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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試翼創新天招聘博覽會 
 

日期: 2018年10月25及26日(星期四及星期五) 

時間: 11:00 – 17:30 (最後入場時間 17:00) 

地點: 紅磡香港理工大學平台 CF, FG, FJ 段(港鐵紅磡站 A1/D1 出口)  
 

免費入場！歡迎參加！入場人士可獲紀念品一份！ 

請即往「我的政府一站通」(www.gov.hk/mygovhk) 訂閱大型招聘會的最新資訊！ 

 

參與機構 提供內地就業資訊 

前海國際聯絡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發展、「2018 前海深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及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創業機遇 

滬港青年會 在上海的就業計劃「2018 敢創未來」 

 

有*的參與機構只參加 10 月 25 日的招聘會 有#的參與機構只參加 10 月 26 日的招聘會 

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香港萬得資訊有限公司 終端銷售經理/客戶經理 

香港寧夏名特優產品中心有限公司 銷售經理 

香港寧夏名特優產品中心有限公司 銷售助理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戰略投資與信息化助理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助理 

華訊網絡(香港)有限公司 網絡工程師 

華訊網路(香港)有限公司 網絡顧問工程師 

紫荊雜誌社 產品經理 

紫荊雜誌社 新媒體編輯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會計文員/高級會計文員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初級管理會計員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會計師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應用系統支持員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SAP 顧問/助理 SAP 顧問 

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 實習生 

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 商務助理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理財主任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高級櫃檯服務主任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銀行助理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培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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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寧興開發有限公司 文職人員(投資、財務) 

香港蘇寧易購有限公司 營業員 

香港蘇甯易購有限公司 倉務主管 

香港蘇甯易購有限公司 倉務員 

香港蘇甯易購有限公司 倉務文員 

香港蘇甯易購有限公司 會計文員 

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專員 

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 項目發展主任 

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 助理市務主任 

鍾山有限公司 市場及策劃助理 

(中科健康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主任 

中科健康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初級文員(會計部) 

(揚子江(香港)有限公司) 學術專員 

(鍾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業務發展經理 

(鐘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料測量員 

(鐘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項目經理/協調員 

(鐘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機電工程師/屋宇裝備工程師 

(鐘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高級設計師 

(鐘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行政文員/項目文員 

越秀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助理 

越秀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運維工程師 

越秀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內部審計員 

越秀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戰略管理分析員 

越秀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助理(兼職) 

中遠海運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資本與投資運營部主任 

中遠海運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經理 

中國聯通(香港)運營有限公司 輪崗 U 才生 

中國聯通（香港)運營有限公司 技術支撐員 

中國聯通（香港)運營有限公司 大數據售前支撐員 

中國聯通（香港)運營有限公司 產品運營支撐經理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師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企業客戶經理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項目主任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銷售行政主任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市場主任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財務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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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業務分析員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客戶反饋主任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專員(熱線中心)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直銷營業員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門市產品專才 

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 市場助理 

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助理 

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 市場代表 

香港華美粵海酒店 前堂部主任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營運經理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管理實習生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分店助理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傳菜員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侍應生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部長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主任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潔淨員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水吧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廚房學徒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廚師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收銀員 

翡翠餐飲集團(大中華)有限公司 接待員 

優力勝邦檢測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優力勝邦檢測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專員 

優力勝邦檢測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工程師 

優力勝邦檢測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實驗室助理 

優力勝邦檢測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實驗室技術員 

香港諾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品牌推廣銷售助理 

香港諾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品牌推廣銷售主任 

香港諾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品牌推廣銷售組長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 管理培訓生(駐國內)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管理培訓生 

捷達膠貼有限公司 # 產品工程師(印刷業) 

捷達膠貼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師(制度改善) 

捷達膠貼有限公司 程式設計師 

捷達膠貼有限公司 業務銷售助理(印刷業) 

捷達膠貼有限公司 生產助理(印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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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捷達膠貼有限公司 # 客戶服務主任(印刷業) 

捷達膠貼有限公司 業務銷售員(印刷業) 

鷹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助理 

鷹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助理 

鷹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管業主任 

鷹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鷹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項目統籌 

優諾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項目運營專員(社群運營) 

(優諾國際教育) 平面設計員(全職/兼職) 

(優諾國際教育) 社群運營員(全職/兼職) 

(優諾國際教育) 新媒體文案編輯(全職/兼職) 

(香港優諾國際創媒有限公司) 活動策劃員 

(香港優諾國際創媒有限公司) 新媒體專員(文案編輯方向) 

(香港優諾國際創媒有限公司) 新媒體專員(圖片設計方向) 

(香港優諾國際創媒有限公司) 新媒體專員(視頻製作方向)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助理總監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項目主任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項目助理 

香港教育交流中心 管理實習生(兼職)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營業及市場助理 

安達人壽保險公司 業務顧問 

嘉林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出口船務文員 

嘉林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入口船務文員 

嘉林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海外客戶服務文員 

嘉林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助理銷售員 

嘉林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管理培訓生 

廣州易初蓮花連鎖超市有限公司 儲備店總經理 

廣州易初蓮花連鎖超市有限公司 採購助理 

廣州易初蓮花連鎖超市有限公司 財務助理 

廣州易初蓮花連鎖超市有限公司 IT 助理 

邦民日本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分行客戶服務代表 

邦民日本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主任 

邦民日本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監查部主管 

邦民日本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監查部日語主管 

邦民日本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信貸管理主任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培訓生(所有業務部門)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出納實習員(消費銀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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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銷售主管(消費銀行業務)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經理(消費銀行業務)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經理(商業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銀行專業員(電子銀行部門)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告專業員(金融)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審計人員(內部審計)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市場行銷員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系統分析師(資訊系統) 

粵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財務綜合崗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IT 系統分析師 

(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客戶經理(代理渠道) 

(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客戶經理(經紀渠道) 

(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醫療索賠員 

(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熱線文員 

(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貨運保險員 

(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醫療險理賠崗 

(太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歡迎親臨會場向左列的參與機構查詢空缺資料 

(中國太平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培訓崗 

(中國太平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培訓管理崗 

(中國太平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崗(創新渠道部) 

(中國太平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人員及牌照管理崗 

(中國太平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項目管理崗 

(中國太平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流程管理助理 

(太平再保險) 精算分析師 

(太平再保險) 會計助理 

(太平再保險) 業務經理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營運主任/高級文員(分行服務中心)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營運主任/高級文員(人民幣清算中心)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營運主任/高級文員(資金收付處)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營運主任/高級文員(結算處)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高級放款主任(放款處)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高級電話銀行服務主任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分行櫃員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客戶經理/助理客戶經理(工商業務)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遊顧問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團產品操作員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櫃員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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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自由行套票產品顧問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電話中心旅遊顧問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網絡推廣助理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商務旅遊顧問 

招商局集團 法律合規崗 

(招商局海通貿易有限公司) 企業規劃崗 

(招商局海通貿易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崗 

(招商局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部組織發展專員 

(招商局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法務崗 

(招商局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戰略發展部戰略規劃經理 

(招商局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戰略發展部資本運營處經理 

(招商局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戰略發展部產業發展處經理 

(招商局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下屬友聯船廠 

有限公司) 
人事經理助理 

(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歡迎親臨會場向左列的參與機構查詢空缺資料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歡迎親臨會場向左列的參與機構查詢空缺資料 

華潤集團 人力資源崗 

華潤集團 行銷崗 

華潤集團 財務崗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見習主任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主任(資產託管部)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分析程序員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電話營銷代表(網絡金融部)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主任(運行管理部) 

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 客戶經理(貿易金融部) 

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 客戶經理(跨境金融部) 

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 託管業務經理 

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 副經理/經理(總行報表) 

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 副經理/經理(反洗錢組) 

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 副經理/經理(系統分析員) 

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 副經理/經理(科技運維崗) 

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 副主任/主任(結算崗) 

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 副主任/主任(開戶檔審查崗) 

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 管理培訓生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精算分析員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主任/主任(產品開發部)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分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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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程式員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程式員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主任(教育培訓部)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主任/助理經理(代理人行為規管組)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主任(業務拓展項目組)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理賠主任(團險崗)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主任(客戶服務中心)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主任(熱線服務)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主任(售後電話跟進服務)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高級主任(電話營銷)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新業務主任/新業務助理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保單服務主任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服務主任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主任/主任(代理人培訓組)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主任(多元營銷培訓組)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核保主任/高級核保主任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核保主任/核保主任(核保項目)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康委會幹事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主任/助理(財務管理部)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理賠部副主任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部副主任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部副主任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健康保險部副主任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部副主任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再保險部副主任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業務部企業客戶服務部職員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私人財富管理部產品經理助理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零售銀行部出納員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運營部門客戶服務臨時助理(1 年)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私人財富管理客戶經理助理(1 年)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企業銀行企劃部系統項目助理(6 個月)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法律合規部臨時助理(6 個月)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運營部臨時助理(6 個月)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零售銀行部臨時助理(6 個月)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管理培訓生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青年人才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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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櫃位服務主任(兼職)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店員(兼職)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主任(兼職) 

交通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航運及航空金融培訓生 

交通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金融機構信貸分析主任 

交通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風險管理主任 

交通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零售業務實習生 

交通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櫃台服務主任(兼職)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 信貸管理員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 審計員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 客戶經理 

 

截至十月十九日的參與機構及職位空缺情況，一切以活動當日為準。 

註：如活動當日上午 8 時正，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正生效；或天文台已宣佈將會發出有關信號，當日之

活動將告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