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公司及職位
一‧廣州
實習崗位
序號

實習單位名稱

行業類別

崗位要求

備註

工作內容
1、電腦相關專業，本科以上學歷；
2、熟悉各種 web 開發相關技術，如：
HTML、CSS、JS；對 JS 有比較深刻的理解
Web 前端開發工程師：

（包括函數式程式設計，原型繼承，和普通

1、負責 web 前端架構框架、 模式）；

1

廣州市拿火資訊
科技有限公司

互聯網軟

前端技術設計與實現；

3、在解決流覽器相容、解析度適配、元件化

體、藝術傳 2、負責移動互聯網產品的
媒類。
web 前端功能開發；

設計與開發、性能優化等方面有豐富實戰經
驗者優先；

3、新技術的學習，調研和應

4、熟練運用一種或多種主流開源框架或工

用。

具，如 react.js，vue.js 等 ，並對該框架有比
較深刻的見解；
6、熱愛前端開發工作，具有良好的團隊協作
能力，並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

1

可提供
3 個雲
實習崗
位

1、英語能力必須優秀，專 6 以上或者同等考
海外新媒體運營：

試類高分是必要條件，如有第三門可用於工
作的語言能力優先考慮；

1、負責公司品牌在
Facebook，Instagram，

2、本科以上學歷，有嚴謹的思維佈局及結果

TikTok，Twitter，Snapchat， 導向，並且具有強有力的行業資料分析能
YouTube 等社交媒體管道的
力，能及時進行行銷策略的研究及合理調
官方帳號運營，包括日常內
容編輯，素材選取，發佈，
以及資料追蹤；
2

廣州市拿火資訊
科技有限公司

整；
3、1 年以上海外新媒體推廣運營工作經驗，

互聯網軟

操盤過品牌的線上推廣(Facebook ，

可提供

體、藝術傳 2、負責帳號內容推廣，對推
廣資料負責；及時匯總資
媒類。

Instagram，TikTok，Twitter，Snapchat，

3 個雲

料，通過資料分析以及運營
日曆對品牌內容進行優化；

YouTube)

位
4、對海外的文化認知深刻，善於捕捉互聯網
熱點和話題，進而策劃具有高效傳播性的推

3、通過與粉絲互動及時回

廣方案，有效提升品牌在海外各管道的美譽

饋，挖掘和分析用戶喜好，

度和影響力；

結合公司網站在各個平臺策
劃互動活動，實現粉增長，
精細化運作流量，維護品牌

5、有較強的溝通能力，思維活躍，邏輯清
晰，有不斷學習的能力和創新能力；
6、有操盤過音樂教育類，樂器與音樂品牌相

粉絲用戶粘性；

關經驗優先考慮。

2

實習崗

4、 拓展聯繫海外 KOL 及公
關媒體，增加品牌和產品在
社交媒體管道的曝光，為官
網引流負責；
5、 對於美國文化熟悉，根
據海外主流節假日，活動熱
點及電商促銷節點，圍繞品
牌產品策劃全年活動，文案
輸出及宣傳元素設計，提高
產品轉化，擴大品牌宣傳曝
光度；
6、 定期監測競品的社媒運
營情況，有效進行競品調研
及資訊回饋。
對交互產品有嚴謹的邏輯分析能力，並深入

UI 設計師：
3

廣州市拿火資訊
科技有限公司

互聯網軟
體、藝術傳
媒類。

細膩地研究用戶心理；

對交互設計有大膽獨特的個
人見解，能敏銳地發現已有

擅長簡潔並能產生情感互動的設計；

事物中的不合理，具有前瞻

熟悉 IOS 及 Android 操作平臺，瞭解相應的

性，敢於質疑常規，提出並

設計規範；

3

可提供
3 個雲
實習崗
位

實現不一樣的想法，具備個

具有 1-2.5 年設計經驗和優秀個人設計作品，

人的設計節奏，實現 LAVA

傑出的應屆畢業生亦可；

風格的 APP 交互設計。

不需要會樂器，但必須熱愛音樂。

電商運營推廣專員：
1、負責站內外付費推廣計畫
執行和優化，協助推廣主管
完成廣告目標。
2、協助制定電商推廣策略和
方案，使用直鑽、超推、品

4

廣州市拿火資訊
科技有限公司

1、具有 2 年以上天貓和京東管道付費推廣投
可提供

體、藝術傳

銷寶、UD 外投、快車等廣告 放經驗，學習能力強，具有良好的資料分析
能力。
工具，根據回饋資料及時調

媒類。

整投放策略，持續優化投放

實習崗

互聯網軟

效果，定期彙報投放總結報
表；
3、瞭解平臺需求、掌握競品
動態，收集行業資訊，分析
行業和店鋪資料，對推廣資
料進行深入分析,提升投放效
率；

4

2、大專以上學歷。

3 個雲
位

4、完成上級的其它相關工作
安排。
廣州市虎頭電池
5

集團股份有限公

直播和視訊短片工作（2

有想法有創意、具有視訊短片經驗，熟練使

人）

用視訊短片工具

人力行政（2 人）

熟悉辦公軟體

機械製造類

司
廣州品質監督檢
6

其他
測研究院

行銷策劃實習生（1-2人）
【崗位職責】

7

1、參與公司行銷策劃工作，
廣州市城市建設
房產建築類 包括不限於市場調研，資料
開發有限公司
分析，文案撰寫及校對等；

1、本科三年級以上/研究生二年級以上；

可接收

2、認真細心，主動思考，對房地產行業感興
趣。

1-2 名
實習生

2、完成領導交辦的其他工
作。

8

軟體及資訊 實習崗位工作內容：【UI設
廣州越秀金融科 技術服務業 計師】
技有限公司

5

1、學歷要求：全日制本科或研究生在讀學
生；

可接收
1-2 名
實習生

1.分析使用者需求、梳理產
品邏輯，根據核心目標完成
交互原型設計；
2.組織梳理交互設計規範並
負責維護和實施，參與創新
產品的策劃及設計；
3.負責進行系統設計還原測
試及優化，整體視覺風格定
義，制定並輸出相關設計規
範；
4.參與系統規劃構思和創意
過程，負責人機交互設計體
驗，對UI效果進行優化改
進。

2、專業要求：工業設計、交互設計等相關專
業；
3、知識技能：具備優秀的平面設計能力，有
扎實的美術功底及較好的視覺審美，熟悉企
業商務風格的網站，能夠定義一整套視覺風
格及規範；熟悉UI設計方法與熟練掌握AI、
Photoshop、azureRP、sketch等設計軟體，對
UI設計過程有較為深刻的理解，能理解交互
設計在產品各個階段的職責；
4、素質要求：有耐心，善於與人溝通，良好
的團隊合作精神和高度的責任感。

可接收
廣州海港文化傳
9

平面設計，圖片處理，PPT

具備相關專業能力和素質，接受不定時工作

藝術傳媒
媒有限公司

1-2 個
設計製作，公眾號編輯等

制
實習生

6

10

11

廣州珠江愷撒堡
鋼琴有限公司

廣州珠江愷撒堡
鋼琴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1. 負責制定線上價格管控規
則並監測各類電商平臺，對
線上產品價格進行嚴格管
控；
2.負責企業官網及貼吧、論
壇等各類社區的日常維護運
營、優化更新；
3.配合各類行銷事件，組織
經銷商配合進行網路推廣；
4.其他上級領導安排的臨時
性事務。

1.產品及活動宣傳物料設
計；
2.整合提升品牌對外宣傳形
象；
3.上級安排的其他工作。

7

1.大專及以上學歷，市場行銷相關專業優先考
慮；
2.精通主流搜尋引擎的收錄和排名規則，關鍵
字制定規則；
3.熟悉主流網路推廣平臺，包括且不限於抖
音、快手、小紅書等，合理利用平臺資源宣
傳品牌；
4.有一定文案能力，思維活躍，具有良好的溝
通能力。

新媒體
運營崗
（1
人）

1.大學本科以上（有優秀作品這可放寬要
求）;
2.有一定的美術基礎，獨立的創意構思能力；
3.熟練掌握 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
Coreldraw 等平面設計軟體。

平面設
計崗
（1
人）

二‧深圳
實習崗位
序號

實習單位名稱

行業類別

崗位要求
工作內容

12

深圳市思絡科技
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

社群運營助理
1.協助開展社群維護、內容
運營等日常工作
2.組織策劃社群活動，調動
群友積極性，撰寫文案吸引
社群內成員交流互動，對用
戶發展與社群活躍度提供意
見方案；
3.朋友圈日常維護，宣發社
群活動，挖掘精準用戶，增
強私域粉絲互動性；
公共服務類
4.定期規劃和統籌線上分享
的整體運營流程，和嘉賓探
討主題和大綱，組織分配各
項準備工作；
5.有銷售意識，善於傾聽和
挖掘用戶需求，及時推薦相
關活動和產品，做好引導工
作；
6.定期做資料分析，調整並
更新反覆運算運營策略，配
合其他相關的社群運營。

8

1.有新媒體運營或社群運營經驗者優先
2.有線上主題活動策劃與組織經驗者優先；
3.有較強的文字功底，組織能力和語言表達能
力，具備豐富的創意思維，樂於互動交流，
創意豐富，善於與粉絲互動；
4. 學習能力強，思維敏捷，對互聯網的新活
動、新玩法敏感

備註

13

深圳瑞德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市場推廣
1.負責策劃、組織、執行各
類推廣活動，通過活動獲取
客戶資訊以達成資料的有效
轉化，對活動結果負責；
2.協助城市端進行公益進校
講座，確保線上線下講座正
常開展，撰寫宣傳公眾號及
各平臺推廣軟文；
公共服務類 3.參與市場調研，收集行業
資料，篩選目標群體，收集
並分析線上線下宣傳的相關
資料，提供回饋資訊及總
結；
4.負責制定線上線下品牌、
行銷類的市場活動計畫，並
組織實施，確定向上線下宣
傳，包括線上及線下推廣物
料內容確定及設計

9

1.溝通協作能力強，善於整理總結，能牽頭各
部門協同工作；
2.文案創作能力強，邏輯性強；
3.有較強的內容策劃能力和執行力、目標導向
感強，具有一定的情緒管控能力和責任心；
4.良好的人際溝通能力與協作能力，學習能力
強

14

15

一束創意文化
（深圳）有限公
司

一束文化以使用者需求為導
向，立足香港，連結全球畫
廊機構，搭建互聯網藝術平
臺，面向中國市場的大眾藝
藝術傳媒類
術愛好者，提供國際化、專
業性的藝術品及媒體內容，
傳遞藝術價值、提升全民美
育。

工作福
利
1. 實習
工資
新媒體採編實習生
2.彈性
1.對藝術有一定興趣，擅長寫作及資料整理，
的工作
文筆佳，主修藝術類、中文、媒體類優先。
時間，
2.撰寫藝術人物類文章，對現當代藝術、視覺
線上工
藝術有自己的見解。需要對藝術、繪畫、展
作
覽等有熱情，觸覺敏銳。
3. 需採
3.簡單排版和設計。
編內容
4.實習期限最少 6 個月
的藝術
展可以
記者身
份入場

賦之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1、篩選海外社媒平臺
KOL、聯繫對方、建立合
作；
機械製造類 2、跟進合作效果，對相關資
料進行整理分析；
3、協助 Enabot 海外官方社
媒帳號的內容策劃和發佈

1、英文流利，熟悉海外各類社交媒體平臺的
規則和玩法；2、日語或韓語流利優先；
3、工作積極主動，有抗壓性；
4、有簡單作圖能力優先

10

需求：
1名

16

17

賦之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1、篩選國內新媒體平臺
KOL、聯繫對方、建立合
作；
機械製造類 2、跟進合作效果，對相關資
料進行整理分析；
3、協助 Enabot 國內官方社
媒帳號的內容策劃和發佈

1、傳播學、新聞學、廣告學等相關專業優
先；
2、重度社交媒體使用者，懂不同平臺用戶的
習慣和興奮點；
3、有一定的資料分析能力，能夠從資料分析
中得到結論，有敏銳的互聯網感受，具備感
知和抓取熱點的能力；
4、有審美，較強的溝通能力、談判協調能
力、主動學習、執行力強

需求：
1名

賦之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協助設計師
1. 天貓、京東等詳情頁與主
圖整體的視覺設計、排版和
美化；
2. 亞馬遜相關的圖片製作、
優化；
3. 各新媒體平臺的平面設
機械製造類 計，以及彩頁、海報等設
計；
4. 與團隊配合，理解產品賣
點，制定視覺風格，主導創
意的執行與設計；
5. 配合日常運營及策劃的活
動，提供相關的視覺設計支
援。

1、視覺設計相關專業，有扎實的美學工地，
有較強的設計感和對色彩的把控能力；
2、精通各類設計軟體的使用，有手繪、插
畫、周邊設計相關經驗會是加分項；
3、團隊協作能力強，有較強的溝通能力；
4、有敏銳的設計洞察力及清晰的設計思維，
具有良好的創新意識及美術基礎，熱愛設計
行業；
5、邏輯思維清晰，做事認真、細緻，主動性
和自驅力強，具備良好的工作習慣。

需求：
1-2 名

11

18

19

深圳華文捷通國
際文化發展有限
公司

粵港澳大灣區青
年創新創業中心

其他

1、統計並分析跨境電商最新
資料；每月收集處理亞馬遜
平臺資料
2、負責收集、整理各類政府
持、補貼政策等資訊，瞭解
申報項目的流程與條件
3、保管財務憑證，按規定對
各種會計資料，定期收集、
審查核對；

活動策劃實習生
1、根據青年、港澳、創新創
業等主題，制定年度活動計
畫，參與撰寫活動方案及負
責組織活動執行，形成活動
品牌；
2、聯繫國家省市區政府和有
關部門，商討活動方案、預
公共服務類 算、實施、監督及宣傳效果
的跟蹤與評估；
3、負責牽頭協調各部門合作
分工，高效規範完成活動，
總結活動經驗，分析活動資
料，形成流程化輸出，對接
辦公室活動資料存檔匯總；
4、對接媒體宣傳部，擴大活
動影響力和知名度，產生品

12

1.電子商務專業優先；
2.僅招暑期實習生（6 月可上崗）；
3.熟練操作 office 辦公軟體（word、excel、
PPT 等）
4.較強溝通協調能力，對資料敏感，分析、歸
納和總結能力較強;

1、擔任過學生會和社團主要負責人優先；我
們期待你熱愛創造新事物、腦洞大、對生活
與創意開放心態、樂於解決問題；
2、我們希望你會具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可以
順暢自然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擁有好奇心，喜
歡新事物與挑戰，保持學習和思辨能力；
3、活動文案能力扎實者更加分；
4、具有強大的執行能力和責任心，工作中有
較強的主動性；
5、能熟練使用 Photoshop/Coreldraw 等圖片處
理及視訊短片軟體優先；
6、熟悉活動預算以及廣告、物料、場地搭建
等；
7、有活動品牌意識和活動資料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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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效應；
5、負責對接活動外部合作
方，拓展優質商務活動戰略
合作夥伴，確立合作關係和
明確分工；
6、參與公司綜合部門其他工
作事項。
媒體宣傳實習生
1、負責“香港青年創協”微信
公號的運營和維護工作，保
證新聞發佈的時效性和準確
性，包括但不限於日常內容
編輯、策劃、發佈、維護、
管理、互動、提高影響力和
關注度等；
2、作為媒體對接人，負責聯
繫對接黨政機關宣傳部門以
公共服務類
及維護媒體關係包括：今日
頭條、人民日報海外版、新
華社香港、中央電視總台大
灣區之聲、深圳衛視、深圳
特區報 深圳日報、大公報、
文匯報、香港商報 、網易新
聞、騰訊新聞、搜狐、一點
資訊、人民網、百度百家、
南方+、鳳凰網、新浪看點、
介面新聞、微博、抖音、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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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及以上學歷，新聞、中文、傳播、廣
告設計等相關專業優先，粵語，英語流暢更
優；
2、擁有運營微信、微博、網站編輯等相關工
作經驗者優先；
3、熟悉各類媒體，擁有圖片處理、H5 製
作、視訊短片等技能；熟悉互聯網社群產品
運營，瞭解網路社會化媒體傳播形式；網路
熱點捕捉能力強，資訊的搜集與編輯能力
強；網路閱讀廣泛，採集、整合資料能力
強；
4、熱愛互聯網和文字類工作，文筆流暢，耐
心細緻；
5、良好的系統思考能力、溝通能力、抗壓能
力和高效執行力，有一顆刻苦學習向上的心
和良好的團隊合作能力；
6、熟悉媒體傳播流程，熟悉黨政機關宣傳工
作，改善傳統宣傳模式，能把寫新聞或是編
稿件做成一件富有創意和趣味的事情；
7、投遞簡歷時請附帶作品。

手等媒體。建立全媒體傳播
矩陣，構建多維度立體化的
資訊出入口，對各埠進行協
同管理；
3、負責組織品牌形象策劃管
理和活動宣傳推廣，發佈大
灣區發展規劃以及政策、會
員企業風采展示、商業新聞
案例等；
4、運營管理現有粵港澳創業
社群，開發新的社群，將資
訊載體向目標受眾進行精准
分發、傳播和行銷，關注用
戶裂變式增長，提高品牌影
響力和關注度，打造有粘性
的高品質社群。
5、負責對文字、聲音、影
像、動畫、網頁等資訊內容
進行策劃和加工，使其成為
適用於傳播的資訊載體，如
圖文式內容製圖、公司海報
設計、視頻策劃、拍攝及剪
輯等；
6、獨立完成新聞宣發原創稿
件及領導團隊協作新聞宣傳
相關內容（包括攝影、攝
像、採訪等），及時完成相

14

關內容稿件及報導；
8、對接辦公室完成年報、季
度報、月報以及重大事件等
圖文展示和存檔；
9、對接辦公室管理所有宣傳
物料、電子資料圖片、視頻
等；
10、對接活動策劃部負責大
型活動賽事宣傳方案策劃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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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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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服務實習生
1、負責中心（創業專案/團
隊）的聯絡、篩選及入駐等
工作。接待客戶諮詢，介紹
中心運營情況、政府政策
等，瞭解對方需求，解答問
題，促成簽約合作；
2、負責中心已入駐企業（創
公共服務類
業專案/團隊）的日常對接工
作，具體為企業服務、辦理
入駐、合同簽訂、續租續
約、合同終止、在孵企業租
金收繳、退租事項辦理（物
業簽收等）、企業資訊溝
通，即時瞭解企業經營、人
員等狀況；

15

1、全日制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有客戶開發服務相關經驗優先考慮；
2、在孵化器、眾創空間工作過，有園區服務
經驗優先；
3、思維活躍，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和創意能
力；
4、工作認真負責，有一定的抗壓能力；
5、有較強的溝通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及良好
的語言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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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青
年創新創業中心

3、負責收集、統計企業滿意
度情況並不斷完善、提升中
心服務標準；
4、負責維護中心入駐企業/
項目投融、政策諮詢申報服
務；
5、拓展各類金融管道及投資
機構，並負責維護中心與資
本市場的關係；建立健全中
心投融資板塊架構。
行政實習生
1、負責公司領導及各部門工
作日程跟進
2、領導請示、通知、對政府
函件等公文並審核待簽發的
文稿；
3、協助處理公司人事事務，
配合協調各部門的工作關係
公共服務類 並且負責考核；
4、組織召開例會等會議，組
織編寫會議紀要和決議，並
檢查各部門貫徹執行情況；
5、管理公司資產、辦公用
品、檔資料，做到制度健
全，按章辦事並負責行政費
用的預算與控制；
6、負責公司行政後勤以及完

16

1、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力資源、行政管理等
相關專業優先；
2、具有一定的文字編寫能力及良好的辦公軟
體操作能力；
3、有良好的溝通、協調、理解能力，邏輯思
維較好；
4、主動、積極性較強，對自己工作範疇內或
相關範疇的工作主動完成；
5、有良好的主動意識。

成領導交辦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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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如璧方服裝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如璧方服裝
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實習生
1、負責公司領導及各部門工
作日程跟進
2、領導請示、通知、對政府
函件等公文並審核待簽發的
文稿；
3、協助處理公司人事事務，
配合協調各部門的工作關係
並且負責考核；
藝術傳媒類
4、組織召開例會等會議，組
織編寫會議紀要和決議，並
檢查各部門貫徹執行情況；
5、管理公司資產、辦公用
品、檔資料，做到制度健
全，按章辦事並負責行政費
用的預算與控制；
6、負責公司行政後勤以及完
成領導交辦的其他工作。
新媒體運營實習生
1、負責移動互聯網自媒體平
臺(包括各種貼吧、微博、小
視頻小紅書抖音等平臺)日常
藝術傳媒類
運營及推廣工作:例如百度、
微信、小程式，公眾號等；
2、收集、研究網路熱點話
題，結合新媒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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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力資源、行政管理等
相關專業優先；
2、具有一定的文字編寫能力及良好的辦公軟
體操作能力；
3、有良好的溝通、協調、理解能力，邏輯思
維較好；
4、主動、積極性較強，對自己工作範疇內或
相關範疇的工作主動完成；
5、有良好的主動意識。

1、大專及以上學歷，市場行銷、廣告、電子
商務、新聞、中文等專業優先；
2、具有 1 年及以上新媒體運營經驗者優先；
3、有較好的文字功底，懂得線上傳播技巧，
熱衷於各類網路社交平臺，熟悉移動互聯網
運營；
4、熱愛新媒體行業和自媒體運營，對多種平
臺熟悉者優先；

25

深圳如璧方服裝
科技有限公司

性，對貼吧、小視頻、微
博、微信等推廣內容進行即
時調整和更新；
3、負責策劃並執行網路行銷
線日常活動及跟蹤維護，根
據要求編輯、推送相應內
容；
4 挖掘和分析粉絲客戶線上
的問題回饋及服務體驗感
受，與使用者進行互動；瞭
解社交化媒體發展趨勢，能
夠結合即時行銷動態，優化
行銷方案達成行銷業績；
5、能完成上級領導安排的其
它工作內容；
6、會跟粉絲進行互動，有社
群運營能力；能策劃品牌活
動、進行推廣等。
助理
1、熟悉工藝、版型、面輔料
2、能與版房溝通
3、能承受壓力、吃苦耐勞
藝術傳媒類 4、有品牌經歷
5、熟悉面料市場
6、能做設計、海報等，能寫
衣服描述、設計點
7、能搭配，幫忙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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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 p 圖、會剪切視頻者優先。

1、大專及以上學歷，具有 1-3 年相關經驗
（不含實習經驗）
2、綜合能力較強，心態積極

8、可以幫忙走秀、訂貨會以
及沙龍活動
9、能完成上級領導安排的其
他工作內容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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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深圳市睿默諮詢
有限公司

深圳市睿默諮詢
有限公司

深圳市睿默諮詢
有限公司

參加港深心理健康線上援助
社群/提供心理健康行業創業
公共服務類
服務諮詢/共創大健康前沿行
業發展

新媒體運營
1、專業要求中文/新聞/傳媒類/平面設計/視覺
藝術；
2、熟悉掌握 OFFICE 全套軟體，視頻流媒體
編輯、新媒體編輯技術應聘者優先考慮。

參加港深心理健康線上援助
社群/提供心理健康行業創業
公共服務類
服務諮詢/共創大健康前沿行
業發展

平面設計
1、專業要求中文/新聞/傳媒類/平面設計/視覺
藝術；
2、熟悉掌握 OFFICE 全套軟體，視頻流媒體
編輯、新媒體編輯技術應聘者優先考慮。

參加港深心理健康線上援助
社群/提供心理健康行業創業
公共服務類
服務諮詢/共創大健康前沿行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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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社群文化傳播/員工心理健康援助計畫
（EAP）
1、專業要求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工作、臨
床護理或相關
2、熟悉掌握 OFFICE 全套軟體，視頻流媒體
編輯、新媒體編輯技術應聘者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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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睿默諮詢
有限公司

30

前海富思傳媒
（深圳）有限公
司

31

前海富思傳媒
（深圳）有限公
司

參加港深心理健康線上援助
社群/提供心理健康行業創業
公共服務類
服務諮詢/共創大健康前沿行
業發展
設計專員
1.可獨立完成規劃方案設計
並主導方案關鍵技術輸出；
藝術傳媒類 2.協助分析客戶需求及維護
與客戶/甲方的良性溝通；
3.瞭解專案流程，及時總結
提煉專案的技術要點。
活動策劃專員
1、負責制定活動的實施計畫
及方案；
2、負責活動的策劃，創意，
撰寫；
藝術傳媒類
3、負責活動的組織，執行，
跟蹤，總結；
4、與合作單位密切保持聯
繫，以迅速瞭解、掌握合作
單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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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健康/心理健康干預計畫科研崗
1、專業要求神經科學、腦科學應用、多媒體
應用專業、行為認知科學、醫學或相關；
2、熟悉掌握 OFFICE 全套軟體，視頻流媒體
編輯、新媒體編輯技術應聘者優先考慮。

具備統籌多專業綜合協調或某個技術領域突
出的能力，執行力強，邏輯清晰嚴密，工作
效 率 高 ， 較 強 的 成 就 動 機 。

需求：
1名

文筆優秀，有較強的應變能力、口頭表達、
撰寫能力與溝通能力，頭腦靈活，思路開
闊，具有較強的團隊合作精神和服務意識。

需求：
1名

32

33

前海富思傳媒
（深圳）有限公
司

深圳市見新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

市場專員
1、根據公司政策要求，指
導、督查供應商落地執行情
況，做好記錄並回饋；
2、 根據公司政策及相關管
理文件，做好供應商銷售管
理體系業務對接與提升；
3、根據當地市場和管道情
況，管理、跟進供應商管
藝術傳媒類 道，提升整體管道能力；
4、獨立完成行業產業鏈市場
與調研，並輸出調研報告與
我司應對建議；
5、收集和整理競爭企業、技
術和產品的資訊並及時進行
內部傳遞；
6、挖掘管道商合作，為管道
商的經營問題提供建議和輔
助支持。
新媒體實習生
1、負責公司在新媒體平臺
（公眾號、知乎、小紅書
公共服務類
等）上官方帳號的統籌管理
（青年服
與運營，通過有創意、有品
務）
質的內容為公司帳號吸引粉
絲用戶、提升帳戶的活躍
度，並最終提升公司的品牌

21

熟悉運控行業市場與運營模式，有市場調
研、市場行銷、市場分析、商業分析等工作
經驗，具備獨立的市場分析能力

需求：
3名

新媒體實習生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學歷，市場行銷、新
聞、傳播、廣告、社會學等相關專業為佳；
2、熟悉主流新媒體平臺，有過運營公眾號、
知乎、小紅書等帳號者優先；
3、對社會公益、社會創新感興趣，認同
RELOOK 提倡的價值理念;
4、具有優秀的時間管理能力、團隊溝通合作

需求：
1 名，
具體工
作內容
可視具
體情況
進一步
詳細溝

知名度；
2、其他必要關聯工作

34

深圳市見新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

能力等。

項目助理實習生
1、公益創新、青年發展方向
專案統籌協助；
公共服務類 2、創意活動策劃及落地執
（青年服 行；
務）
3、協助活動關聯組織運營及
相關行政事務；
4、其他必要關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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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見新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

公共服務類 社群運營實習生
（青年服 負責運營好各項活動的線上
務）
社群

36

深圳市見新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

公共服務類 平面設計實習生
（青年服 協助設計各類宣傳物料（包
務）
括海報、宣傳冊等）

22

項目助理實習生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學歷，社會學等相關專
業優先考慮；2、執行力強，能夠獨立策劃統
籌進行活動執行；
3、對社會公益、社會創新感興趣，認同
RELOOK 提倡的價值理念；
4、具有優秀的時間管理能力、團隊溝通合作
能力等。

社群運營實習生
1、負責運營好各項活動的線上社群；
2、專業不限，有相關經驗者優先考慮，對社
會創新及深港青年服務感興趣者優先考慮。

平面設計實習生
設計類專業為佳，擅長利用電腦製圖者優先
考慮

通

需求：
2 名，
具體工
作內容
可視具
體情況
進一步
詳細溝
通
需求：
1 名，
具體工
作內容
可視具
體情況
進一步
詳細溝
通
需求：
1 名，
具體工
作內容
可視具
體情況

進一步
詳細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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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衡通瑞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衡通瑞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自媒體運營實習生
1、 給有留學意向的中學生
及家長提供留學諮詢；
2. 回答關於背景提升、申請
流程的各類問題，並推薦和
介紹符合同學需求的留學服
務；
3、負責小紅書/微博/抖音帳
號運營；負責符合產品調性
或 IP 人設的圖片製作；通過
小紅書/微博/抖音等線上方
式，宣傳推介海外留學服務
4、負責帳號內容選題、編
輯、發佈，素材篩選收集，
最終提高投放和銷售的轉化
留存率；
留學顧問職位描述
1. 負責協助留學顧問完成學
校的申請跟進工作；
2. 協助留學顧問完成內容對
接，並不斷提升自己的業務
水準。

23

1、瞭解並對海外留學、學歷提升感興趣；
2、熟悉小紅書/微博/抖音等運營規則，長期
活躍於各大社交媒體；
3、有一定的文字功底、熟悉測評、分享、種
草類的寫作技巧；
4、熟練使用美圖秀秀、黃油相機、剪映等拍
攝和後期修圖 APP；
5、善於溝通，具備主動靈活性、上進行和責
任心，有一定的抗壓能力；
6、港澳人士【香港永久性居民，或者赴香港
定居的內地居民（已註銷內地戶籍）】、有
境外學習/實習經歷者優先考慮；
7、投遞簡歷時可附上相關個人作品。

需求：
2-3 名

1、本科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2、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強度，工作有條理、細
心；有耐心和上進心；
3、普通話良好，思路清晰，良好的溝通與表
達能力，責任心強；
4、大學英語四級以上；
5、熟練運用 office 辦公軟體。
6、歡迎應屆畢業生或者有致從事留學行業人

需求：
2-3 名

員應聘。

三‧珠海
實習崗位
序號

實習單位名稱

行業類別

崗位要求

備註

工作內容
8 個崗
39

樂士文化區

藝術傳媒類

文員、新媒體等

藝術傳媒類相關專業
位

互聯網軟體
7 個崗
40

金嘉創意穀

及電子通信

文員、新媒體等

互聯網軟體相關專業
位

類
四‧佛山
實習崗位
序號

實習單位名稱

行業類別

崗位要求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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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實習崗位：人力資源實習生
工作內容：
1、協助完成招聘、人事等相
國信證券股份有

1、具有良好的溝通、表達能力以及團隊合作

關工作；
41

限公司佛山禪城 金融保險類

2、根據部門需要，配合完成

分公司

精神；
2、熟練使用 Office 等辦公軟體。

資料統計分析等相關工作；
3、完成部門臨時交辦的其他
工作。

實習崗位：宣傳設計實習生
工作內容：
國信證券股份有
42

1、協助完成宣傳設計相關工 1、熟練使用 Office、Photoshop 等軟體；

限公司佛山禪城 金融保險類 作，包括海報製作、圖片設 2、具有創造力、溝通表達能力及團隊合作精
分公司

計、小視頻製作；

神。

2、協助產出有創意、符合公
司需求的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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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部門臨時交辦的其他
臨時工作。

43

廣東伯樂相馬人

協助人事部做好公司員工（包括外派人員的

力資源服務有限 公共服務類 人力資源實習生

基本資訊錄入登記，考勤，工資表的製作等

公司

其他相關人力資源部門需要完成的工作）

廣東伯樂相馬人
公司員工的建檔歸檔，分門別類等前臺文員
44

力資源服務有限 公共服務類 文員
工作
公司
廣東伯樂相馬人
負責利用互聯網等管道為公司的他、獵頭、

45

力資源服務有限 公共服務類 招聘專員實習生

RPO 專案獲取人才資源

公司
1、良好的美術感覺和功底，對創意概念的領 上 班 時

平面設計

1、根據專案需求，獨立完成 悟性強，具備較強的學習能力；

間：週

廣東創喜文化傳
藝術傳媒類 公司各項目的會場、舞臺、 2、創作能力強，富有創造力，能獨立、快捷 一 到 週

46
播有限公司

展廳、美陳等設計工作；

完成設計工作；

六

2、企業品牌形象平面設計和 3、精通各類設計軟體，能熟練操作 CAD、 上 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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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CDR 等製圖軟體，具備一定藝術獎賞力 點 到 中

宣傳資料的製作；

3、配合策劃推廣活動，並參 和審美能力；

午

12

4、工作認真，有責任心，踏實肯幹，富有團 點 ， 下

與執行；

隊精神；

午 2點

5、有廣告公司活動平面設計經驗者優先

到晚上
6 點。

1、負責日常客戶需求溝通，活動專案跟進落 上 班 時
實；

間：週

活動策劃
2、協調跟進專案組溝通創意、提案、執行； 一 到 週
1.參與專案前期方案，專案
3、客戶關係維護，增加公司服務品質；
廣東創喜文化傳

的執行和落實
4、精准把握客戶需求，並能清晰、準確的對 上 午 9

藝術傳媒類

47
播有限公司

六，

2.協助策劃總監完成專案需
內傳達客戶需求； 崗位要求： 形象好，氣質 點 到 中
求工作
佳，性格開朗； 邏輯思維清晰，做事認真、 午

12

3.完成公司下達任務
細緻，表達能力強，具備良好的工作習慣及 點 ， 下
處事心態； 具備團隊合作精神，有較強的上 午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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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心，責任心強，能承受工作壓力。 善於靈 到 晚 上
活處理問題，有一定的責任心與客戶服務意 6 點
識 不定期小福利,加班補貼，提供最舒適的辦
公氛圍和最大化的創意空間。
媒體宣傳

能保證

瞭解收集港澳地區青年關於

實習一

來佛山發展的需求和問題， 具備較好的資料檢索能力，能根據工作內容 個 月 以
整理並提供政策對接和解答 查找相應的資料，並整理成自己的語言；

上，週

佛山市有為青年
服務。
48

根據宣傳需要或工作內容，能完成內容編輯 一 至 週

就業創業服務中 公共服務類
制定公司在港澳地區的媒介 和製作（包括但不限於文字、宣傳圖片、視 五 工 作
心管理有限公司
傳播策略與宣傳推廣計畫， 頻、表情包等），能聯繫相關的港澳社團組織 時 間 溝
如服務內容傳播、佛山政策 及媒體社交平臺進行投放尤佳。

通能及

宣傳等。

時

回

復。
49

1、有團隊合作精神；網感好，求知欲強，善 實 習 時

佛山思享咖文化 藝術傳媒類 新媒體創意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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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負 責 微 信 公 眾 號 、 抖 於學習，腦洞大開。

傳播有限公司

間至少

音、微信視頻號等平臺的運 2、有良好審美視覺和基礎文字及美工能力， 一 個 月
營日常內容發佈、維護、管 能完成海報\長圖設計及視訊短片。

以上，

3、執行力強，善於溝通，能適應遠端線上工 可 以 使

理，推廣公司品牌；

2、 發掘熱點事件結合品牌 作交流。

用微信

定位進行內容借勢行銷創意

/企 業

文案策劃。

微信等
工具進
行工作
交流溝
通，有
責

任

心。
佛山市星合聚力

展覽策劃

具有較深厚的文字功底與文案撰寫的能力；

週一至

公共服務類

50
文化發展有限公

1、負責展陳大綱編寫、撰寫 2、有較好的理解力、溝通能力和執行力；

29

週五工

司

展廳策劃方案、活動會展策 3、喜歡看展，尤其對各類小眾/有趣展覽有 作 日 時
劃內容及文案細化工作。

創作想法，有對接資源者尤佳。

間能保

2、展廳專案內容策劃、主題

持線上

創意，與展覽路線規劃、數

溝通選

位多媒體展示形式的設定。

題

3、編輯和製作策劃方案彙報

流，至

PPT， 能夠 表 達出 策展 的 設

少能保

計理念，協助調整、深化策

證實習

劃相關的工作。

一個月

交

時間以
上
•
•
•

尚有更多實習崗位快將推出
實習崗位、工作內容會不時更新，一切以企業公佈的資訊為準。
企業可視乎實際情況決定聘用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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