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分行2020年社会招聘岗位明细表

序号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岗位层级 学历要求 岗位职责 资质要求 其他要求

1 山东省分行
个人金融部
财富管理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制定实施财富管理经营目标与发展措施，培训、指导并组
织辖内分支机构开展财富管理工作。
2.负责理财经理、财富顾问及财富管理内训师队伍建设。
3.负责VIP客户经营管理，落实VIP客户经营发展策略，负责客户
需求分析、数据挖掘、服务内容、线上及线下营销与宣传活动组
织策划。
4.负责财富管理产品推动，相关系统推广、管理与培训工作，开
展财富管理市场、行业和同业研究。
5.负责财富管理品牌宣传及推广相关工作。
6.负责辖内财富中心规划与建设，线上线下渠道协同。
7.负责财富管理风险控制与监督检查等工作。

具有5年及以上金融工作经历（研究生毕业
可放宽工作年限），其中3年及以上银行财
富管理相关工作经验，或3年及以上证券、
基金等行业从业经验。

熟悉金融市场动态、政策动态、同业产品动态，原则上具备银行从业
资格（个人理财）/基金/证券/贵金属等从业资格证书；熟练掌握基
本分析、技术分析等证券市场分析方法，能够熟练分析研判市场行情
走势，具有较强的市场研究和调查分析能力；具备金融理财师
（AFP）证书，熟练掌握客户资产配置、财富规划等相关理论和技
能，具备国际金融理财师（CFP）证书者优先考虑

2 山东省分行
信用卡部
销售管理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销售团队业务及日常管理工作。
2.负责移动展业（PAD）终端设备的日常管理及使用情况监控。
3.负责辖内获客类营销活动及销售人员竞赛活动的组织实施。
4.负责协助人力部开展人员招聘、入职、资格考试等工作。

具有5年及以上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研究生
毕业可放宽工作年限），其中3年及以上信
用卡销售团队管理相关工作经验。

熟悉信用卡营销、团队管理等工作内容，具有较高的综合分析能力和
文字表达水平、数据分析能力； 熟悉信用卡相关法律法规。

3 山东省分行
信用卡部
分期管理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信用卡分期业务发展年度规划、发展策略及年度计划。
2.负责信用卡商户分期业务发展及商户管理。
3.负责信用卡大额分期业务发展。

具有5年及以上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研究生
毕业可放宽工作年限），其中3年及以上信
用卡分期业务管理工作经验。

熟悉信用卡分期产品；具有较高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水平、数
据分析能力；熟悉信用卡相关法律法规。

4 山东省分行

消费信贷部
产品经理

（汽车消费贷款）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制定全省车贷发展发展规划、管理及激励办法。
2.负责车贷产品的运营及管理。
3.负责汽车经销商的营销及维护。
4.负责车贷队伍建设及培训。
5.负责新产品的创新、试点及推广。
6.负责线上车贷平台的搭建及运营。

具有5年及以上商业银行工作经验（（研究
生学历3年及以上）），其中3年及以上汽
车消费贷款相关工作经验。

了解经济、金融、会计及信贷政策；熟悉汽车金融、消费金融商业模
式与技术，拥有个人信贷、信用卡等相关专业岗位经验；具有较好的
沟通协调、市场开拓、营销策划和综合文字水平。

5 山东省分行
网络金融部

收单业务商户拓展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开展网络和实体商户营销、市场拓展等工作。
2.负责收单业务系统开发维护工作。
3.负责辖内商圈建设工作。

具有5年及以上支付机构、银行或互联网金
融公司工作经验（研究生毕业可放宽工作
年限），3年及以上收单业务商户拓展工作
经验。

熟悉第三方支付和银行系统信息流及资金流相关流程；熟悉支付市场
各类支付工具的交易模式；了解支付行业监管政策及相关规章制度；
参与制定或实施过某些领域的行业解决方案；具有良好的文字能力，
丰富的营销方案和市场拓展方案制定经验；计算机专业或系统开发背
景者优先。

6 山东省分行
公司业务部

机构业务管理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开拓机构业务市场，开发、维护和管理机构客户。
2.负责调查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专业化咨询和建议。
3.负责挖掘客户综合金融需求，制定实施客户综合服务方案。
4.负责收集客户及同业信息，定期开展机构客户分析研究。
5.负责执行反洗钱内控制度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具有5年以上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研究生毕
业可放宽工作年限），其中3年以上机构业
务工作经历。

有较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逻
辑思维能力和文字功底；有丰富客户资源者优先。

7 山东省分行

国际业务部
产品经理

（汽车产业链金
融）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汽车金融产品的客户需求调研。
2.负责同业对标分析，产品营销推动。
3.负责个性化需求编写，业务功能测试，系统参数维护，单笔融
资业务支用审核。
4.负责汽车行业政策与市场研究，产品业务培训和咨询解答。
5.负责客户服务支撑，分支机构业务指导工作。
6.负责分行汽车金融业务贷后管理。

具有5年及以上大型商业银行或大型汽车金
融企业等金融工作经历（研究生毕业可放
宽工作年限），其中3年及以上相关专业工
作经历。

掌握信贷政策、信贷产品及汽车经销商融资业务管理，熟悉汽车产业
链流程、汽车金融商业模式与技术，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市场开拓
、资源整合及学习、融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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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山东省分行
国际业务部
产品经理

（供应链金融）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供应链融资产品的客户需求调研。
2.负责同业对标分析、产品营销推动。
3.负责业务功能测试、系统参数维护、业务咨询解答、客户专属
服务支撑、分支机构业务指导、对接协调科技部门等工作。
4.负责行内产品经营数据统计分析、监管数据报送核对监测工作
、制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组织培训、业务档案管理等工作。
5.负责分行供应链金融贷后管理。

具有5年及以上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研
究生毕业可放宽工作年限），其中3年及以
上供应链金融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掌握信贷政策、信贷产品及供应链金融业务管理，熟悉供应链流程、
商业模式，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市场开拓、资源整合及学习、融入
能力。

9 山东省分行
国际业务部
产品经理

（交易银行）
一分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

1.负责外汇政策分析、解读。
2.负责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过程管理。
3.负责外汇数据报送质量监督。
4.负责反洗钱管理。

具有5年及以上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经历，其
中3年及以上交易银行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掌握相关监管政策法规，熟悉交易银行业务，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
沟通协调及学习融入能力。

10 山东省分行
授信管理部
授信审查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信贷政策执行，授信业务审查。
2.负责审查授信业务，确保报审材料合规性和完整性。
3.负责完成权限内授信审查工作，制定风险防控措施。

具有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从业经历，其中5
年及以上审查审批工作经历。

熟悉经济、金融法规、会计制度、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熟悉省
内市场情况，能够准确把握市场变化，具备较强的政策研判、财务分
析、风险识别能力；具有项目贷款或国际业务审查审批经验优先。

11 山东省分行
信息科技部
应用开发

（JAVA方向）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行内应用系统的自主开发。
2.负责行内信息化工程的建设等工作。

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具有5年及以上JAVA
开发工作经历。

JAVA基础扎实，了解JVM原理；熟练使用主流的Linux系统；熟悉
HTML5、Javascript/AJAX、CSS等相关WEB技术，了解其原理和机制；
熟悉大型数据库应用（如：Mysql、PostgreSQL、Oracle等）；熟悉
io、多线程、缓存、消息等基础框架，熟悉分布式系统的设计和应
用；熟悉spring cloud框架，有微服务开发经验优先。

12 山东省分行
信息科技部
应用开发

（移动端开发）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行内应用系统的自主开发。
2.负责行内应用系统的移动端的开发及性能调优等工作。

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具有5年及以上工作
经历，3年以上移动应用开发经验。

熟练掌握Android及IOS原生态手机应用开发，能够独立完成移动端前
端开发；HTML5/CSS3/JavaScript基础扎实，能熟练掌握至少一种主
流前端框架Vue、Angular、jQuery等，对高质量代码、用户体验有追
求；熟悉json/xml/http协议及移动应开发的整体流程；熟悉微信公
众号、小程序，能够完成微信端的功能开发；熟悉java语言，对java
后台有了解或开发经验者优先。

13 山东省分行
信息科技部
应用开发

（UI开发）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行内应用系统的自主开发。
2.负责行内应用系统的web端、手机端的开发及性能调优等工作。

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具有5年及以上工作
经历，3年以上前端开发经验。

熟练掌握至少一种前端框架（Angular、React、Vue）CLI 工具，了
解其原理；熟悉原生JS中常见的一些方法原理；熟悉面向组件的前端
开发模式，对组件规划、封装工作有相关经验；熟练掌握Web及H5前
端开发技术，有复杂应用开发及性能调优经验；具备一定美工经验，
具有良好的版式设计能力、色彩感和整体布局感，关注流行趋势；

14 山东省分行
信息科技部
数据分析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行内数据维护、分析、营销支撑。
2.负责数据分析平台的建设及维护等工作。

计算机、数学等相关专业毕业，具有5年及
以上工作经历，4年及以上金融领域数据分
析与挖掘工作经验。

熟悉各种数据挖掘算法及原理；能熟练使用SPSS/R/SAS/PASON等数据
分析工具中的一种；熟练使用Oracle数据库，掌握SQL、ORACLE等数
据库编程，有海量数据处理经验;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较强的服务
意识，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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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山东省分行
信息科技部
网络管理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及维护。
2.负责网络设备、通讯线路的技术支持及维护工作。

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具有5年及以上工作
经历，3年以上大型综合网络（网络环境复
杂，包含广域网、局域网、无线接入等的
复合型网络）实施、管理、维护经验。

具有较强的网络技术能力，可熟练运用OSPF、BGP等主流路由协议；
熟练掌握VLAN、VRRP、生成树等交换协议；具有较强的网络安全技术
能力，熟练掌握地址转换、访问控制、安全域、状态检测等常用防火
墙安全技术；熟悉运营商网络环境和服务类型，熟悉广域网组网技
术；具备各类主流网络、安全设备的操作配置及排错能力；持有CCIE
、HCIE、H3CIE或同等级别以上认证资质者优先（证书仅限网络、安
全方向）；持有CISP、CISSP、CISA或同等级别以上认证资质者优先
。

16 山东省分行
信息科技部
系统管理

一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计算机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及维护。
2.负责数据库、操作系统及各类应用软件的管理及维护。
3.负责系统数据备份等工作。
4.负责总行项目的实施及推广。

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具有5年及以上工作
经历，其中3年以上大型机房硬件系统的运
维经验，包括但不限于物理服务器、存储
及虚拟化环境的管理维护工作。

熟悉linux、windows等操作系统；熟悉各类数据库（Oracle、mysql
、PostgreSQL等）的安装及调优等；熟悉Tomcat、nginx、 redis、
JBoss等中间件及开发工具；具备故障排查和解决经验，能快速处理
各种突发故障；了解网络安全，包括端口使用、服务器漏洞扫描及程
序漏扫分析、网络入侵和攻击分析追踪、网站渗透、病毒木马防范等
。

17
各市分行

（不含青岛）
个人金融部
财富管理

二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制定实施财富管理经营目标与发展措施，培训、指导并组
织辖内分支机构开展财富管理工作。
2.负责理财经理、财富顾问及财富管理内训师队伍建设。
3.负责VIP客户经营管理，落实VIP客户经营发展策略，负责客户
需求分析、数据挖掘、服务内容、线上及线下营销与宣传活动组
织策划。
4.负责财富管理产品推动，相关系统推广、管理与培训工作，开
展财富管理市场、行业和同业研究。
5.负责财富管理品牌宣传及推广相关工作。
6.负责辖内财富中心规划与建设，线上线下渠道协同。
7.负责财富管理风险控制与监督检查等工作。

具有5年及以上金融工作经历（研究生毕业
可放宽工作年限），其中3年及以上银行财
富管理相关工作经验，或3年及以上证券、
基金等行业从业经验，研究生学历可放宽
工作年限。

熟悉金融市场动态、政策动态、同业产品动态，原则上具备银行从业
资格（个人理财）/基金/证券/贵金属等从业资格证书；熟练掌握基
本分析、技术分析等证券市场分析方法，能够熟练分析研判市场行情
走势，具有较强的市场研究和调查分析能力；具备金融理财师
（AFP）证书，熟练掌握客户资产配置、财富规划等相关理论和技
能，具备国际金融理财师（CFP）证书者优先考虑。

18

济南、淄博、
枣庄、烟台、
潍坊、济宁、
泰安、威海、
临沂、德州、
滨州、菏泽

信用卡部
销售管理

二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销售团队业务及日常管理工作。
2.负责移动展业（PAD）终端设备的日常管理及使用情况监控。
3.负责辖内获客类营销活动及销售人员竞赛活动的组织实施。
4.负责协助人力部开展人员招聘、入职、资格考试等工作。

具有5年及以上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研究生
毕业可放宽工作年限），其中3年及以上信
用卡销售团队管理相关工作经验。

熟悉信用卡营销、团队管理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
表达水平、数据分析能力； 熟悉信用卡相关法律法规。

19

济南、淄博、
烟台、东营、
潍坊、济宁、
临沂、德州、
滨州

消费信贷部
产品经理

（汽车消费贷款）
二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车贷产品的运营及管理。
2.负责本地汽车经销商的营销及维护。
3.负责车贷队伍建设及培训。
4.负责新产品的试点、宣传及推广。

具有5年及以上商业银行工作经验（研究生
毕业可放宽工作年限），其中3年及以上汽
车消费贷款相关工作经验，研究生学历可
放宽工作年限。

了解经济、金融、会计及信贷政策；熟悉汽车金融、消费金融商业模
式与技术，拥有个人信贷、信用卡等相关专业岗位管理经验；具有较
好的沟通协调、市场开拓、营销策划和综合文字水平。

20

枣庄、潍坊、
泰安、日照、
莱芜、聊城、
滨州、菏泽

公司业务部            
客户经理

二分 本科及以上

1.负责开拓公司业务市场，开发、维护和管理公司客户。
2.负责市场及客户调研，制定并实施客户综合服务方案。
3.负责收集客户及同业信息，定期开展分析研究。
4.负责防范客户和业务风险。
5.负责执行反洗钱内控制度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具有3年及以上金融工作经历，其中2年及
以上公贷/投行营销工作经历。

对公司业务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具有公司业务营销和项目客户
维护经验；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和营销能
力；熟练运用相关产品，工作实绩突出，了解当地重点产业或重点行
业结构特征，了解当地大中型企业、民营龙头企业及上市公司等重点
客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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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泰安、日照、
莱芜、滨州

公司业务部
国际业务管理

二分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负责国际业务条线产品的客户需求调研。
2.负责产品经营数据统计分析、监管数据报送核对监测工作。
3.负责产品宣传策划、营销推动、制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4.负责组织辖内培训、业务咨询解答、分支机构业务指导。
5.负责辖内机构单证业务审核工作、贸易融资单证技术审查工作
。
6.负责业务档案管理、业务功能测试、系统参数维护、反洗钱审
查、贸金业务贷后管理等工作。

具有5年及以上金融工作经历，其中3年及
以上国际业务/贸易融资开发管理工作经
历，研究生学历可放宽工作年限。

英语四级及以上水平，国际贸易、会计、金融、财务等相关经济管理
类专业；熟悉外汇管理政策法规及相关产品，获得CDCS、CSDG等相关
外汇专家资格证书者优先考虑。

22
烟台市分行

辖内一级支行
公司客户经理 一支 本科及以上

1.负责开拓公司业务市场，开发、维护和管理公司客户。
2.负责市场及客户调研，开展客户综合服务方案。
3.负责防范客户和业务风险。
4.负责执行反洗钱内控制度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具有3年及以上金融或相关经济工作经历。
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和营销能力。熟悉当地
企业或机构类客户，有客户基础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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