 熟悉 perl，python 或其他指令碼語言。

3、 執行測試工作，提交測試報告。包括編寫用於測試的自動

3、 熟悉 Linux shell 和 windows bat 的使用。

測試腳本，完整地記錄測試結果，編寫完整的測試報告等

4、 熟悉 SQL SERVER 或 ORACLE 等資料庫。

相關的技術文檔。
4、 對測試中發現的問題進行詳細分析和準確定位，與開發人
員討論缺陷解決方案。
5、 提出對產品的進一步改進的建議，並評估改進方案是否合
理；對測試結果進行總結與統計分析並進行跟蹤。

*UX 實習生 x1

1、 建立評價指標體系/模型、編制評價工具。

1、 教育、應用心理相關系所優先

2、 依照評價需求和業務邏輯進行資料獲取、整理與分析。
3、 根據使用者回饋校驗優化評價指標、工具、報告等。
4、 與研發部門協作開發雲服務平臺

*行銷企劃實習
生 X1

1、 專案前期背景調查及市場分析調研。

1、 行銷、策展相關系所優先

2、 專案方案策劃、執行、跟進。

2、 社團負責人相關經驗優先

3、 撰寫對外公函、稿件等。
4、 會展專案計畫跟進及落實。
1、 研究並收集市場的宏觀方面的資訊，包含市場動態、技術
發展動態、國家與地方政策變化及趨勢等。

*數據分析實習
生 X1

2、 設計、建立與維護公司產品的定位，設計與實施具體產品
方案。
3、 組織、編制大型市場規劃、設計方案。

*設計實習生
x1

1、 統計、應用數學、資訊、計量經濟等相關系
所優先。
2、 精通 Office 辦公軟體
3、 對數字有敏感性，細緻耐心有條理，有主動
性。

4、 編寫方案設計報告、實施方案報告 。

4、 至少有兩年以上的資料處理分析經驗。

1、 負責移動應用 APP 使用者介面設計與流程設計，根據產

1、 具 UI 設計相關經驗者優先

品原型進行具體效果圖設計、視覺設計。

2、 視覺設計相關系所優先

2、 完成 UI 相關圖形設計工作，能根據產品的設計思路設計
對應配套的 UI。
3、 參與產品構思及手機軟體介面優化，提出對產品介面規劃
的見解，把控產品最終介面實現效果。
4、 負責公司平面設計類工作，如 LOGO 設計、名片設計、雜
誌排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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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圳深國融金融管理股份集團
深圳深國融前海金融管理股份集團成立於 2012 年，總註冊資本金 118080 萬元
人民幣，是一家以服務客戶企業、產業整合為核心，聚焦企業併購重組、公司市值管
理、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綜合性金融企業集團。集團秉承“深度
思考，推陳出新；國之興旺，我應有責；融會貫通，超越自我”的經營理念，以“專
業、責任、創新”為企業核心價值觀，著力打造成創業型、學習型的新生代金融管理企業。
深國融金融管理集團擁有 7 家控股子公司，圍繞著企業產業整合、市值管理等核心業務，通過資源的優
化配置和產品的不斷創新，集團推出了併購基金、產業基金、金融管理顧問、融資租賃、上市公司發債擔保、
徵信業務等產品和服務。

官方網站：http://www.sgrqh.com/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行政助理 X1

1、 負責檔與物品的整理與登記，並對相關資料和檔案進行管
理。
2、 負責公司辦公區域的衛生清潔及桌椅植物擺放，並保持整
潔乾淨。
3、 協助同事進行工作開展，完成領導交辦的其他臨時性工作。

*人事助理 X1

任職要求
1、 形象良好，服務意識強。
2、 工作積極主動，做事有計劃性和條理性，
精通辦公軟體，文筆較好。
3、 有高度的責任心、工作耐心、細緻，可承
受工作壓力。

1、 對人事部相關資料和檔案進行整理；

1、 服務意識強，金融相關系所優先。

2、 協助人事部門招聘相關工作，做好招聘接待；

2、 工作積極主動，做事有計劃性和條理性，

3、 協助同事進行工作開展，完成領導交辦的其他臨時性工作。

精通辦公軟體。
3、 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有一定文字組織和
表達能力，有良好的學習精神。

*業務助理 X4

1、 負責檔的收集與整理，並對資料和檔案進行管理；

1、 金融相關系所優先。

2、 落實工作指令，協助業務部門工作的開展；

2、 工作積極主動，做事有計劃性和條理性，

3、 負責開拓業務，發展高淨值客戶；
4、 保持對金融行業相關動向的敏感性。

精通辦公軟體；
3、 有良好的分析判斷能力、溝通協調能力、
抗壓能力，熱愛金融行業。

*品牌助理 X1

1、 對品牌進行網宣主頁視覺規劃、設計，以及產品描述提出優
化建議。
2、 協助網站的廣告和專題的設計及製作。
3、 協助同事進行工作開展，完成領導安排的其他事宜。

*法務助理 X1

1、 協助部門工作進展，如協助製作、修改合同範本及使用說
明，監督、檢查、起草、審核公司各類合同文本、合同範本
的使用。
2、 負責為公司各項業務提供法律支援服務、法律事務諮詢；

1、 市場行銷、廣告等相關系所優先。
2、 熟練使用辦公軟體和相關用圖設計軟體。
3、 具有良好的的文案策劃能力，良好的審美
觀，工作講究效率與品質。
1、 法律相關系所優先。
2、 具有較強的法律邏輯思維能力，有獨立分
析、判斷法律問題的能力。
3、 有高度的責任心，工作積極主動、細緻、
認真、嚴謹，有良好的職業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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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類別
*風控助理 X1

崗位職責
1、 協助建立及完善公司風險管理制度流程。

任職要求
1、 金融、財務、法律等經濟類相關系所優先。

2、 參與重大項目風險評估工作，協助出具風控風控評審意見。 2、 有高度的責任心，工作積極主動、細緻、
協助整理、歸類專案資料，對建立完善風險管理體系提出建
議。

認真、嚴謹，有良好的職業操守。
3、 具備溝通協調能力，良好的職業道德及敬

3、 參與風險管理相關培訓，提高員工風險意識及操作技能。

*財務助理 X1

1、 對工作中的問題能提出合理化的建議、指導。

業精神，團隊精神。
1、 會計、財務、金融等相關系所，持會計師

2、 收發本部門的檔、郵件和傳真並進行歸檔處理。
3、 協助同事進行工作開展，完成領導臨時交辦的其他任務。

資格證書優先考慮。
2、 有一定的綜合分析能力，能正確理解並解
答財務會計法規，制度中的一般規定。
3、 熟練使用各類辦公軟體、工作積極主動、
認真細心、責任心強。

四、深圳市漢唐韻文化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漢唐韻文化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漢唐韻或者漢唐韻文
化。成立於 2012 年 4 月，位於深圳文化產業基地南海意庫，註冊資金 2500
萬元人民幣，辦公場地 1000 平方米，自有 400 平方米專業演播廳，配備
一流影視製作設備，擁有一支激情滿懷、專業高效的策劃運營和技術執行團
隊，持有《廣播電視項節目製作經營許可證》。
公司秉持“文化化育價值”理念，致力於影視動漫內容的自主研發、價值整合、資源優化、實戰營銷、可
持續發展產業鏈打造以及 IP（知識產權）的優化管理與整體運營業務。
漢唐韻文化旗下擁有與奧飛動漫合資的深圳奧飛貝肯文化有限公司、專門從事影視項目製作與運營全資
子公司深圳漢堂跡錄文化有限公司，專門從事文化項目研發運營的全資子公司大舸傳媒（深圳）有限公司，
並參股電影炮等影視動漫產業鏈上重要環節企業的股權。

官方網站：http://www.hantangyun.com.cn/
崗位類別
實習文創設計
師 X1

崗位職責
1、 參與公司相關文創衍生品的開發。

任職要求
1、 熟練操作各種設計軟體。
2、 具備優秀的創意思考能力、深厚的美術功

2、 參與公司專案宣傳資料的設計

實習文案策劃

擁有開放的思想，腦洞和想像力起飛，高情商且擅表達，對音

X1

樂、藝術、娛樂的知識、新鮮事物運籌帷幄，學習能力強，文字

底和優異的設計表達能力。
3、 對文創有一定的興趣和瞭解。

運用熟練，各種文風信手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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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圳奇妙時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奇妙時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DanceA，是一個依托強大的體
育競技舞蹈資源（包括國際賽事、國內考級資質、世界頂級師資、渠
道等）所建立的在線舞蹈藝術教育平台。團隊創始核心成員由多家 B
輪互聯網企業高管，以及荷花獎金獎、桃李杯冠軍、亞運會金牌、國
際冠軍共同組成。擁有成熟互聯網企業資源及運營經驗的同時，與各大職業院校、高等院校、各省市大型及
代表性培訓機構保持良好合作關係。作為線上教育手段結合線下稀缺資源的行業先驅者，前景廣闊。
DanceA 圍繞國標舞在線視頻教育，以世界冠軍為核心，匯聚全球武林高手，打造中國首個權威體育舞蹈電
子教材，錄製《初學園地》《技術考級》《比賽展演》《冠軍密鑰》等專業課程，基於 LiveNet 實時流視頻，
以及獨立研發的「子彈速度、A-B 循環、鏡面、多角度鏡頭切換、動作分解、多語言、投屏」七大針對性播
放技術，為全球國標舞愛好者和專業人士提供絕佳的互聯網學習體驗。
DanceA 與深圳大學國家級傳媒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展開產學研深度戰略合作，攻關舞蹈基因國家級課題。我
們採用 24 台亞毫米級別瑞立視 RTS2000 光學儀器搭建舞蹈動作高精度低延遲捕捉系統，邀請世界國標舞現
役冠軍到現場進行素材採集，結合全球國標舞巨星海量素材資源，解析冠軍舞蹈基因，打造全球首個“國標
舞基因庫”，建立行業標準，未來此項技術還將廣泛應用於教學、賽事。
官方網站： http://dancea.com/ 、 http://pse.ee/5TB3S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新媒體運營助

1、 負責公司微信公眾號、服務號以及頭條等其他新媒體的內

理 x1

容運營。
2、 負責原創內容的編輯、發佈、更新及維護。
3、 負責從國內外各種媒體上尋找合適內容，在公司相關平臺
上編輯發佈及維護。

任職要求
1、 新聞傳播學或是教育相關系所優先。
2、 熟悉新媒體（微信/微博/今日頭條等協力
廠商平臺）
3、 熟悉各類管道特點屬性，以及行業內線上
線下的推廣方式。
4、 有良好的文案寫作技巧，可以緊扣產品特
點迅速寫出推廣文案。

文案策劃助理
x1

1、 參與策劃品牌重大 Campaign 及日常相關行銷活動，如事
件行銷，發佈會，跨界行銷等。
2、 熱愛廣告行業，對平面廣告與視頻廣告有所熟知；負責創意

1、 有策略思維，有系統性思考意識，較強的
統籌規劃能力，有洞察力，有文字功底，
熟悉並駕馭各種文風。

海報，視頻腳本，軟文，APP 產品文案、推廣文案、宣傳資

2、 熱愛創意，常開腦洞，反應敏捷，語言表

料等文案工作，並結合使用者需求，迅速提煉產品亮點、賣

達能力及團隊協作能力強，工作積極主

點；及其他形式的品牌相關文案等。

動。

3、 負責品牌宣傳創意、策劃、提案、廣告、促銷等各類計畫； 3、 有 2 年互聯網行業文案策劃相關工作經
活動方案的撰寫，並協助線上線下的活動實施。

驗，或廣告公司文案經驗優先。

4、 負責各類網路行銷策劃文案、公關軟文、H5 文案的撰寫， 5、 幽默有趣，愛鬧愛笑，思維不拘一格者優
較強的 idea 創意能力和創作能力。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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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深圳市華力特電氣有限公司
深圳市華力特電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力特電氣”）成立於 1994 年，
註冊資金 4.8 億元人民幣，是深圳市首批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軟體企業、民營
骨幹領軍企業以及自主創新行業龍頭企業，擁有深圳市市級研究開發中心。
華力特電氣致力於為中高端客戶提供智慧能源整體解決方案，業務涵蓋方
案諮詢、研發、設計、設備選型、工程實施、培訓與維護等一站式交鑰匙工程。主要客戶分佈于城市軌道交
通、機場、港口、金屬冶煉、大型建築、海外電力等領域。
依託強大的技術研發團隊和先進的 IPD（整合式產品開發）研發管理機制，華力特電氣在解決方案中為
客戶量身定制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核心產品、軟體發展等特色專業服務，截止目前已獲得發明專利 40 項以上，
多項產品被認定為“國家級火炬計畫項目”、“國家重點新產品”，榮獲“深圳市科學技術進步獎”。
目前華力特電氣的行銷網路已遍佈全國，產品行銷全球，與廣州白雲機場、深圳地鐵、湛江港、華潤置
地、中鋁集團、迦納國家電網公司、安哥拉國家電網公司等重點客戶均有多年合作，華力特電氣在這些重大
項目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項目管理經驗，並獲得了新老客戶的一致好評。
公司擁有健全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和培訓教育制度，吸引和培養了一批年輕、充滿創新精神和工作激情
的優秀人才。總部現有員工近 300 人，技術、營銷及管理型人才佔 80%以上。
官方網站：http://www.chinafarad.com/cn/index.aspx
崗位類別
*市場行銷實習
生 x2

崗位職責
1、 參與收集、解讀行業、國家政策、目標市場相關資訊；
2、 按照市場研究方向和資料進行匯總分析。

任職要求
1、 市場行銷、廣告學、電氣類等相關系所優
先。

3、 協助宣傳資料的文案撰寫，宣傳軟文的撰寫

2、 具有強烈的行銷、資料分析意識。

4、 協助網站、微信，論壇等的編輯和維護。

3、 較強的文字功底，較強的執行能力，熟悉
新媒體傳播，擅長微信原創稿件撰寫。
4、 對媒體傳播有熱情，有想法，有創意。

*人事實習生
x2

1、 確定崗位需求，協助進行簡歷篩選和麵試。

1、 人力資源、管理、心理學等相關系所優先。

2、 協助起草、修改人力資源相關制度。

2、 工作細心，責任心強，有較強的溝通、協

3、 協助辦理員工入離職手續，協助處理日常勞動合同的簽訂、
變更、續簽、解除、終止等手續工作。

調能力，有團隊協作精神。
3、 熟練使用相關辦公軟體。

4、 協助、參與公司企業文化活動的開展。

*投融資實習生
x1

1、 參與尋找和篩選有潛力投資專案和投資機會。

1、 金融、投資等相關系所優先。

2、 參與對投資專案進行的盡職調查工作及編制投資分析報告， 2、 具有較強的邏輯判斷、分析、解決問題的
對投資價值與風險進行初步評估，參與投資交易結構及條款
設計、商務談判，並協助擬定專案投資方案。
3、 投資完成後，參與對投資專案的投後管理工作。

能力，以及資源開拓能力。
3、 具有較強的文字表達能力，人際溝通能
力，且精力充沛，具有合作精神。

*財務實習生

1、 協助完成各類會計事務基礎工作。

1、 財務、會計類系所優先。

x1

2、 裝訂、保存、整理財務相關資料。

2、 工作細心，有耐心，責任心強，保密性好。
有相關實習經驗者優先。

*產品研發實習
生 x2

1、 協助進行公司電氣產品的設計、研發、測試等相關工作。

1、 電氣或機電相關系所優先。

2、 參與相關電路圖、電路主接線圖的電氣設計工作。

2、 具有對電氣產品設計研發熱情和良好的
溝通能力、協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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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深圳市連碩教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連碩機器人職業培訓中心是上市公司海倫哲下屬培訓機構，是
中國第一家真正由上市公司運作、證照齊全、實力雄厚的機器人應用人才
培訓中心，專業從事工業機器人設計與應用培訓服務。中心與國內外主流
機器人製造商進行戰略合作，紮根深圳、面向全國，打造中國機器人職業
培訓領域的領軍企業。培養機器人指揮官、成就高端就業是我們不懈的追
求。
中心已與國內多所高校簽訂人才培養戰略合作協議，培養不同層次的多元化人才。同時，中心依托自身
就業服務體係以及國內大型人力資源服務機構，簽訂人才就業服務合作協議，確保培訓合格人才順利就業。
校企人才培養、企業人才定制為中心核心業務。

官方網站：http://www.robot-study.net/index.php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平面設計助理 1、 協助團隊同事進行廣告平面設計、製作及其它圖文處理；企
x1
教學助理 x1

業宣傳資料的設計、製作與創新。
協助培訓中心進行教學教務專案跟進及其他工作安排。

任職要求
1、 市場行銷、機電相關系所優先。
2、 有良好的英語基礎，可進行英語檔翻譯。
3、 熟練使用 offic 軟體。
4、 有良好的表達和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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