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深圳暑期實習活動 職缺介紹          

    社團法人中華傑出青年交流促進會 

2017 深圳暑期實習活動公司介紹 

一、深業集團有限公司 

地產營運實習生 2 名、專案拓展實習生 2 名、行銷部實習生 2 名 

專業要求：英語能力證明 

深業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深業集團＂），於 1983 年 9 月在香港註冊

成立，是深圳市中國大陸國資委直管的大型綜合性企業集團。集團以房地

產為主業，同時涉足基礎設施、現代農業、高科技製造、金融等領域。截

至 2016 年末，集團資產總額 974.9 億元，淨資產 317 億元，土地儲備近

1,300 萬平方公尺。同時，擁有正在運營的收費公路 3 條，里程數達到 188

公里。 

  

深業集團現有香港上市公司 1 家，中國大陸公眾上市公司 1 家，主要

全資、控股企業 10 家。深圳控股有限公司（HK.0604）是深業集團的核心

企業，於 1997 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在香港資本市場享有良好信譽

和較高知名度，是香港恒生中資指數成份股和大摩中國自由指數成份股。

沙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SZ.000014）於 1992 年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以及配套工程開發建設。 

 

官方網站： http://www.shumyip.com.hk/ 

http://www.shumyi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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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 

票務中心票務收益助理 1 名、客運分公司值班站長助理 1 名、 

設計師助理 1 名、廣告規劃助理 1 名 

專業要求：具有設計經驗 

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8 年 7 月 31 日，是深圳市軌道

交通建設和運營的主要力量。主要業務涵蓋地鐵工程建設、地鐵運營、物

業開發、投融資、資源經營與物業管理、工程勘察設計等，已形成集地鐵

“投融資、建設、運營、資源經營與物業開發四位一體＂的產業鏈。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集團註冊資本金 440.7136 億元，總資產

2,685 億元，淨資產 1,784 億元，員工人數 1.67 萬人。已形成集團本部下

轄建設總部、運營總部、物業開發總部等三個業務總部以及其它相關附屬

業務的“1+3＂戰略管控架構。集團本部含九個職能部門和三個中心，相

關附屬業務包括市政設計、工程諮詢、資源經營、物業管理、鐵路管理等。 

 

官方網站：http://www.szmc.net 

 

 

http://www.szm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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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圳市能源環保有限公司 

財務管理實習生 1 名、行銷管理實習生 1 名、生產管理實習生 1 名 

專業要求：財管、會計、工商管理、工業工程 

深圳市能源環保有限公司（簡稱“深能環保＂）成立於 1997 年，是

深圳市屬國有企業深圳能源集團旗下的大型固體廢棄物處置專業化公司。

同時，也是中國公認最好的高標準垃圾焚燒建設運營商。 

 

深能環保是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為中國最早從事垃圾焚燒項目的企

業之一，有二十多年的專案建設運營經驗，具備固體廢棄物處理研發、設

計、設備製造、投資、建設、經營全產業鏈能力。 

 

另外，深能環保的發展迅速，目前已有員工 872 人，下屬公司有 9 個，

其中，深圳地區正在建設的東部電廠為全球最大的電廠。而員工平均年齡

32 歲，企業組成年輕具有活力。 

 

官方網站：http://www.sec.com.cn 

 

 

 

http://www.s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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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圳灣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產業招商 2 名 

專業要求：英語能力證明 

深圳灣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簡稱“深圳灣科技＂） 作為深圳市投資控

股有限公司旗下全資企業，承擔著新時期服務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

任。深圳灣科技以“深圳灣＂核心科技園區為標杆，複製和輸出“深圳灣”

品牌，實行標準化、品牌化、規模化發展，成批量打造具備複合功能和強

大聚合力的“高新技術產業綜合體＂，形成產業創新生態鏈，有效解決深

圳產業空間不足和高成本問題，提升深圳的全球科技創新資源配置能力。 

 

在中國創新高地——擁有超過 100 家上市公司的深圳高新區核心區

域，深圳灣科技已成功開發了深圳灣科技生態園、深圳市軟體產業基地、

深圳灣創業投資大廈等重大科技園區專案，建築面積近 400 萬平方米，為

超過 1000 家高新技術企業提供產業載體。深圳灣科技高品質打造了全國

“雙創＂名片——深圳灣創業廣場，樹立了“深圳灣＂品牌，“北有中關

村，南有深圳灣＂聞名全國、享譽世界。 

 

官方網站：http://www.szbay.com/ 

 

 

http://www.sz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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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圳市會展中心 

廣告事業部廣告策劃 1 名、國際事業部綜合業務 1 名 

專業要求：英語能力證明 

深圳會展中心是集展覽、會議、商務、餐飲、娛樂等多種功能為一體

的超大型公共建築，由深圳市政府投資興建，德國 GMP 公司設計，總投

資 32 億人民幣。會展中心總建築面積 28 萬平方公尺，東西長 540 公尺，

南北寬 282 公尺，總高 60 公尺，地上六層，地下三層。 深圳會展中心是

深圳市最大的單體建築，鋼結構與玻璃穹頂及幕牆的結合。 

官方網站：http://www.szcec.com/ 

 

六、深圳市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經理助理 1 名、航站樓形象管理 1 名、服務品質管理部助理 1 名 

專業要求：多益 650 分以上 

深圳市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大陸國有控股上市企業，主要負責深

圳寶安國際機場航空主業及物流等其他商業增值業務的運營管理，1998

年 4 月 20 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培

http://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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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晉升和薪酬體系，擁有約 4,000 平方公尺的培訓大樓，通過系統規範

的培訓和人才培養，造就了一支高素質的員工隊伍，並為其提供廣闊的職

業發展前景和良好的薪酬福利保障。 

 

而深圳寶安國際機場於 1991 年 10 月正式通航，公司主業包括航空

與非航空二項，航空方面包括航空地面保障和地面服務業務，非航空業務

主要包括租賃、客貨代理、港口公路運輸、廣告業務。經過二十餘年的發

展，旅客輸送量和貨郵輸送量實現了高速增長，經濟效益位居全國同行前

列。2016 年年底，深圳機旅客輸送量突破 4000 萬人次大關,邁入新量級

大型機場行列。T3 航站樓建築面積 45 萬平方公尺，造型獨特，被譽為“世

界最美航站樓＂之一。 

 

官方網站：http://www.szairport.com/ 

 

七、深圳市水務（集團）有限公司 

工程技術實行生 3 名 

專業要求：工業工程相關科系 

 

深圳市水務（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深圳水務集團”）是深圳市屬

大型中國大陸國有骨幹水務企業。深圳水務集團堅持改革創新，從傳統的

地方自來水公司，透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原特區內供水排水業務合併、

產權主體多元化、全市供水業務一體化、實施走出去策略等，逐步發展為

http://www.sz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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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流的水務與環境綜合服務商。 

 

深圳水務集團是中國首家實現供排水一體化營運的水務企業，擁有豐

富的供排水營運管理經驗。同時，也是中國最早實施“外溢型＂發展的水

務企業之一，迄今已在全國七個省投資 25 個水務專案，其中，池州市主

城區汙水處理及市政排水購買服務（PPP）專案，為中國首例，以良好的

示範意義被央視譽為“池州模式＂。 

 

官方網站：http://www.sz-water.com.cn/ 

 

八、同路廣告 

平面設計助理 1 名、專案策劃助理 1 名 

專業要求：廣告、設計相關科系 

 

同路創意集團成立於 1993 年，總部位於深圳，是一家綜合性創意服

務集團，提供合作夥伴頂層設計、廣告傳播、文創開發、媒體投資等創意

智力服務與創意資產管理服務。 

 

同路創意集團自發展以來，與知名企業組織機構共同發展，在房地產、

旅遊、媒體、文化創意產業等領域皆取得優秀的創意服務成果。目前，同

路創意集團 95％的服務客戶為項目或品牌全程服務客戶，例如：萬科集

團。 

官方網站：http://www.p1993.com 

http://www.sz-water.com.cn/
http://www.p199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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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深圳雲信匯通金融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文案編輯助理 1 名、自媒體營運助理 1 名 

專業要求：具有文字寫作編輯經驗、互聯網 

 

雲信匯通（全名：深圳雲信匯通金融資訊服務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2

年，專注於農業互聯網金融服務。雲信匯通立志再造農業企業的融資模式，

用互聯網連結核心企業供應鏈的上下游，獲取真實的資料展現其貿易行為，

圍繞經營性還款來源作為風險控制的核心，然後將優質的融資需求以便捷

的理財形式推薦給線上合格投資人，將融資速度提高到以小時為單位，有

效提升農業核心企業的融資效率並降低融資成本。 

 

雲信匯通也管理一家互聯網金融訊息服務平台（簡稱“雲信平台＂，

網址：www.yunxinwang.com），提供有理財需求的人更便捷可靠的理財

服務，目前平台產品有到期一次還本付息的理財寶 1 號和按月付息到期還

本的理財寶 2 號。 

 

官方網站：http://www.p2pwdpt.com 

 

 

http://www.p2pwd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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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深圳市新農人科技有限公司 

市場推廣專員 1 名、線上銷售客服專員 1 名 

專業要求：企管、行銷相關專業 

 

新農人是互聯網快食品品牌（快食品包括無需或簡單加工即可食用的

食品），成立於 2014 年，是一集研發、生產、銷售、供應鏈服務於一體的

綜合型集團企業，而“讓美味充滿生活＂是新農人的品牌內涵。 

 

新農人擁有遍佈全國的吃貨聯盟，以及圍繞食品配方，包裝和味覺資

料雲建立起來的視頻加工柔性供應鏈體系，以多款，快速，少量的策略，

讓一款美味食品的平均上市漸漸縮短到 30 天以內，引領舌尖的快時尚。 

 

官方網站：http://18776998.pe168.com 

 

十一、深圳市朗華供應鏈服務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助理 2 名 

專業要求：英語、俄文基本溝通能力 

 

深圳市朗華供應鏈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朗華＂）成立於 2006

年，提供客戶進出口貨物通關、境內外執行採購與分銷、境內外訂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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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生產設備進出口通關、中國大陸國際物流、倉儲、配送、加工貿易等

相關服務，同時也提供客戶各種政府鼓勵、減免稅政策諮詢服務，以及資

金結算、訊息管理、異常處理等多元化且一體化的供應鏈解決方案。 

朗華也是一家率先與國際接軌的綜合性供應鏈服務商，為中國 200 多

個大中城市及北美洲、南美洲、南亞、非洲等國家和地區近 7,000 多家客

戶提供一體化供應鏈服務。 

朗華始終以 70%的年增長率保持跨越式發展，為 2016 年中國民營企

業 500 強（289 位），廣東省民營企業百強（35 位），深圳百強企業（23

位）。 

 

官方網站：http://www.cbscs.com/ 

 

十二、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 

活動策劃實習生 2 名、編導實習生 1 名、記者實習生 1 名 

專業要求：英語能力證明 

 

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Shenzhen Media Group，SZMG）成立於

2004 年，是一傳媒集團，總部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由原深圳電視台、深圳

廣播電台和深圳電影製片廠、深圳市廣播電視傳輸中心等單位組建而成。 

http://www.cbs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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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旗下擁有 12 個電視頻道和 5 套廣播頻率（包

括 1 個衛星電視頻道、1 個移動電視頻道、1 個 DV 付費頻道、1 個購物

頻道、7 個地面電視頻道和新聞頻率、音樂頻率、交通頻率、生活頻率）。 

 

此外，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也設立了廣告總公司、天威視訊股份有

限公司、天寶廣播電視網路有限公司、天隆廣播電視網路有限公司、文化

產業（國際）會展有限公司、移動視訊有限公司、電影製片廠等 20 幾家

產業經營企業，業務範圍涵蓋廣告、網路傳輸與服務、影視內容、新媒體、

電視購物、文化會展等，總資產超過 70 億元。 

 

官方網站：http://www.szmg.com.cn/ 

 

十三、深圳奧雅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助理 1 名 

專業要求：景觀、建築、規劃、藝術等相關科系 

 

奧雅設計集團（以下簡稱“奧雅”）於 1999 年由李寶章先生在香港

創立，前身為香港園境師事務所。經歷了十五年的歷史，奧雅從一家幾十

人的區域性設計事務所，發展成為一家五百多人的全國性設計集團，完成

了近千項具有影響力和聲譽的作品。公司目前擁有深圳、上海、北京、西

http://www.szm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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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青島，長沙，成都，昆明八家公司，並在 2013 年創建了洛嘉兒童主

題樂園 Virginia’s Playland 子品牌、奧雅生態技術、城嘉 City Plus 城市

傢俱和公共藝術品牌。 

 

獻身新型城鎮化的綜合服務和文創產業的奧雅已成為中國規模最大

的，綜合實力最強的景觀規劃設計公司。現在，奧雅正在向成為中國綠色

人居環境及文旅開發諮詢的綜合服務商的道路上前進！奧雅崇尚設計與

藝術的融合，思想和形式的統一，持續學習、探索和實踐的先進設計理念。

發展至今，在用地規劃、城市公共空間、綠地系統規劃、旅遊景區與農業

規劃等領域共完成了近千項具有影響力的代表作品。 

 

官方網站：http://www.aoya-hk.com/ 

 

十四、深圳市大衛雷文智慧財產權服務有限公司 

智慧財產權師 3 名、專利工程師 2 名 

專業要求：理工科及法律雙學歷優先錄取，或有專利撰寫經驗者佳。 

 

美國大衛雷文專利事務所深圳辦公室（深圳大衛雷文智慧財產權代理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衛雷文＂）成立於 2002 年，從事中國大陸商家、

企業、發明人申請美國及各國專利、商標等諮詢服務的聯絡工作。是美國

大衛雷文國際專利集團面向中國的一個視窗。 

 

大衛雷文致力於為中國專利代理機構、商家、企業及發明人提供高效

率的服務，也能更直接地提供有關美國智慧財產權的各種諮詢服務，務求

http://www.aoya-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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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國商家、企業、發明人的權益在國際上得到更好的法律保護，與此同

時亦使該項創造發明能在國際市場上爭取更有利的位置和加強其競爭能

力。 

 

大衛雷文自 2002 年進入中國至今，已成功為中國企業申辦各類專利

數千件，旗下注冊商標“大衛雷文＂和“大維理文＂在中國智慧財產權界

也已經是家喻戶曉的馳名品牌。 

 

官方網站：http://www.dnrip.cn/ 

 

十五、深圳市福田現代社工事務所 

公共服務經理 8 名 

專業要求：社工、行政、心理相關科系 

 

深圳市福田現代社工事務所是由福田區中國大陸民政局於 2009 年 1

月批准成立的一家從事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的民辦非企業單位。 

 

機構本著“由心開始、福澤社群、立足福田、服務鵬城＂的服務宗旨，

致力於培養敬業、專業的現代社工；致力於提供優質、多元的現代社工服

務；致力於打造具有人文關懷的卓越社會服務機構。機構擁有一支由社會

http://www.dnri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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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師、心理諮詢師、養老護理員、康復治療師、等專業人員組成的服務

隊伍。 

 

承接政府有關部門委託或購買的各類社會工作和社會服務專案；承接

為殘疾人和老年人提供康復、保健、心理諮詢、精神慰藉、職業指導、日

間生活照料、臨終關懷等專業化社會服務；承接為特殊兒童提供康復、保

健、特殊教育、智力開發等專業化社會服務；對有需要的社會人士及家庭

進行社會工作方面的專業輔導；開展社會工作方面的宣傳講座及學術交流

活動；為政府有關部門提供社會工作方面的政策諮詢及建議；開展社會組

織研究與評估工作；開展社會責任體系建設和評定工作；開展社會工作人

才教育培訓；開展社會互助及關愛活動；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等。 

 

官方網站：http://www.ftsw.org 

 

十六、深圳前海農產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農產品市場研究助理 2 名 

專業要求：金融、經濟相關科系 

 

深圳前海農產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前海農交所＂）是中國

首批獲得國家部際聯席會議批復的交易場所，也是深圳前海打造“金融中

心＂和“現代服務業示範中心＂的重點專案。同時，前海農交所作為前海

http://www.fts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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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合作區打造要素市場集群中的一員，肩負著在農產品流通領域探索新

模式的重任。 

 

前海農交所正在針對不同品種打造一個“多品種、多層次、多模式＂

的網上交易服務平台。該平台主要由五大功能中心構成，包括：訂單交易

中心、金融服務中心、資訊發佈中心、供應鏈服務中心、新技術推廣中心。

未來，前海農交所將發展成為農業領域全球性的交易服務平臺，為全球農

產品資源的科學合理配置提供安全可靠的平台。 

 

官方網站：http://www.qhapex.com/ 

 

十七、深圳凱吉星農產品檢測科技中心有限公司 

農產品市場檢測員助理 2 名 

專業要求：食品、農產、生化相關科系 

深圳凱吉星農產品檢測認證有限公司（簡稱 F.Q.T）成立於 2011 年 1

月 28 日，由深圳市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和國家商務部流通產業促進中心

共同發起成立，中心實驗室設在平湖海吉星農產品物流園內，致力於為批

發市場、批發商、採購商、加工配送商、種植基地及食品加工企業提供農

產品（食品）品質安全管控的整體解決方案，願景是成為“一流的農產品

品質安全服務商＂。 

 

此外，凱吉星農產品檢測認證有限公司也致力於打造集食品檢測、品

http://www.qhap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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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認證、資料分析、行業研究、技術開發和資訊發佈等綜合職能於一體的

公共服務平台，以獨立、公正、誠信的協力廠商機構模式參與農產品流通

領域的食品安全檢測、管控，並通過自主開發的“雲檢測＂資訊發佈平台、

“二維碼＂品質可追溯系統等集成農產品的檢測資訊、產地資訊、物流資

訊等，通過資料庫與市場方、政府、消費者進行分享，實現農產品品質安

全可追溯的目標。 

 

官方網站：http://www.f-q-t.com 

 

十八、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金融服務實習生 2 名 

專業要求：多益 600 分以上 

 

中國銀行深圳市分行成立於 1978 年，最初是由人民銀行分設出來的

辦事處，伴隨深圳經濟特區的崛起和騰飛，深圳辦事處 1979 年升格為支

行，1981 年改組為深圳市分行，1997 年成為直屬總行管理的一級分行。 

 

近 40 年紮根深圳經濟特區，深圳中國銀行業務品種不斷豐富，服務

手段持續創新，依託中銀集團國際化、多元化的業務平臺優勢，憑藉全面

立體的管道網路、專業領先的業務產品和高素質的人才隊伍，打造出極強

的市場競爭能力，目前已發展成為擁有網點 140 餘家、員工約 6000 名，

功能全面、技術先進、經營穩健的現代化國有商業銀行一級分行。 

 

http://www.f-q-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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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 40 年的發展歷程中，深圳中國銀行勇立潮頭，創新求變，始終

貫徹“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創造了多項全國金融

系統第一：2000 年，全國首家在香港發行人民幣信用卡；2011 年，中行

系統內國際貿易結算量首家突破 1000 億美元的分行級金融機構；2013 年，

全國首家推出 VTM 遠端銀行服務……種種的“第一＂為深圳中行多年來

持續保持市場領先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官方網站：http://www.boc.cn/ 

 

十九、招商銀行深圳分行 

公司、零售客戶經理實習生 2 名 

專業要求：雅思 6 分、托福 95 分或相等英語水準 

 

招商銀行於 1987 年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深圳經濟特區成

立，是中國境內第一家完全由企業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也是國家

從體制外推動銀行業改革的第一家試點銀行，原名“招商銀行深圳管理部

＂，2005 年經中國銀監會批准正式更名為“招商銀行深圳分行＂。 

 

http://www.bo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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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招商銀行下轄惠州、珠海、前海三家二級分行以及 108 個營業網

點，員工人數超過 5,000 人，是招商銀行系統內網點最多的一級分行。截

至 2015 年底，深圳分行總資產達 5,570 億元，全折人民幣自營存款餘額

4,272 億元，自營貸款餘額 2,158 億元，稅前利潤達 130 億元，在招行系

統處於領跑地位。 

 

深圳分行在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舉辦的深圳市銀行機構綜

合評價中 2013、2014 連續兩年獲得第一名，主要經營指標比肩深圳地區

四大國有銀行。 2015、2016 年各項業務指標在深圳同業中名列前茅，在

深圳地區打造了靚麗的品牌。 

 

官方網站：http://branch.cmbchina.com 

 

二十、平安銀行深圳分行 

行銷實習生 2 名 

專業要求：金融、經濟相關科系 

 

平安銀行是總部設在深圳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國平安保險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計持有其 58％的股份，為其控股股

東。深圳分行是平安銀行系統內最大分行，目前資產規模、盈利能力、客

http://branch.cm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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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數、網點數均在系統內領先，且在深圳市場排名前列。 

 

2016 年，分行逆勢而上，穿越市場波動週期，保持了快速發展勢頭，

存款、貸款、收入等指標屢創新高。截止 2016 年末，深圳分行總存款日

均為 5,573 億，較年初增加 825 億；總貸款餘額 1,598 億，較年初增加

336 億；營業收入 154.9 億，較年初增長 11.8 億；資產品質保持優良，

不良貸款率在深圳同業大行中保持最低水準。 

 

2017 年，深圳分行將堅定實施總行零售轉型戰略，快速推進“三化

兩輕＂（即‘行業化、專業化、投行化＂與“輕資產、輕資本＂）戰略，

並結合自身實際，推進分行的全面轉型，打造全行轉型發展的新標杆，實

現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官方網站：http://bank.pingan.com 

 

 

二十一、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多崗位輪崗實習生 2 名 

（客戶服務專員、個人理財經理助理、電子銀行產品經理崗等） 

專業要求：金融、經濟相關科系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4 年，2006 年在上海交易所

http://bank.ping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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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成功同步上市。伴隨著深圳特區的經濟發展，工商銀行

深圳市分行始終以建設現代一流商業銀行為目標，堅持穩健、可持續的發

展戰略，深入推進經營轉型，不斷加強業務創新，持續提升服務品質和水

準，目前已成為深圳最具經營實力和競爭力的現代商業銀行之一。 

 

經過持續努力和穩健發展，現已邁入世界領先大銀行行列，擁有優質

的客戶基礎、多元的業務結構、強勁的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透過 1.7

萬家境內機構、404 家境外機構和 1,611 家代理行以及網上銀行、電話銀

行和自助銀行等分銷管道，向 532 萬公司客戶和 4.96 億個人客戶提供廣

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國際化、綜合化經營格局不斷完善，境外網路擴展至 42 個國家和地

區，其中 123 家分支機搆分佈在“一帶一路＂沿線的 18 個國家和地區，

海外業務和基金、保險、租賃等綜合化子公司的盈利貢獻不斷提升。2015

年獲評《歐洲貨幣》“全球新興市場最佳銀行＂，連續三年位列《銀行家》

全球 1,000 家大銀行和美國《Forbes》全球企業 2,000 強榜首。 

官方網站：http://www.sz.icbc.com.cn 

 

二十二、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公司業務、個人業務實習生 2 名 

專業要求：金融、經濟相關科系、新托福 75 分以上或雅思 5.5 分以上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建行(亞洲)」為中國建設銀行股份

http://www.sz.icb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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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建行」於香港地區的零售及商業服務平臺。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建行(亞洲)於香港有 50 間分行，並提供多元化的銀行產品和服務，

包括零售銀行服務、商業銀行服務、企業銀行服務、私人銀行服務和跨境

金融服務等。 

零售銀行服務方面，建行(亞洲)除了提供傳統櫃檯、外匯及現金交易

服務外，亦備有存款、貸款(包括私人貸款、信用卡貸款、住宅按揭貸款和

汽車融資)、證券代理及投資、綜合理財、保險、人民幣產品、信用卡、電

子理財及保管箱服務。 

商業銀行服務方面，建行(亞洲)為企業、證券商號及中小企業提供廣

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包括雙邊商業貸款、銀團貸款、中小企貸款、貿易

融資、商住按揭貸款、外匯產品、機器及設備租賃、證券商貸款，以及電

子理財、企業財富管理、資金管理及存款服務。建行(亞洲)同時充份利用建

行廣泛的分支機構，拓展人民幣跨境聯動業務，包括內保外貸、信用證貼

現、人民幣存款、匯款及兌換等服務。 

企業銀行服務方面，建行(亞洲)為香港藍籌公司及大型企業提供雙邊

貸款、銀團及俱樂部貸款和貿易融資服務，另為國有大型和特大型央企提

供全面的融資解決方案，包括為中國企業的境外發債提供增信擔保。此外，

建行(亞洲)亦充份利用建行廣泛的分支機搆推出創新的聯動業務，包括委

託付款、出口應收賬款風險參與、票據保付貼現等產品，其他業務發展包

括飛機融資及深圳前海、上海自貿區等地區的新興業務。此外，建行(亞洲)

的財資業務包括銀行同業貨幣市場交易及投資債務工具。同時，本行亦自

營債務工具、衍生工具及外幣等交易, 以及代客戶進行衍生工具交易，例

如外匯交易。 

中國建設銀行擁有廣泛的客戶基礎，與多個大型企業集團及中國經濟

戰略性行業的主導企業保持銀行業務聯繫，營銷網絡覆蓋全國的主要地區，

於 2013 年 6 月末，市值為 1,767 億美元，居全球上市銀行第五位。 

官方網站：http://www.ccb.com/sz/ 

http://www.ccb.com/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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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交通銀行深圳分行 

大堂經理助理 1 名、國際業務產品經理助理 1 名 

專業要求：金融、經濟相關科系、英文相關能力證明 

交通銀行深圳分行成立於 1990 年 3 月 28 日，現對外營業的網點多，

遍佈全市。成立以來，紮根於深圳經濟特區的沃土之上，不斷發展壯大，

樹立了發展持續有效、業務優質均衡、經營穩健規範的商業銀行形象。 

交通銀行深圳分行始終堅持客戶為先的經營服務理念，近年來，以自

身在金融方面所富有的遠見和探索精神，推出了一系列優質金融產品。公

司業務方面推出了專門的公司金融服務解決方案“蘊通財富＂，在為客戶

提供差異性、個性化、深層次、一站式的企業金融服務的路上，邁出了堅

實的一步。為扶持和服務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針對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

特點，特別推出了專項信貸和結算的金融服務解決方案——展業通，為中

小企業展業提供優質高效、快速融通的金融服務，具有金融品種全、服務

效率高等諸多特點。 

 

近年來，深圳分行更是深入把握市場的脈搏和客戶不斷升級的需求，

在財富管理服務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探索與努力，先後推出了針對不同客戶

群體的私人銀行、沃德財富和交銀理財等一攬子金融服務解決方案，領業

界之先。 

官方網站：http://www.bankcomm.com 

 

http://www.bankcom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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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中華傑出青年交流促進會 

二十四、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大堂經理助理 1 名、客戶經理助理 1 名 

專業要求：金融、經濟相關科系、多益 600 分以上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簡稱“深圳農行＂）為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直屬分行，從 1979 年成立以來的 30 多年裡，

始終與特區共同成長，積極投身社會活動，努力履行企業公民責任。 

 

深圳農行致力於服務廣大客戶，支援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與中

國外知名大企業、世界 500 強企業、優質中小企業等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

係，對交通、能源、通信、外貿、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和高科技等行業給予

全力支援，先後為深圳地鐵、深圳投控、華潤、中廣核、萬科等眾多優秀

企業提供授信融資、債券承銷、票據發行等綜合服務。努力提升優質服務

水準，為廣大金融消費者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全方位金融服務。 

  

深圳農行在全國金融界率先推出“Go Green 綠色農行＂企業社會責

任品牌，以“低碳、樂活、公益＂為核心理念，陸續推出了回收廢舊電池、

環保小標貼、地球一小時、綠色音樂會、為愛奔跑、一本書的意義、我做

綠 V 客等系列主題活動，成功打造“綠色農行＂公益形象，榮獲各機構和

媒體頒發多個獎項。 

 

官方網站：http://www.abchina.com/cn/branch/szx/ 

http://www.abchina.com/cn/branch/sz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