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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全国高校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 

“繁星计划”招募通知 
一、 项目简介：本次暑期实习为第二届“繁星计划”，该活动

为全国高校在读港澳台大学生搭建一个社会体验平台，通过暑

期实习，提前进入职场，以增长行业知识、提升职业技能、开

拓求职视野。

二、 实习時期：2022年 7 月—8 月

三、 实习地点：上海/广州/珠海/香港/澳门/横琴

（如在上海实习，需根据疫情情况确认具体时间）

四、 活动方式：线下实习（工作日）+职业培训

五、 参加对象：香港大学学生

六、 证书授予：活动顺利完成后，学员将获得实习证明

七、 实习内容：本次项目参与企业来自电子商务、广告传媒、科

技互联网、地产开发、游戏研发、智能制造、金融证券等各个

传统及新兴行业，为同学了解行业职业提供多种渠道，为

学员实习实践提供多样选择。

八、 報名流程: 请同学按先后次序排列 5 个感兴趣的实习企业

(名单见附件 3), 复旦大学收到各校汇总的同学申请信息

后（截止日期：2022 年 6 月 21 日）, 会跟同学直接联系,

安排配对。

九、 防疫管理：严格遵从国家、地区政府及相关企业具体要求，

请同学们理解配合。

十、 附件中为项目方案及相关实习企业信息，如有任何问题，

可联络我办罗逸伦老师，电邮：youthforum@fudan.edu.cn

复旦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mailto:youthforum@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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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届“繁星计划” 

暨 2022 年全国高校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 

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旨 

繁星计划旨引导在校港澳台青年学子了解行业知识、提升职场

技能，帮助港澳台青年学子在大陆成功就业。 

“繁星计划”去年首次举办，获得各界一致好评。今年将进一

步提高活动品质，举行背景提升营、暑期集中实习等活动，为港澳

台籍大学生搭建进入职场实习与学习的平台。 

二、活动时间 

2022 年 5 月—12月（其中 6 月为线上招募及背景提升阶段，7

月-8 月集中实习阶段，9-12 月视情况可安排学期间实习） 

注：实习地点以上海/广州/珠海/香港/澳门/横琴为主，其他

省市视全国型企业其他省市区域分公司情况安排。 

三、组织结构(暂定） 

指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支持单位：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

港澳事务办公室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 

承办单位：复旦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UniYep 优悦青年  

预计招募人数：60—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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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内容与学生收获 

本次活动采用“课程+导师+实习+活动”的模式，从多行业、多

角度，让学生了解真实职场环境，助力其职业发展。 

（一）行业知识 

5 月组织背景提升营，打破学校和专业的限制，短时间内大

量补充行业知识和职场技能，收获行业前沿思想、培养商业思

维，探索职业发展可能性，为适应暑期实习做铺垫。 

（二）岗位资源 

建立区校联动平台，整合复旦大学、区县资源。整合一批电

子商务、广告传媒、科技互联网、地产开发、游戏研发、智能制

造、金融证券等知名企业资源，为同学们提供热门行业、知名企业

的优质岗位。企业名单见附件 3。 

（三）专业导师 

聘请专业导师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面试辅导、简历制作等

培训，并提供职业答疑解惑服务，帮助学生更好的参与到实习计划

当中。导师名单见附件 2。 

（四）实习对接 

经过初步面试筛选，根据学生志愿及企业需求一一匹配，安

排学生到相应的企业进行暑期实习。若实习期间，同学与用人单位

双方皆有意向，可以自行商讨延长安排，或对接就业。 

（五）入职培训 

学生暑期集中入职前，7 月份开展导入式集中入职培训，帮助

港澳台大学生更好的融入职场。 

（六）证书与奖品 

所有顺利参与繁星计划的学生可获得由复旦大学盖章的结营证

书，在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的学生可获得神秘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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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时间节点 

（一） 企业招募 

 5 月进行企业对接，计划吸纳 50 家优质企业参与到暑期实习

计划当中。 

（二） 项目宣传和推广 

5 月中旬开始宣传推广，相关高校做同步宣传推广，同时开展

繁星计划往届学员推荐制。 

（三） 线上背景提升分享 

 5 月下旬召开线上背景提升分享会，宣传复旦繁星计划，招募

学员。邀请企业代表在线上举行招募说明会。 

（四） 企业面试 

   6 月组织企业与学员线上面试，邀请相关实习企业 HR 及高阶

经理人担任面试官。 

（五） 录取名单公布 

   6 月下旬确认录取名单并安排后续实习对接。 

（六） 职入职前导入式培训 

       7 月安排线下入职前线上导入式培训。 

（七） 暑期实习 

         7 月-8月学生集中参与暑期线下实习。 

（八） 结营仪式 

     9 月 24 日举行结营仪式，参与学生做总结汇报答辩，邀

请专家及企业嘉宾进行评选，邀请相关领导参加，届时若疫情不适

合举行线下活动，结营仪式改线上进行 

六、防疫与安全保障 

（一）坚决按照防疫要求进行相关活动，项目前期均为线上进

行，不受疫情影响，暑期实习为线下，届时若疫情不适合线下活动，

顺延到学期间实习或寒假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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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把控线下活动，所有活动参与者需携带活动开始前

48 小时核算阴性证明方可参加相关线下活动及暑期实习。 

（三）提前做好人员备案，收集所有参与者行程码和健康码等 

信息，确保所有参与者没有去过高危地区。准备好疫情防控工

作，全程携带医用口罩、免洗消毒洗手液、体温枪等物品； 

（四）7 月职前线下培训以及实习周末活动为每位参与者购买 

人身意外保险，做好人员名单报备，并提供活动陪同服务，保障出

行安全； 

（五）每位学生提供健康证明，并签署实习以及保密协议； 

（六）为学生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审核企业信息，确保学生实

习正规化、安全化切实保障学生相关实习利益; 

    （七）做好实习前安全教育工作； 

（八）所有录取学员从接受企业暑期实习 offer 日起，将不得

离开上海(只限选择上海实习的同学)，特殊情况离沪需与工作组及

企业负责人沟通，擅自离沪同学将取消暑期实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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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届繁星计划时间表（暂定） 

时 间 主 题 内 容 

6月初 活动宣讲会 举办第二届繁星计划线上项目介绍会 

6月中 线上直播宣讲会 邀请企业代表介绍项目招募宣讲会 

6月底 录取名单确认 确认录取名单并安排后续实习对接 

7月中旬 线上导入培训 导入培训 

7月-8月 暑期实习 营员进入相关企业实习 

7月下旬 线上中期总结 项目中期总结会 

9月 24日 结营仪式 
参与学生做总结汇报答辩，邀请专家及企业嘉

宾进行评选，邀请相关领导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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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导师名单（待定、待补充）    

导师姓名 所在企业 担任职务 

刘许友 KPMG 
华东及华西区审计服务部兼市长部主管

合伙人 

戴富祺 洛克公园 总经理 

曹少莹 华尔街见闻 华东区总经理 

张永宏 复思资本 创始合伙人 

王锵岚 日月光中心 总经理 

蓝绍文 Acer宏碁 中国区首席运营官 

朱志荣 安霖传媒集团 联席总裁 

任剑琼 海纳亚洲创投基金 合伙人 

江锡毅 皇冠集团 总经理 

徐仁彬 波克城市 总经理 

郑波 红纺文化 董事长 

庆思博 协力律所 高级合伙人 

孙业利 圣博华康集团 董事长 

江锡毅 皇冠集团 总经理 

周斌 M50 总经理 

刘焕升 月星集团 执行副总裁 

陈民辕 电通集团 首席创意官 

王华 淘菜猫 总经理 

柳佳 魔方生活服务集团 总经理 

吴嘉林 顶禾控股 执行长 

张俊丰 益普索 董事总经理 

王海 MeetHR大学 校长 

张境格 IDEO 设计思维认证讲师 

赵尊岩 飞利浦 电视市场部总监 

张玮 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项目主管 

陈晓 湛蓝科技 CFO 

刘原 万物云产业基金 投资总监 

程琳 
《上海教育》杂志社"第一

教育"新媒体 
首席运营官 

姚柏钧 
百偲行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执行长 

宗敏 壹颗心公益 执行主任 

王露 春秋旅游 市场部总经理 

王炜 春秋航空（日本） 董事长 

张妙苓 雅茗天地集团 总裁 

毛方 美团 党委书记、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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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岳 零点有数 董事长 

封华 上海复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郭涛 CFA上海 创始人 

潘冠鹤 满记甜品 董事 

林璐 超竞集团（EDG战队） 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 

高静 Bilibili 市场部副总经理 

吴红 春秋旅游 总经理 

郭祐妏 富邦华一银行 品牌总监 

徐晶晶 企盈集团 合伙人 

邱玉梅 睿问 ShePower 创始人兼 CEO 

刘慕雅 CAS中国演讲好声音 合伙人兼首席故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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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实习企业名单 

（及时更新、待补充、待替换，暂定 53 个） 

 

1、微创医疗集团（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s://www.microport.com.cn/ 

微创医疗科学有限公司（HK: 853）起源于 1998年

5 月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的微创医疗器械（上

海）有限公司，为中国领先的高端医疗器械集团。微创

已上市产品 300余个，覆盖心血管及结构性心脏病、电

生理及心律管理系统、骨骼与软组织修复科技、大动脉及外周血管疾病、脑血管与神经调控

科学、外科急危重症与机器人、内分泌管理与辅助生殖、泌尿妇科消化呼吸疾病、耳鼻口眼

体等塑形医美、体外诊断与体内外影像、体内实体肿瘤治疗科技、失眠抑郁症及康复医疗十

二大业务集群。微创®的产品已进入全球逾万家医院，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 6 秒就有一个

微创的产品被用于救治患者生命或改善其生活品质或用于帮助其催生新的生命。 

 

2、奥盛集团（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www.ossengroup.com/index.asp 

奥盛集团是一家以创新为驱动的高科技制造企业集团，上世纪末由汤

亮博士在上海创立。历经 20多年砥砺奋斗，奥盛集团始终立足主业、深化

主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的转型升级，已经形成“一树四翼”布局的高

科技产业制造板块：“一树”是上海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四翼”是

“全球桥梁缆索研发制造、心脑血管介入医疗器械研发制造、高端精密制

造、超导电缆研发制造”。集团旗下的各个制造业板块，均拥有诸多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

拥有一系列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奥盛集团多年位列中国制造业 500强、中国民营企

业 500 强，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领军企业。 

 

3、红星美凯龙集团（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www.chinaredstar.com/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红星美凯龙”），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红星美凯龙经营了 92 家自营商

场，273 家委管商场，并通过战略合作经营

11 家家居商场。此外，公司以特许经营方式

授权开业 66家特许经营家居建材项目，共包括 476家家居建材店/产业街。 

30 多年来，从最初的“第一代”商场到目前的第九代“红星美凯龙家居艺术设计博览

中心”，引领家居消费从单纯的“买家居”，过渡到“逛家居”、“赏家居”时代，通过欣

赏家居艺术、家居文化，提升消费者自身的生活品位，红星美凯龙不断升级创新，通过打造

线上线下一站式购物平台，满足消费者家居购物极致体验。截至目前，公司商场品牌库拥有

的国内外产品品牌数量超过 31,300个。 



 -

 

4、均瑶集团（拟提供 3 个岗位） 

http://www.juneyao.com/ 

均瑶集团成立于 1991年 7月，至今走过了 27年的发展历程。目

前，均瑶集团以航空运输、营销服务为主营业务，并涉及置业和投资

等领域。均瑶集团现有员工 5000 多人，名列中国民营企业百强。在

各个经营领域中，均瑶集团正不断为客户提供超出想象的服务，并致

力于逐步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服务业百年老店。2020 年 9 月 10

日，入选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2020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 100强榜单。 

 

5、中路股份（拟提供 2 个岗位）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原永久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永久牌”

自行车和“中路牌”全自动保龄设备,是我国品牌历史悠久、生产颇

具规模、产品类型齐全、市场占有领先的两轮车产品和康体产品的上

市公司(A 股 600818:;B 股 900915) 公司以康体绿色产业为基础,以

推动公司全体股东价值巨大化为核心经营目标,依托地处上海市浦

东新区航空港和深水港两大物流基地间的地理优势,兴建了集制造、

销售、研发、服务、物流、展示等综合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出口生产

基地,实现以产品、制造产业为支撑,同时积极拓展其他领域的经营格局。 

 

6、来伊份（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s://www.laiyifen.com/ 

来伊份，20年专注新鲜零食，精选全球当季原料。全国门店

超 3000 家，会员数逾 3300 万人。旗下芒太后、居司令、百年好

核等 10 大单品及 10 大品类 800 余款零食，深受 5.7 亿人次消

费者的青睐。2019年 8月 19日，2019上海民营企业 100强榜单

发布，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 62。 

 

7、美团（拟提供 3 个岗位） 

https://www.meituan.com/ 

美团的使命是“帮大家吃得更好，生活更好”。作为中国领

先的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公司拥有美团、大众点评、美团外

卖等消费者熟知 App，服务涵盖餐饮、外卖、生鲜零售、打车、

共享单车、酒店旅游、电影、休闲娱乐等 200多个品类，业务覆

盖全国 2800个县区市。当前，美团战略聚焦 Food+Platform，正

以“吃”为核心，建设生活服务业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的多层次科

技服务平台。美团正着力将自己建设成一家社会企业，希望通过

和党政部门、高校及研究院所、主流媒体、公益组织、生态伙伴

等的深入合作，构建智慧城市。 2018年 6月 22日，美团正式向港交所递交 IPO 申请。9月

20 日，美团登陆港交所。 

 

8、德必集团（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www.dob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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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专业致力于文创、科创企业发展的服务商，德必不仅为

企业提供舒适、生态、个性化的高品质办公环境， 也为入驻企

业提供创业服务、品牌推广、财务顾问、工商注册、wehome线上

服务等“十大会员服务”，为企业提供系统优质的微生态创业环

境，助力文创、科创企业的持续发展。 

 

9、小红书（拟提供 3 个岗位） 

https://www.xiaohongshu.com/ 

小红书是一个生活方式平台和消费决策入口，创始人为毛

文超和瞿芳。截至 2019年 7月，小红书用户数已超过 3亿；截

至到 2019年 10月，小红书月活跃用户数已经过亿，其中 70%新

增用户是 90后。在小红书社区，用户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笔

记的分享，记录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正能量和美好生活，小红书

通过机器学习对海量信息和人进行精准、高效匹配。2019 年 6

月，小红书入选“2019福布斯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榜”。 2020

年 8月 4日，《苏州高新区·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发布，小红书排名第 58位。 

 

10、华勤技术（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s://www.huaqin.com/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5 年，是全球领先的手机

ODM 公司。秉持“改善人们的沟通与生活”经营使命，专注于手

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智能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为海内外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致力于成为全球卓越的智能

产品服务商。2020 年 8月 4 日，《苏州高新区·2020 胡润全球

独角兽榜》发布，华勤通讯排名第 169位。 

 

11、飞利浦（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s://www.philips.com.cn/ 

飞利浦电子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品牌之一，在欧

洲名列榜首。在彩色电视、照明、电动剃须刀、医疗

诊断影像和病人监护仪器、以及单芯片电视产品领域

世界领先。飞利浦拥有 166,500名员工，在 60多个国

家里活跃在照明、消费电子、家用电器和医疗系统等

领域。飞利浦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代号为 PHG)、伦敦、

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其它股票交易所中上市。飞

利浦早在 1920年就进入了中国市场。1985 年设立第一家合资企业。飞利浦已成为中国电

子行业最大的投资合作伙伴之一，累计投资总额超过 34亿美元，在中国建立了 35 家合资

及独资企业，在全国设有 60多个办事处，共有 19,000 多名员工。 

 

12、电通集团（拟提供 1 个岗位） 

电通中国网站：https://www.dentsu.com/cn/zh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A9%E8%89%B2%E7%94%B5%E8%A7%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83%E9%A1%BB%E5%88%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7%96%97%E7%B3%BB%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D%E7%BA%A6%E8%AF%81%E5%88%B8%E4%BA%A4%E6%98%93%E6%89%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6%E6%95%A6/8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85%B0%E5%85%8B%E7%A6%8F/353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4%B8%B9/8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8%B5%84%E4%BC%81%E4%B8%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B%AC%E8%B5%84%E4%BC%81%E4%B8%9A
https://baike.baidu.com/pic/%C3%A9%C2%A3%C2%9E%C3%A5%C2%88%C2%A9%C3%A6%C2%B5%C2%A6/14316/1651806026/d50735fae6cd7b892cc12a92022442a7d9330e75?fr=lemma%26ct=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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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通国际隶属于电通集团（Dentsu Group Inc.），在全球市场拥有业

内领先品牌——包括凯络（Carat）、dentsu X、安布思沛（iProspect）、

安索帕（Isobar）、dentsumcgarrybowen、美库尔（Merkle）及其他

专业品牌的大力支持。作为全球营销与传播服务集团，我们致力于帮

助客户赢得、保持和发展他们的最佳客户，实现企业成功之道。我们为客户提供最高水准的

媒体、CXM 和创意传播服务，业务遍及全球 145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46,000 多名专业

人才。 

 

13、复思资本（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www.fusicapital.com/ 

 

复思资本团队创建于 2009 年，最初着眼于教育和医疗领域

的股权投资业务。团队于 2012 年与日本知名风险投资机构 SBI 

Group 及复旦大学共同设立复旦-SBI 基金，进而逐步多元化发

展，朝产业基金管理平台之路深耕。 

产业基金管理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最快的领域，复思资本坚

持价值投资，期许成为产业基金投资的翘楚，不以追求短期利益和规模为目标，更重视企业

的内涵和价值。通过长期相伴、战略整合、生态圈构建和专业融资服务，为被投资企业的成

长提供丰沃的土壤，实现长期伙伴的价值。 

我们的团队由来自各行业领军企业精英组成，秉持相同的创业理念，相互尊重，精诚协

作。 

 

14、复星集团（拟提供个 3 岗位） 

https://www.fosun.com/ 

 

创立于 1992年，复星深耕健康、快乐、富足、智造四

大板块，为全球家庭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复星国

际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驱动的家庭消费产业集团，于 2007

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号：00656.HK），位列 2021

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强榜单第 459位。作为一家致力

于成为全球领先的专注于中国动力的投资集团，复星先后

投资复星医药、复地、豫园商城、建龙集团、南钢联、招金

矿业、海南矿业、永安保险、分众传媒、Club Med、Folli Follie、复星保德信人寿等 

 

15、易保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拟提供 4 个岗位） 

https://www.ebaotech.com/cn/ 

秉承“让保险变得容易”的公司使命，易保为全

球保险行业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公司业务遍布全球 

30 多个国家，服务于 200 多家保险公司及众多保

险代理及经纪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和其他生态伙伴。

易保的解决方案及服务是为赋能数字化保险而设计。 

自公司于 2000年成立以来，易保持续专注于保险科技的创新和全球推广。早在 2001年，

易保公司开发出全球第一批基于浏览器和服务器架构的保险核心系统，引领了基于 Java 的

第三代（3G）保险 IT平台的诞生和推广。2015年易保发布全球第一批基于分布式、原生云、

http://www.fusicapital.com/
https://www.fo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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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微服务架构的第四代（4G）保险科技平台，该平台能提供管理保单全生命周期所需的微服

务。易保为行业提供基于云架构的数字化保险赋能解决方案，以及企业级的保险核心系统软

件。易保始终致力于“让保险变得容易”。  

 

16、得当建筑设计（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www.dedangdesign.com/  
 

得当设计 DEDANG DESIGN在规划、建

筑、室内等领域均具备丰富的设计经验，

尤其在城市更新领域，得当的核心成员均

深耕多年，参与过诸多明星项目的开发和设计，具备从内容和场景出发激活城市存量空间的

能力。得当所设计开发的系列城市更新空间产品“好处城市客厅”曾获得 2019 年上海市文

创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得当的核心成员毕业于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同济大

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外顶尖高校，并曾在 SOM、TBWA等全球最知名的设计公司和品牌创意公

司任职。 

17、协力律所（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www.co-effort.com/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8 年，经 过多年

的发展，现已成长为具备卓越实力的综合性律师事 务所。作

为上海首家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协力总 部位于

上海，在日本大阪、意大利米兰、北京、苏州、无锡、南通、长沙、无锡等地设有分所，服

务范围覆盖了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协力拥有众多经验丰富的法律服务专业人员，通过国

际化的专业服务网络，协力可以帮助投资者在中国和海外进行投资和商业运营。 

18、刺猬实习（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s://www.ciwei.net/internship  

 

刺猬实习，专注 18-28岁青年求职招聘，解决招

聘者和求职者间期望不对称问题，提升企业、人才两

端沟通效率。 基于 18-28岁青年实习、校招、找工

作三个高频应用场景，提供刺猬实习、刺猬校招、刺

猬求职三项互联网产品，核心是新经济+新职业+精准

匹配，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企业、人才的招聘与求

职效率 

19、工商银行（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www.icbc.com.cn/icbc/  
 

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于 1984 年 1 月 1 日。

总行位于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是中央管

理的大型国有银行，国家副部级单位。中国工

商银行的基本任务是依据国家的法律和法规，通过国内外开展融资活动筹集社会资金，加强

信贷资金管理，支持企业生产和技术改造，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20、乾智家居（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www.dedangdesign.com/
http://www.co-effort.com/
https://www.ciwei.net/internship
http://www.icbc.com.cn/ic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1289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6%9C%89%E9%93%B6%E8%A1%8C/12617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AF%E9%83%A8%E7%BA%A7/681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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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shouter.com/  

 

THE SHOUTER是由乾智（上海）家居 有

限公司运营的，高阶设计潮流家居买手 品

牌。THE SHOUTER 提倡“设计就是要好 玩 ” 

的品牌理念，旨在服务于每个追求独立审美和有趣体验的消费族群，正如同时尚买手店对于

潮流服饰的定义，THE SHOUTER针对设计潮流家居细分领域，以集合型潮流家居买手店和自

主联名 ODM 设计产品为主，让每个家拥有独一无二的个性。 

21、爱建集团（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s://www.aj.com.cn/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79年 9月 22日， 是 中

国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公司于 1992 年 9 月 22 日改 制 为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1993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 券 交

易所挂牌上市。公司致力于成为一家以金融业为主体、专注 于 提

供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综合服务的成长性上市公司。围绕 战 略

定位，结合自身特点与优势，爱建集团目前控股或参股的公司有爱建信托、爱建租赁、华瑞

租赁、爱建证券、爱建保理、爱建香港、爱建资产、爱建产业、爱建资本、爱建基金销售、

君信资本、爱建设计院 

22、银联国际  （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www.unionpayintl.com 

银联国际是中国银联负责运营国际业务的子公司，

以会员制吸引全球合作伙伴，拓展银联卡境外受理网络，

扩大银联卡发行和使用，开展创新支付的跨境应用，提升

银联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通过与全球 400 多家机构合作，目前银联境外受理网络已延伸到 1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银联卡。银联国际正在为全球最大的持卡人群提供优质、高

效、安全的跨境支付服务，并为越来越多境外银联卡持卡人提供日益便利的本地化服务。 

23、戴德梁行房地产咨询（拟提供 3 个岗位） 

https://www.cushmanwakefield.com.cn/ 

 

戴德梁行是国际房地产顾问“五大行”之一，

于 1784 年在英国伯明翰创立。截止 2017 年，戴

德梁行在全球 60 个国家共有 43,000 余名员工为客

户提供跨国房地产服务。凭借其驻各地专业人员组

https://www.theshouter.com/
https://www.aj.com.cn/
http://www.unionpay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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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跨国网络及其对当地市场的透彻认识，戴德梁行为客户提供一贯高水平的一站式房地产

咨询及顾问服务。 

DTZ 戴德梁行 1993 年成立上海分公司，是最早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国际物业顾问公

司。其全球总部位于伦敦，公司拥有一支逾 10,000 名物业专业人才的综合团队，在 60 个

国家 148 个城市为客户提供服务，旗下房地产专才超过 10.000 人。在大中华区，DTZ 戴德

梁行是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房地产顾问公司、是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获得“国家 A 级估

价执业资格证”（资格证号：C-000630）的公司、业务网络覆盖超过 120 个城市，大中华

地区业务网络覆盖 20 个城市，包括北京、成都、重庆、沈阳、广州、杭州、南京、郑州、

青岛、南宁、上海、深圳、大连、天津、武汉、厦门、西安，长沙以及香港和台北。成为大

中华地区最具规模的国际房地产顾问公司。 

24、携程旅行（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s://www.ctrip.com/ 

携程是一个在线票务服务公司，创立于 1999 年，

总部设在中国上海。携程旅行网拥有国内外六十余万家会员酒店可供预订，是中国领先的酒

店预订服务中心。 

携程旅行网已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厦门、青岛、沈阳、南京、武

汉、南通、三亚等 17 个城市设立分公司，员工超过 25000 人。 

2003 年 12 月，携程旅行网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2018 年 3 月 21 日，携程发布

定制师认证体系，国内首张定制师上岗证出炉。2019 年 10 月 29 日，携程宣布英文名称正

式更名为“Trip.com Group”。2021 年 4 月 16 日报道，携程集团于 4 月 19 日正式于港

交所挂牌上市。 

 

25、威蓝全球教育（拟提供 2 个岗位） 



 -

 

https://welandedu.com/ 

"威蓝全球教育"是一个商业组织，致

力于帮助和指导希望在中国学习的人，包

括中学、大学、研究所和研究生。他可以帮

助你办理必要的文具（文件、照片），也可

以推荐中国的大学，这些大学正在寻找外

国人，以便列入中国的课程（HSK 1-4 基本水平），或者直接进入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他可以就如何获得奖学金、住宿、有关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的规定和权利的信息提供建议。 

26、上海睿资达企业管理咨询（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s://www.r-smarter.com/ 

上海睿资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所属猎头品牌睿资达猎头是中国

领先的专业中高端招聘服务专家，服务于互联网科技、医疗健康、金融、

地产以及财法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专注于中国本土以及海外的高端

管理人才和海外高新技术人才的搜寻； 

睿资达猎头旨在提供最专业的的 TOP 类人才招聘服务，让最优秀的人做

最优秀的事，解决客户的高端招聘难题，通过人才服务改变世界。在过去的 3年里，招聘业

务平均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50%，为阿里、蚂蚁金服、今日头条、平安、B 站、唯品会等公司

输送优质候选人；近期成功帮助某互联网公司入职 1300 万年薪的候选人，过往单笔回款超

过 100 万，正在操作的百万年薪级项目超过 40个； 

睿资达猎头总部位于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陆家嘴，拥有上海、广州、合肥、郑州、青岛、临沂、

西安等分子公司，超百名专业招聘顾问，60%的顾问工作年限超过 6 年以上，百万顾问占比

超过 10%。核心团队均在猎头行业 10 年以上，经过多年的数据资源积累，拥有近 200 万的

数据资源。 

 

 

27、璀璨智行（上海）智能科技（拟提供 2 个岗位） 

以智能车路协同、智能网联示范区、智能驾驶、智慧交

通、智慧物流等业务领域为核心， 为政府、运营单位、车

企、终端用户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产品及服务，并致力

于构建一 个将人、车、路、场、环境等交通要素 360°和全过程无缝感知的高效智能网联

生活场景。 核心创始成员来自于全球领先的 V2X 公司原 SAVARI 的中国公司，具有丰富的 

V2X 项目 经验和产业生态资源。 公司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1348 号阿里云创新

中心宝马初创车库创新基地办公， 是宝马初创车库孵化公司，现正在丰富团队、加速发展

中，欢迎志同道合人才加入团队！ 

 

28、上海马克华菲捷销商业（拟提供 2 个岗位） 

www.markfairwhale.com 

马克华菲是一家注重原创设计的本土时尚服装公司，自 2001 年 创

立以来，20年为潮而生，以古今中外多元文化为灵感源泉，凭借 当 代

视角用艺术不断尝试交叉融合，为渴望潮流装扮的年轻消费者而 设 计

的多元艺术潮牌。品牌一直都在积极的寻求创新转型，自我革新， 追 求

产品年轻化、风格化，服务于 90后 00后的年轻人。始终坚持“艺 术 ”

这一品牌 DNA，坚持从多个艺术领域汲取灵感，包括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

画、雕塑、建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等，通过图案、花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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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等服装设计手法，深获时尚潮人的酷爱。 

 

29、上海胧爱集团（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longaixiaoyuan.cn.b2b168.com/ 

上海胧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校园整合营销企业，是

上海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典型企业，正式员工 156 人；是上海市杨浦区重

点纳税企业，纳税千万元，年营业额达 3 亿元。公司获得一项实用新型专

利，两项软件著作权和一项商标知识产权。 

服务范围包括创业教育、政府创业园区招商托管服务、校园活动执行、媒体投放、印刷、设

计等业务。目前公司拥有 20家子公司，156 位全职员工，200余名兼职大学生，百人规模的

创业团队已经形成。 

30、创智天地园区社区服务站（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www.xinhuanet.com/house/sh/zt/140924_cztd/index.html 

创智坊小区成立 2010年，位于五角场中心

区域，毗邻复旦等知名高校、合生汇等五角场商

圈、哔哩哔哩等园区企业，东至锦嘉路，南至政

民路，西至锦建路，北至伟康路，共有 7个分散

性地块的商品房住宅，内含商务写字楼、“网

红”街区商铺、共享 SOHO 等业态，总建筑面积达到二十余万平方米，是杨浦唯一一个开放

式的小区。目前现有居民 1334户，常住人口 4410人。 

31、益普索（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s://www.ipsos.com/zh-cn 

在益普索 Ipsos，我们相信，客户希望我们成为他们忠实的

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一家单纯的数据提供商。他们需要益普索

Ipsos 提供准确、切实相关的资讯，并将这些资讯转化为可行的

操作方案。 

我们的专家团队对于市场和客户需求始终秉持强烈的好奇

心，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不仅基于最精准的分析和评估结果，同

时还将他们对于社会、市场、人群的深刻洞察融入其中。为此，

我们会充分利用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并以安全、简化、快速和有效为企业的基

本原则，开展所有的日常工作。致力于助力企业做出更快、更明智、更大胆的决策。 
 

32、雅茗天地集团（拟提供 4 个岗位） 

http://www.yummy-town.com/ 

2006 年在上海创立“快乐柠檬”,开创出外

带茶饮的创新品牌。雅茗天地集团在 2014 年于

台湾正式股票上柜,至今已有 7 个年头，集团旗

下目前拥有六大品牌，快乐柠檬 Happy Lemon 

雅茗天地集团旗下、大陆最成功的外带茶饮品牌。引领现制茶饮事业迈向更专业化的领域，

营业据点遍布全球，目前约有 1000 多家门市。不仅在香港、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成

都、深圳、台北等 100 座城市，并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洲等，

皆有 happy lemon门店。 

 

https://www.ipsos.com/zh-cn
http://www.yummy-to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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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uniyep 优悦青年（拟提供 4 个岗位） 

http://www.uniyep.com/ 

UniYep（优悦青年）致力于通过各种活动解决 18-28 岁的都市青年焦

虑问 题， VFA 项 目 由 哥 伦 比 亚大学 商学院全 球创业中 心主任

Dr.JackMcGourty发起，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支持，旨在通过教育和引导帮

助新兴市场国家建立良好的企业生态系统。 

 

34、格联律所（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s://www.glinkslaw.com/ 

上海格联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2007年 [2]  ，坐落于陆家

嘴金融城新核心—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59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

场 [3]  ，是一家具有创新力的律所，以与众不同的商业化思

维和提升客户体验为目标，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商业解决方案。 

格联律师事务所秉承“专业立所，以成就律师发展为己任；客户第一，以超越客户期待

为目标”的服务使命，为此格联制定了“强制专业化、发展一体化、服务全球化、后台智能

化”的发展战略，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迅捷、智能的全方位商业法律服务。 

35、圣博华康集团（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www.sunpowergroup.biz/ 

上海圣博华康文化创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圣博华康，创立

于 2001 年，是专注为城市经营和区域发展提供功能规划、形态规划、

商务规划以及运营管理的系统服务集成商和资源集成商，其前身为上

海圣博华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圣博华康以“创意、创新，创造

城市的未来”为使命，在中国开发区协会、上海创意产业协会等强大外部资源支持下，以其肩负

的社会责任、独具的专业能力和敏锐的洞察能力，积极参与、勇于实践，承担并完成了数百项政

府、企业委托的城市区域空间、产业经济、政策咨询等规划咨询项目，业务范围涉及城市新城开

发规划、老城改造规划、开发区产业规划和海外园区规划等领域，数十项规划研究服务成果被政

府、行业协会、企业付诸实施，圣博华康对城市发展的前瞻性战略眼光、独特的经验和理解能力

得到了充分展示。  

36、春秋集团（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s://www.ch.com/ 

春秋航空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航空公司，于 2005 年 7 月 18 日

开航，总部位于上海虹桥。目前拥有上海虹桥、浦东、沈阳、石家

庄、深圳、扬州、揭阳潮汕、宁波以及泰国曼谷、日本东京、日本

大阪、韩国济州等海外基地。春秋航空创新起步，安全、平稳运行。

获得民航局“安全先进单位”表彰嘉奖，被民航总局誉为“两高两

低”的国内 LCC（低成本）航空运输先进典型，并获民营航空公司

中飞行安全二星奖。2016年 8月至今，到港准点率在全国主要航空公司中排名领先。 

37、归心谷（拟提供 3 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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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跨境一站式服务平台，坐落于上海核心商圈，致力于全方位打造

集园区孵化、归心谷未来学院等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化高端人才服务平台。

归心谷深受上海市政府大力扶持，汇集政府、资本、技术和市场力量，联

动硅谷、纽约、西雅图等海外智库与市场资源，提供产业园区、教育培

训、海外人才、企业咨询和投融资等服务。以培养及引入高端人才，建设

企业跨境一站式服务平台为目标，归心谷将帮助优秀青年人才实现梦想，打造以上海为中心

的国际化引才高地，形成海归创业和人才培养的归心之地。“回国就找归心谷”，是我们的

情怀与梦想，这里也将成为越来越多海归青年归心祖国、创造梦想的地方。 

 

38、安联投资集团（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s://hk.allianzgi.com/ 

安联集团(Allianz SE)— 安联投资的母公司,成立至今超过 125 

年,一直屹立于环球金融机构的领先地位,在全球 70 个国家为逾 

8,800 万名客户提供服务,更致力成为资产管理服务及解决方案范畴

的全球领袖。 

今天,安联投资(AllianzGI)是全球领先的主动型投资管理公司之一。在全球 25 个市场

拥有超过 2,700 名员工,安联投资为个人、家庭及机构管理逾 5,200 亿欧元资产。安联投

资就不同风险与回报特性,致力为客户提供一系列广泛的主动型投资策略及解决方案;拥有

超过 700 名投资专家,专业范畴涵盖股票、定息收益、多元资产及另类投资。作为安联集团

的一部分,安联投资尽享母公司的丰富策略投资经验及往绩,而安联投资亦一直担当集团资

产管理范畴的重要角色 

 

39、天赋资本集团（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www.tccapital.cn/ 

天赋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HK】、上海天赋动力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天赋资本”)是国内知名

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诞生于亚洲金融中心上海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在香港、北京、重庆、四川、安徽、山东等地都设有分支机构。截止 2015 年

底，天赋资本旗下累计投资及管理资产规模超过 160亿元人民币，是第一批获得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正式牌照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编号：P1003488），集团旗下另有商业保理、

融资租赁等多类金融牌照。天赋资本连续荣获 CFV2014年度最佳创新投资机构奖、最佳私募

基金管理人、CV2015年度中国最佳现代农业产业投资机构、位列 CV2015年度中国最佳中资

创业投资机构排名 18、CV2015年度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含中资、外资 VC）排名 36。 

 

 

 

40、冠捷集团（拟提供 3 个岗位） 

http://www.aocmonitor.com.cn/ 
冠捷科技集团是驰誉全球的大型高科技跨国企业，产品包括彩色显

示器（ CRT monitor ）、液晶显示器（ LCD monitor ）、液晶电视（ LCD-
TV ）与等离子电视（ PDP ）。在中国大陆形成了北京、福建、武汉、苏州、宁波五大工厂的 " 
五角星型 " 强大的生产供应链。以华北大冠捷科技集团 北京龙飞时代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恒生

股票代号： 903 ），自有品牌 AOC 为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之英文缩写（ Admiral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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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曾为台湾著名的电视机生产厂，并以 AOC 品牌行销全

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个人电脑的推出及电脑监视器市场的需求，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

公司即转产显示器。员工人数近 3 万人。在国内设立了 35 个售后服务站，为用户提供优质的

服务，受到用户的广泛好评。 

41、皇冠集团（拟提供 3 个岗位） 

http://www.crownicorp.com/en/index.php 

台湾皇冠文化集团于 1954年 2月 22日成立，坐落在台湾省台北

市松山区。从最早的《皇冠杂志》开始，到今已发展成包含了文字出

版、有声出版、电影、 电视、画廊、小剧场、舞蹈教室、现代舞团等

多元化的艺文事业，而为了服务全世界的中文读者，从 1990 年起皇冠更积极地朝向中国的

内地和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发展出版业务。 

42、日月光集团（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s://www.aseglobal.com/ch/ 
  日月光集团成立于 1984 年，创办人是张虔生与张洪本兄弟。1989 年

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2000 年美国上市。而其子公司——福雷电子

（ASE Test Limited）于 1996 年在美国 NASDAQ 上市，1998 年台湾上市。

2004 年 2 月，福布斯公布的台湾地区富豪榜中，张虔生位居第 10 位；

2010 年 3 月，福布斯公布的台湾地区富豪榜中，张虔生财富净值 17 亿

美元，位居第 12 位；2011 年 5 月，福布斯公布的台湾地区富豪榜中，张虔生财富净值 23 亿美

元，位居第 11 位。 
日月光集团在中国大陆的上海市（ASESH）、苏州市（ASEN）、昆山市（ASEKS）和威海市（ASEWH）
设有半导体封装、测试、材料、电子厂。 

43、富邦华一（拟提供 4 个岗位） 

http://campus.51job.com/fubonchina/info.htm 

富邦华一银行秉承"立足海峡两岸，积极服务台商"之立行宗旨，

以广大台商为中心，市场定位清晰、业务特色鲜明，服务质量和营运

模式赢得了业界的认同，不仅扮演着两岸三地资金流通的桥梁，在增进两岸经济金融交流合

作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5-6]  

2013 年 12月，本行获得中国银监会核准进行股改及增资。2014年 1月，顺利完成股改

及增资后，本行注册资本增加至 21 亿元人民币；其中，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

行 29%的股份，台北富邦银行持有本行 51%的股份,两者合计持有 80%的控制性股权，另 20%

股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014 年 4 月，中国银监会批准本行中文名称

更名为“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英文名称更名为“FubonBank（China）Co.,Ltd”,本行

依此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正式对外公告。 

 

44、旺旺集团（拟提供 2 个岗位） 

www.want-want.com 
集团成立于 1962 年，前身为宜兰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创

立旺旺品牌，且于 90 年代初期即赴大陆投资设厂。经过多年的发展，

旺旺的足迹已经遍布亚洲、非洲、北美洲、中南美洲、大洋洲、欧洲

的 61 个国家和地区。 
2008 年，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0151.HK）以食品饮料业务的控股公司正式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旺旺正在不断拓展业务版图，开拓东南亚市场，追求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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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合作。旺旺集团以“缘、自信、大团结”的经营理念经营各项事业，立志成为“综合消费

食品王国”，并向着“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目标迈进。 
 

45、顶新集团（拟提供 3 个岗位） 

https://www.masterkong.com.cn/tinghsin.shtml 

顶新国际集团是台湾一个以食品制销为中心企业集团，由彰化

出身的魏应州、魏应交、魏应充、魏应行四兄弟共同创立。其旗下

拥有的知名品牌有康师傅、德克士、味全、全家 FamilyMart等，同

时顶新还涉及粮油、地产、社会公益等行业。版图横跨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地区。 

集团食品事业部是中国最大的方便面生产企业。集团亦涉足糕饼、饮品、粮油、快餐连锁、

大型量贩店等多个事业领域，产品种类已发展到百余种，并已有很多产品在中国同类产品中

名列前茅。其中“康师傅”品牌已成为消费者心目中方便美食的代名词。 

46、娱公互动（假面科技）（拟提供 4 个岗位） 

https://jiamiantech.com/ 

假面科技成立于 2014 年，致力于打造创新的线上互动娱乐 场

景。假面科技进行专项治理的措施准备，利用相关技术构建涉赌 用

户行为模型，该模型将收录过往涉赌用户特征数据，然后以此为 模

型建立涉赌用户行为识别，形成对网络赌博行为的有效防控，一旦发现有用户利用游戏房间

或者聊天空间进行违规操作，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平台将有专门的审查人员进行人工核查，

对用户违规行为进行相关警示与处理。 

47、喜马拉雅（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s://www.ximalaya.com/ 

喜马拉雅，中国领先的音频分享平台。用声音分享人类智慧，用

声音服务美好生活，做一家人一辈子的精神食粮，是平台的使命和初

心。喜马拉雅拥有丰富的音频内容生态。包括最头部的 PGC 专业内

容、 PUGC 及 UGC内容；涵盖泛知识领域的金融、文化、历史类专辑，

泛娱乐领域的小说和娱乐类专辑；适合少儿的教育内容，适合中老年的经典内容；内容上既

有音频播客的形式，也有音频直播的形式。 

 

48、琻捷电子（拟提供 2 个岗位） 

琻捷电子（南京英锐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由几位留学归国的复旦校友和西电校友创立的高科技

芯片设计公司。 

公司研发中心位于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行政总部在南京江北新区。主要专注于汽

车和工业物联网应用相关的高性能芯片的研发、设计与销售。公司核心团队在汽车级和工业

级芯片领域具有丰富的研发设计和经营管理经验。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秀的汽车电子传

感芯片和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  



 -

 

49、震旦集团（拟提供 4 个岗位） 

https://www.aurora.com.cn/ 

震旦（中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65年，集团总部位于中国上

海，事业领域涵盖办公设备、办公家具、3D打印、电子、智能装备、

云商及儿童家居产业。曾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中国最佳客

户服务奖”。震旦集团，创立于 1965年，以打造美好办公环境为目标，累积 50多年的实战

经验，事业涵盖办公设备、办公家具、3D打印、电子、智能装备、云商及儿童家居产业。营

销网点遍布两岸逾 1,500 个直、经销据点，提供顾客全方位服务。在台湾有震旦行、互盛、

金仪、震旦家具、震旦通讯等五家事业体， OA市场占有率超过 50%，其中震旦行和互盛是

上市公司。 

50、统一企业（拟提供 4 个岗位） 

http://www.uni-president.com.cn/ 

1967 年 7 月 1 日，统一企业正式成立于中国台湾省台南市永康

区，本着“嘉惠地方”的创业精神，以员工 82人，资本额 3200万元，

为日后的食品王国奠定基础。统一企业是台湾一家大型食品公司，在

东亚、东南亚均有很高的知名度，也是台湾规模最大的食品业者之一。其总部位于台南市永

康区。公司产品主要有饮料类和方便面类。 统一企业目前国内外转投资相关企业已多达一

百余家，经营项目涵括多项民生消费相关的商品与服务，成为一个多角化经营的综合生活产

业集团。在“国际化” 与“多角化”两大策略下，未来统一企业除持续与国际知名企业共同

投资合作，以吸收国际化经营的观念与技术之外，也将借由大陆与亚洲市场迈向全球，朝向

成为世界最大食品行销公司之一的目标而努力不懈。 

51、上海美高教育集团（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guoji.jndand.com/guoji/shmx/shmeigao/ 

上海闵行区美高教育培训学校(简称上海美高学

校)(Living Word Shanghai)为美国箴言(living Word 

Lutheran High School，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 Jackson市)

在华分校，隶属于大的私立教育系统——Concordia 协和

教育系统。美式校园环境——漫步于上海美高校区，如同置身于一所美国高中：由专业的外

教团队全英文授课;校园布置风格、软硬件设施设备同步美国高中水准，提供学生一个既温

馨活泼又充满氛围的学习环境。校舍包括教学楼、室内篮球馆、标准跑道运动场、餐厅和休

闲角。 

 

52、合富医疗（拟提供 2 个岗位） 

https://ch.cowealth.com/ 

“合富”这个简洁明了的名字，概括了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合作致富”。合富

的创立是为了达成协助提升大中华医疗水准的使命，期盼所有的医院能够拥有世界一

流的医疗设备，令绝大部分人群可以享受到世界先进的医疗技术。我们以共赢为出发

点，针对每一个医院不同的管理要求，提供适合其特点的解决方案，使医院提升病人

口碑。 

 

 

 

 



 -

 

53、丽宝集团（拟提供 1 个岗位） 

https://www.lihpao.com.tw/ 

丽宝集团作为台湾知名开发商，拥有数十载卓越开发与建

设经验，横跨不动产开发、工程营造、休闲观光、购物商场、

生技医学与公益服务事业等领域，经营版图涵盖台湾、大陆、

美国的纽约与关岛等区域。经过时间的历练和市场的洗礼之

后，在酒店、生技、乐园、ShoppingMall、写字楼等多元领域

屡创佳绩。在这背后，不仅离不开丽宝集团对商业的高瞻远见，更得益于对消费者人心的犀

利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