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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缺表（附件一） 

產業類別  實習單位  專業要求  工作內容、部門崗位  備註  

金融物產  

江蘇紫金農村商業銀行  財經、貿易  銀行業務  工作地點：南京  

富邦華一銀行  金融相關專業  零售業務經理  工作地點：南京市洪武路 29 號  

台新融資租賃(中國)有限

公司  

專業不限，優先會計學、財務管

理、工商管理等專業  

會計  1.工作態度端正  

2.正裝上班、簡潔大方工作地點：

南京市建鄴區廬山路 188 號新地

中心 42 樓  

業務管理  

經營企劃  

江蘇安立豐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  
經濟、金融  

投資研究員  具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表達能

力優秀，工作責任心強，具有團隊

合作意識，工作認真細緻，綜合能

力較強  

工作地點：江蘇南京  

市場專員  

風控專員  

江蘇清科企業管理諮詢有

限公司  

工商管理學  園區運營專員  

具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表達能

力優秀，工作責任心強，具有團隊

合作意識，工作認真細緻，綜合能

力較強  

工作地點：江蘇南京  

市場行銷學  品牌策劃專員  工作地點：江蘇南京  

人力資源學  行政人事專員  工作地點：江蘇南京  

觀光旅遊   機械工程/機電一體化  特種設備維修員  工作地點：銀杏湖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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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銀杏湖農業觀光休閒

公司  

旅遊管理  檢票  谷裡街道銀杏湖大道 520 號  

旅遊管理  客服  

機電一體化  特種設備操作員  

平面設計專業  平面設計師  

薰衣草森林(南京)旅遊文

化發展公司  

平面設計相關專業  

1.設計發想  

2.設計圖繪製  

3.設計稿打樣  

4.策展成列 5.商品

拍攝軟體：  

1.Illustrator  

2.Photoshop  

設計師助理  

1.品牌理念、企業文化基本概況、

部門職掌、目前專案進度  

2.專案現場參觀、考察  

3.參與設計專案、檢討、修正  

4.耐心、仔細、善與人主動溝通  

  

工作地點：南京市江甯區蘇源大道 

19 號 B4 號樓一層(依配合專案, 

可能會有出差需求)  

商業、中國文學相關專業為佳  

1.企劃案發想  

2.企劃案執行  

3.部門行政事務  

4.軟文撰寫  

5.公眾號排版  

6.部門行政事務  

企劃  

餐飲或觀光相關專業為佳  

  

園區運營管理  

1.參與餐廳/店鋪運營管理  

2.根據品牌要求展示及調整成

列  

3.正確操作和維護收銀系統  

4.彙整商品銷售記錄、盤點、

帳目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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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商品來貨驗收、補貨、退

貨、防損等營業工作  

 

江寧旅遊集團  

專業不限，優先旅遊、公共關

係、語言類相關專業  

遊客接待/景點講解  

美麗鄉村公司、溪田公司、田

園水韻公司    

自備筆記本電腦  

  

工作地點：黃龍峴、溪田、湖熟  

動畫、視覺傳達設計、產品設

計、環境藝術設計、美術學等相

關專業 

設計、策劃、宣傳  耕濃公

司  

漢語言文學、哲學、政治學與行

政學等相關專業  

行政  

美麗鄉村公司、溪田公司、田

園水韻公司  

旅遊管理專業  
導遊盛世旅遊公司  

建築工程、城鄉規劃設計、風景

園林等專業  

職員  

集團工程管理部  

南京青年台灣創業學院  
專業不限，優先旅遊、設計、規

劃等相關專業  

企劃助理、設計助理、活動實

施 

自備筆記本電腦  

   

工作地點：江甯區蘇源大道 19 號  

媒體傳播  

南京華澤雲媒廣告公司  平面設計、廣告學、美術設計等  設計師  
工作地點：南京玄武區 T80 科技

園  

南京嘉網傳媒有限公司  

新聞學、廣告學、廣播電視學等

新聞相關專業  
採編  

具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表達能

力優秀，工作責任心強，具有團隊

合作意識，工作認真細緻，綜合能

力較強  

工作地點：南京市鼓樓區  

行銷策劃相關專業  活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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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銷策劃相關專業  文案策劃    

行銷策劃相關專業  銷售    

江蘇龍虎網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專業不限，優先中文、新聞傳播

等相關專業  
創意策劃、新媒體運營  

自備筆記本  

電腦  

工作地點：南京市秦淮區龍蟠中路 

233 號報業大廈  

電子科技  中電熊貓平板公司  工程技術  電子製造、行銷  工作地點：南京  

航空工程  
南京天祿航空科技有限公

司  

飛行器設計、飛控軟體發展。  結構工程師  
大學本科  

無人機測試、飛行、維護  測試工程師  

機械工程  

南京永展機電科技有限公

司  

客戶資料分析與推廣  業務部  

工作地點：南京市棲霞區新合村友

誼路 18 號  

ISO 流程與現場管控系統化  品管部  

ERP 系統整合  資詢部  

模具工程  模具與機械加工  

南京南瑞繼保電器有限公

司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電腦試驗工程師  

工作地點：江甯開發區新豐路 18 

號 

江蘇敏安電動汽車有限公

司  

機械設計/車輛工程等  部門資料管理  

自備筆記本  

  

電腦工作地點：蘇源大道 19 號 

A1 棟  

理工科或英語  底盤集成專案管理助理  

理工科  BOM 管理助理  

車輛工程  性能集成助理  

行政類或管理類專業  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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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計/車輛工程等  NVH 試驗開發助理工程師   

機械設計/車輛工程等  專案管理  

汽車 機械類  品質工程師  

電氣自動化\材料學\化學專業  電池測試助理工程師  

電子/自動化/車輛工程等相關專

業 
 電控測試工程師  

生技醫療  
南京諾瑞特醫藥科技有限

公司  
藥學、中藥學、化學等  實驗室助理  

工作地點：南京市棲霞區緯地路 9 

號，江蘇生命科技園 F6 幢 6 樓  

飯店管理  

南京國際會議中心大酒店  
酒店管理  酒店業務  工作地點：南京  

南京瑞斯麗酒店  
餐飲管理關科系  餐飲部  

專科以上工作地點：南京  
酒店管理相關科系  前廳部  

南京江寧麗湖酒店有限公

司  
旅遊管理專業  

前廳接待禮賓接待

公關策劃銷售協調  

行政樓層接待宴會接待  

餐廳會議接待客房中心接待  

熱愛服務工作細心、耐心  

（可給予在酒店集團內各專案及崗

位間輪崗實習）  

  

工作地點：江甯區雙龍大道 1528 

號 

建築設計  
南京因特瑞爾裝飾設計有

限公司  

設計專業  室內設計師  專科以上  

  設計專業  建築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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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專業  設計助理  工作地點：南京  

食品物流  南京衛崗乳業有限公司  

管理類相關專業  人事專員、行政專員  
自帶筆記型電腦  

  

工作地點：江甯區將軍大道 139 號  

食品科學等相關專業  質檢員  

市場行銷類  市場專員、銷售內勤  

零售通路  

三胞集團  行政管理、人力資源  運營業務  工作地點：南京  

福中集團  行政管理、人力資源  運營業務  工作地點：南京  

南京商廈  商業行銷  運營業務  工作地點：南京  

法律事務  江蘇中慮律師事務所  法律及相關  律師助理  工作地點：南京  

  

 備註：每間公司福利依照各實習單位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