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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试翼创新天招聘博览会 
日期: 2017年10月26及27日(星期四及星期五) 

时间: 11:00 – 17:30 (最后入场时间 17:00) 

地点: 红磡香港理工大学平台 CF, FG, FJ 段(港铁红磡站 A1/D1 出口) 

免费入场！欢迎參加！入场人士可获纪念品一份！ 

请即往「我的政府一站通」(www.gov.hk/mygovhk) 订阅大型招聘会的最新资讯！ 

2017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四) 

参与机构 提供内地就业资讯 

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发展、「2017 前海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及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创业机遇 

沪港青年会 在上海的就业计划「2017 敢创未来」 

有*的参与机构只参加 10 月 26 日的招聘会 

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店铺助理(库存区)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店铺助理(图书区)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店铺助理(文具区)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店铺助理(柜台服务区)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见习书店营运人员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助理专员(采购课)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主任(营运数据/营运规划室)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主任(团购事务)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电机工程管理人员 

香港电讯 专门店营业代表 

香港电讯 热线中心营业主任 

香港电讯 网络销售主任 

香港电讯 热线中心客户服务代表 

香港电讯 网络客户服务代表 

香港电讯 客户服务代表(客户服务中心) 

PMC CONNECTION (HONG KONG)* 手工艺导师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临时电子产品推广员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项目行政人员-实习生(6 个月)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项目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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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影音产品推广员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家庭电器产品推广员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手机产品推广员(全职/兼职) 

蚝站 厨师 

蚝站有限公司 侍应 

蚝站有限公司 开蚝学徒 

宜家家居 销售助理 

宜家家居 美食廊助理 

宜家家居 收银员 

宜家家居 顾客服务助理 

宜家家居 理货员 

宜家家居 室内设计师 

宜家家居 销售及供应助理 

亚致力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协调员 

亚致力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主任 

亚致力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主管 

亚致力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经理 

亚致力物流有限公司 空运文员(出口) 

亚致力物流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员 

国富达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顾问  

邦民日本财务(香港)有限公司* 内部监察主任(内地子公司) 

邦民日本财务(香港)有限公司 日语翻译 

邦民日本财务(香港)有限公司 分行客户代表 

邦民日本财务(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主任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柜员领队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顾问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销售及操作文员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财务文员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自游行套票产品顾问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团产品操作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柜台服务主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见习主任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高级文员(分行服务中心)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放款主任/高级文员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高级文员(资金收付处)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高级文员(结算处)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高级文员(人民币清算中心)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高级文员(资料处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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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押汇主任/高级文员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业务策划主任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高级电话银行服务主任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分行柜员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法规主任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新业务及政策行政助理(文件处理组)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精算主任/高级主任(产品发展及价格)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精算分析师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主任(市务及推广)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市务及推广)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保单服务主任/助理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主任(热线中心)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主任 - 代理人服务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 代理人服务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 营运管理组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 业务拓展及推广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 理赔部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主任 - 企业营销组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新业务及保单行政助理 (文件处理组)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经理/经理 - 保单服务部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保单服务助理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 项目管理及服务优化部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 教育培训部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主任/助理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秘书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精算分析员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主任/主任 - 产品开发部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分析员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主任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系统分析员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程式员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及系统管理员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及系统工程师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股票分析师/副经理 

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助理 

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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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助理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客户经理(跨境部)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客户经理(企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客户经理(金融贸易)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客户经理(财务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安全主任(资讯科技部)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业务分析员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管控及系统项目管理组经理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管控及系统项目管理组主任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审单组文员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审计部高级经理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副经理/经理(法律合规部)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交易员(衍生性金融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交易员(外币)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企业联络主任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文件控制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合规经理助理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技术支援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电脑经理助理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程式分析员 

华美粤海酒店 前堂部主任 

集友银行 助理理财经理 

集友银行 柜台服务主任 

集友银行 财务分析员 

集友银行 风险分析员(风险模型) 

集友银行 合约系统测试员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主任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企划文宣主管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地产经理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秘书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营员健康及理财顾问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资深留学规划师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功课辅导导师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高级信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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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市场营销主任(收单)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市场营销主任(发卡)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产品开发经理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内呼坐席员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电话推广员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销售部-ASSO 至 AVP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合规部-VP 以下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法律部-VP 以下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营运部(合同制)-ASSO 至 AVP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合规部-AVP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合规部-中心合规-AVP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基金管理部-ANL 至 ASSO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行业投资部-ANL 至 ASSO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资产分销部-ASSO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投资组合部-ANL 至 AVP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见习主任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放款管理部助理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资产托管部高级助理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分析程序员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经理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经理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经理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屋宇设备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屋宇设备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屋宇设备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管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管工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管工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海事管工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工料测量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工料测量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工料测量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主任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测量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测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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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公共关系主任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大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采购主任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文员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物料控制主管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物料控制助理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员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主任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商场服务助理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资讯科技工程师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会计主任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合规经理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经理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前枱接待员 

中银集团保险 营销客户经理 

中银集团保险 承保人员 

中银集团保险 风险管理人员 

中银集团保险 医疗保险人员 

中银集团保险 电子商务人员 

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网路工程师 

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网路工程师实习生 

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SP 方向) 

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工程师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票务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码头接待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码头广播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调度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票务文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助理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轮机见习生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售票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闸口接待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码头行李水手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管理分析员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运维工程师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结算文员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客服助理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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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督导员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员(电子、电机、汽车维修)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主任(电子、电机、汽车维修) 

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部分析员 

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机构及公司销售部分析员 

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分析员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总监助理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项目主任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助理项目主任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留学顾问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实习生 

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毕业实习生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助理租务主任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专员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企业客户经理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项目主任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销售行政主任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市场主任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财务文员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业务分析员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反馈主任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 技术支援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 客户主任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 销售助理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 运营主任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旅游产业基金执行董事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部运营与综合管理岗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金融投资岗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监察审计部管理审计岗及金融业务审计岗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人资行政部接待岗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中心产品资讯总监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自由行业务中心自由行业务总监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自由行业务中心中国长线/海外长线业务主管 

或资深产品顾问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旅游中心海外长线业务主管 

或资深产品策划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入境旅游中心销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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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拓展部市场营销岗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港澳营销中心旅游顾问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中心电话中心旅游顾问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旅游中心柜员领队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自由行业务中心套票产品开发顾问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旅游中心旅行团产品策划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入境旅游中心销售及操作文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财务文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会奖项目主管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客务部行李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房务部房务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餐饮部侍应生(中餐厅)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餐饮部侍应生(西餐厅)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部工程技术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研发部助理工程师(程序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前枱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物流文员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初级交易员 - 资产管理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销售助理 - 证券业务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会计主任 - 财务及会计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证券及期货销售员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分析师 - 企业财务及环球市场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结算员 - 营运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员 - 营运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研究分析员 

中石化保险有限公司 保险助理 

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 操作员/操作文员/操作主管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钟山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香港宁夏名特优产品中心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皇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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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试翼创新天招聘博览会 
 

日期: 2017年10月26及27日(星期四及星期五) 

时间: 11:00 – 17:30 (最后入场时间 17:00) 

地点: 红磡香港理工大学平台 CF, FG, FJ 段(港铁红磡站 A1/D1 出口)  
 

免费入场！欢迎參加！入场人士可获纪念品一份！ 

请即往「我的政府一站通」(www.gov.hk/mygovhk) 订阅大型招聘会的最新资讯！ 

201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 

参与机构 提供内地就业资讯 

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发展、「2017 前海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及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创业机遇 

沪港青年会 在上海的就业计划「2017 敢创未来」 

 

有#的参与机构只参加 10 月 27 日的招聘会 

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店铺助理(库存区)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店铺助理(图书区)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店铺助理(文具区)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店铺助理(柜台服务区)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见习书店营运人员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助理专员(采购课)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主任(营运数据/营运规划室)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主任(团购事务) 

香港诚品文化有限公司 电机工程管理人员 

香港电讯 专门店营业代表 

香港电讯 热线中心营业主任 

香港电讯 网络销售主任 

香港电讯 热线中心客户服务代表 

香港电讯 网络客户服务代表 

香港电讯 客户服务代表(客户服务中心)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临时电子产品推广员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项目行政人员-实习生(6 个月)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项目行政人员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影音产品推广员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家庭电器产品推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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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三星鹏泰有限公司 手机产品推广员(全职/兼职) 

蚝站 厨师 

蚝站有限公司 侍应 

蚝站有限公司 开蚝学徒 

宜家家居 销售助理 

宜家家居 美食廊助理 

宜家家居 收银员 

宜家家居 顾客服务助理 

宜家家居 理货员 

宜家家居 室内设计师 

宜家家居 销售及供应助理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进出口贸易经理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进出口贸易助理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数据技术员 

汇泉国际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员 

汇泉国际有限公司 市场专员 

汇泉国际有限公司 助理业务发展经理-日式餐厅 

汇泉国际有限公司 品牌发展经理 

聪颖教育有限公司# 助理程式员 

聪颖教育有限公司 程式员 

聪颖教育有限公司 采编部记者 

聪颖教育有限公司 顾客服务部代表 

聪颖教育有限公司 市场部代表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国泰港龙航空# 客户服务主任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机舱服务员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顾客联络主任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本地机师飞行培训计划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柜员领队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顾问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销售及操作文员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财务文员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自游行套票产品顾问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团产品操作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柜台服务主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见习主任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高级文员(分行服务中心)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放款主任/高级文员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高级文员(资金收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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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高级文员(结算处)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高级文员(人民币清算中心)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高级文员(资料处理处)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押汇主任/高级文员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业务策划主任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高级电话银行服务主任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分行柜员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法规主任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新业务及政策行政助理(文件处理组)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精算主任/高级主任(产品发展及价格)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精算分析师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主任(市务及推广)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市务及推广)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保单服务主任/助理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主任(热线中心)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主任 - 代理人服务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 代理人服务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 营运管理组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 业务拓展及推广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 理赔部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主任 - 企业营销组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新业务及保单行政助理 (文件处理组)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经理/经理 - 保单服务部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保单服务助理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 项目管理及服务优化部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 教育培训部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主任/助理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秘书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精算分析员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主任/主任 - 产品开发部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分析员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主任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系统分析员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程式员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及系统管理员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及系统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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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股票分析师/副经理 

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助理 

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助理 

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助理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客户经理(跨境部)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客户经理(企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客户经理(金融贸易)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客户经理(财务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安全主任(资讯科技部)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业务分析员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管控及系统项目管理组经理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管控及系统项目管理组主任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审单组文员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审计部高级经理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副经理/经理(法律合规部)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交易员(衍生性金融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交易员(外币)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企业联络主任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文件控制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营运主任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合规经理助理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技术支援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电脑经理助理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程式分析员 

华美粤海酒店 前堂部主任 

集友银行 助理理财经理 

集友银行 柜台服务主任 

集友银行 财务分析员 

集友银行 风险分析员(风险模型) 

集友银行 合约系统测试员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主任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企划文宣主管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地产经理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秘书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营员健康及理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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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资深留学规划师 

优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功课辅导导师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高级信贷经理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市场营销主任(收单)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市场营销主任(发卡)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产品开发经理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内呼坐席员 

工银信用卡中心(国际) 电话推广员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销售部-ASSO 至 AVP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合规部-VP 以下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法律部-VP 以下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营运部(合同制)-ASSO 至 AVP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合规部-AVP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合规部-中心合规-AVP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基金管理部-ANL 至 ASSO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行业投资部-ANL 至 ASSO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资产分销部-ASSO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投资组合部-ANL 至 AVP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见习主任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放款管理部助理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资产托管部高级助理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分析程序员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经理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经理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经理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屋宇设备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屋宇设备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屋宇设备工程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管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管工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管工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海事管工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工料测量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工料测量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工料测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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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主任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测量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测量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公共关系主任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大偈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采购主任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文员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物料控制主管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物料控制助理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员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主任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商场服务助理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资讯科技工程师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会计主任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合规经理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经理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前枱接待员 

中银集团保险 营销客户经理 

中银集团保险 承保人员 

中银集团保险 风险管理人员 

中银集团保险 医疗保险人员 

中银集团保险 电子商务人员 

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网路工程师 

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网路工程师实习生 

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SP 方向) 

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工程师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票务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码头接待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码头广播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调度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票务文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助理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轮机见习生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售票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闸口接待员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码头行李水手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管理分析员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运维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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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结算文员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客服助理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督导员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员(电子、电机、汽车维修)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主任(电子、电机、汽车维修) 

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部分析员 

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机构及公司销售部分析员 

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分析员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总监助理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项目主任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助理项目主任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留学顾问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实习生 

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毕业实习生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助理租务主任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专员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企业客户经理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项目主任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销售行政主任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市场主任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财务文员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业务分析员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反馈主任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 技术支援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 客户主任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 销售助理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 运营主任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旅游产业基金执行董事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部运营与综合管理岗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金融投资岗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监察审计部管理审计岗及金融业务审计岗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人资行政部接待岗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中心产品资讯总监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自由行业务中心自由行业务总监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自由行业务中心中国长线/海外长线业务主管 

或资深产品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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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旅游中心海外长线业务主管或资深产品策划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入境旅游中心销售主管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拓展部市场营销岗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港澳营销中心旅游顾问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中心电话中心旅游顾问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旅游中心柜员领队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自由行业务中心套票产品开发顾问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旅游中心旅行团产品策划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入境旅游中心销售及操作文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财务文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会奖项目主管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客务部行李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房务部房务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餐饮部侍应生(中餐厅)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餐饮部侍应生(西餐厅)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部工程技术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研发部助理工程师(程序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前枱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物流文员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初级交易员 - 资产管理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销售助理 - 证券业务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会计主任 - 财务及会计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证券及期货销售员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分析师 - 企业财务及环球市场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结算员 - 营运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员 - 营运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研究分析员 

中石化保险有限公司 保险助理 

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 操作员/操作文员/操作主管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钟山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香港宁夏名特优产品中心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皇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空缺资料将于稍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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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更多参与机构及空缺资料将会于稍后陆续公布，请密切留意本网站的更新！** 

截至 10 月23日的參与机构及职位空缺情况，一切以活动当日为准。 

注：如活动当日上午 8 时正，八号或以上台风信号/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正生效；或天文台已宣布将会发出有关信

号，当日之活动将告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