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行风险管理板块相关部门招聘启事 

一、适用于所有岗位的应聘要求 

·         诚实守信、公道正派、敬业爱岗、勇于创新；   

·         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   

·         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软件。   

·         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年龄、工作年限等基本应聘条件。  

 二、报名方式：   

登录我行网站：www.spdb.com.cn，点击“招聘信息”栏，下载并填写《应聘报名表》

（有工作经验人士），通过电子邮件以附件形式发送至：recruit@spdb.com.cn  

为使您的简历得到有效筛选，邮件主题请按如下样式填写：“有工作经验人士应聘—***

（部门全称）—***（岗位全称）—***（姓名）”   

 三、招聘岗位列表   （以下岗位主要面向上海地区招聘） 

部门   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风险政策部   

组合管理岗  1 

上海   

发展规划岗 1 

制度管理岗 1 

并表风险管理岗 1  

http://www.spd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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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岗（风险） 1  

风险监控部   

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监控岗 1  

市场风险监控岗  2 

预警监控岗 1 

风险检查岗 1  

授信管理部 

创新业务审批中心 授信审查岗/授

信审批岗  

2  

信用评级岗  1 

授信管理岗/授信管理岗（数据统计

分析）  

1  

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合规达

标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风险计量岗 1 

综合管理岗 2 

模型验证岗 2 

 四、招聘岗位详细信息   

【风险政策部】   

组合管理岗   

岗位职责：收集宏观经济、区域、产业及各类监管政策；研究国家、区域、行业、监管

政策导向以及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发展趋势；参与年度信贷政策、区域政策、结

构调整政策等各类信贷组合管理策略的制定；负责信贷组合管理数据的整合、分析及运用，



为组合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参与制定组合限额管理方案，逐步构建行业、区域、产品限额管

理体系；参与监督信贷政策、结构调整计划、组合限额执行情况；参与分行信贷规模分配、

风险管理评价等配套管理工作；参与区域、行业及客户的调研工作，为信贷组合策略调整提

供决策支持等。  

应聘条件： 35 周岁以下；经济、金融、会计、统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 年以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工作经验；熟悉金融法律、法规和银行业监管规定；具备较强的

宏观经济分析和金融政策研究能力，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熟悉商业银行

各项主要业务、风险管理流程及政策制度体系；熟悉产业区域分布和行业运行特点，了解行

业客户发展趋势，能够灵活运用公司授信产品；具有较强数据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 SAS 

STATA、Excel 等数据分析软件；工作态度积极主动，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具有国内外

大型商业银行总行相关风险管理岗位或总分行授信审查审批岗位、组合管理岗位、新资本协

议相关工作经验、具有持有 FRM、CFA、CPA、ACCA 等相关资格者优先。 

 

发展规划岗   

岗位职责：参与分行风险经营评价工作；参与风险板块信息宣传工作，管理网站建设工

作；参与风险板块培训管理工作；参与全面风险管理战略规划撰写工作,参与总分行风险管

理架构调整方案设计工作；协助建立并推进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制度，参与风险分析、评估、

报告工作；参与风险管理模式调研、研究工作，提出管理建议；参与部门工作计划和总结的

撰写工作；参与风险管理综合性报告撰写工作；参与外部风险管理、风险分析等信息的收集

和编撰工作等。  



应聘条件： 35 周岁以下；经济、金融、财会、管理或法律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学历；3 年以上国内或国际商业银行相关工作经历，具有总行工作经验者优先；具有商业

银行风险管理、统计分析或绩效考核某一方面的实务经验；有较强的研究分析和文字综合能

力。 

 

制度管理岗   

岗位职责：参与研究、拟写和修订全行公司银行、投资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资

产管理业务相关的风险管理政策及制度；参与各项产品制度及业务方案的风险审核工作，对

产品制度、管理流程等提出专业意见；参与授信业务授权管理工作；参与风险政策和制度的

适用性和执行情况评价工作；参与业务领域风险管理课题研究及调研；参与风险政策的日常

培训；参与贸金业务的风险调研和分析,提出政策建议等。  

应聘条件： 40 周岁以下；金融、经济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3 年以上商

业银行风险管理经验，具备商业银行总行或一级分行风险管理部门工作经验者优先；具备金

融市场及其他创新业务实务经验，具有一定法务基础人员优先；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和沟通

协调能力；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应聘条件。 

 

并表风险管理岗   

岗位职责：拟写集团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开展子公司信用风险监测，形成定期报告；开

展风险偏好、投向政策、风险分类和集中度相关管理，优化集团内风险隔离与防火墙机制，



定期识别与评估跨境跨业重大风险；开展非银金融行业的监管政策研究，实施子公司风险管

理调研与检查；牵头协调职能部门落实监管机构对并表风险管理的各项要求等。  

应聘条件： 35 周岁以下；金融、经济、法律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3 年

以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工作经验，有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工

作经历者优先；具有较强的数据处理、文字组织和研究分析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沟

通协调能力。 

 

统计分析岗（风险） 

岗位职责：参与各类风险报表的编制和报送；参与调研，为各类风险分析报告提供数据

支撑或直接参与统计分析报告的撰写；负责对系统原始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监督，对数据异

常做好提示工作；参与风险预算编制；参与风险绩效考核指标的设置及测算工作；参与组合

管理分析；配合审计、检查的数据提供工作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金融、会计、财务管理、统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历；3 年以上国内或国际商业银行相关工作经历，有总行工作经验者优先；具有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统计分析或绩效考核某一方面的实务经验；具有较强的数据处理、表格制作、文

字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风险监控部】 



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监控岗(股票盯市方向)  

岗位职责：负责识别资产管理业务中市场风险，并对新产品，新业务、新流程中的市场

风险提出管控要求和具体措施；负责对股票、债券，外汇及衍生、货币市场、贵金属等交易

类产品进行日间监测及市场风险管理和评价，必要时提示风险，撰写监控报告；跟踪分析高

危投资组合估值情况，对可能触发平仓条件的净值相关业务，适时提出预警；制定各类投资

资产流动性压力测试方法和工具；负责资产管理业务流动性风险监控、评价及报告，组织流

动性压力测试；参与资产管理业务系统建设；参与资产管理业务投资的制度办法或文件的会

签工作；参与资产管理业务创新研究、调研，协助制定管理办法等。  

应聘条件：40 周岁以下；金融工程、经济学、数理金融、统计学、计算机等专业全日

制本科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历优先；3 年以上券商、基金（含私募基金）等金融机构工作

经验或风险管理经验；熟悉 Office 系列办公软件，精通 Excel、熟悉并能独立编写 VBA、

SQL、Matlab 或 C++等自动程序化脚本者优先；熟悉商业银行资金交易业务或资产管理业

务，熟悉相关监管规定，具有风险管理、资金交易等相关经验，有较强的政策理解和洞察能

力；熟悉金融工具及金融市场运作，能够运用金融工程技术对资金交易产品进行结构分析、

定价和风险评估；工作细心、积极，逻辑严密，责任心强，能够承担一定压力；具有良好地

数据处理能力；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理解分析能力与变革适应能力；具有较强的文字综合

能力和分析能力。熟悉宏观经济和市场研究分析方法，有实际交易和市场研究分析、有资本

市场投资交易工作经验、熟悉资本市场投资产品风险管理方法者优先；具备证券公司、基金

公司等市场风险管控工作经验者优先；有 FRM/CFA 证书者优先；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应聘条件。  

     



市场风险监控岗  

岗位职责：负责集团层面市场风险管理政策体系的建设，制定和完善对并表机构、海外

分行、总行部门和境内分行市场风险管理的政策和流程；制定新产品市场风险管理规则，包

括构建和完善新产品估值模型、制定新产品限额指标、提出新产品市场风险管理要求和监控

方法；负责各类金融工具市场风险计量和分析模型的开发、内部验证和优化，为市场风险监

控、分析和评价提供方法论和工具；根据监管要求和管理需要完善市场风险内部模型系统的

功能，加强系统应用，提高系统对市场风险精细化管理和评价的支持能力等。  

应聘条件：40 周岁以下；金融工程、数理金融、统计学、数学、系统工程、计算机科

学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历优先；2 年以上定量研究、模型构建等相

关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各类金融工具定价原理和估值模型，熟悉风险价值、压力测试、返回

检验等计量方法；熟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监管机构对市场风险的相关规定，熟悉商业银行

金融市场业务；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高度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敬

业精神，善于沟通交流；具备市场风险系统或金融市场交易系统项目实施经验者优先；精通

Excel，能独立编写 VBA、SQL、Matlab 或 C++等自动程序化脚本者优先；具有大中型中

外资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经验者优先；有 FRM/CFA 证书者优先；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

宽应聘条件。 

 

预警监控岗  

岗位职责：负责完善全行信用风险预警管理机制和预警系统，撰写全行预警工作分析报

告，为风险分类及信贷审查审批等工作提供决策依据；负责全行风险贷款非现场监控，具体



指导对口区域分行资产质量管理；负责组织全行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业务风险监控方

案的制定和实施；负责制定全行授信业务结构调整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全行月度、季

度、年度资产质量监控报告的撰写工作；负责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创新、丰富非现场监控

的手段，提升总行监控水平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经济、金融、管理、法律、信息科技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历，硕士以上学历优先；5 年以上国内外金融机构或会计师事务所信用风险管理、审计检

查、数据分析挖掘工作经历；在上市股份制银行总行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者优先；熟悉

银行基本业务产品及相关管理政策，具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有撰写综合性风

险管理报告经历者优先；能熟练运用 Office 系列办公软件，精通 Excel 和 PPT 制作；具有

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高度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敬业精神，善于沟通交

流。 

 

风险检查岗 

岗位职责：根据检查计划安排，负责完成对分支机构的常规和专项检查工作，撰写检查

报告；负责督促、指导分支机构对检查中的问题落实整改；负责推进分行的贷后/投后风险

管理体制、机制建设；负责完成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涉及声誉风险事项的核查工作；负责

完成监管部门要求的各类专项检查工作等。  

应聘条件：40 周岁以下；经济、金融、管理、法律、信息科技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历；5 年以上国内、国际银行或金融机构营销、授信、风险管理或审计工作经历；熟悉银

行业务产品及相关管理政策，具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能适应较长时间的外地



分行现场检查工作；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高度的团队协作精神

和敬业精神，善于沟通交流。 

 

【授信管理部】   

创新业务审批中心 授信审查岗/授信审批岗  

岗位职责： 负责分行和总行有关部门申报的公司、投资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业

务审查审批工作；负责客户准入、信用评级、风险限额调整等业务审查审批工作；参与制订

和完善客户、行业、区域准入标准，业务管理规程及授权；参与研究和制定我行产品管理、

风险管理政策等规章制度；参与研究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政策及区域市场、行业政策，并撰

写分析报告；参与对分行或行业工作的指导、业务质量监控、标准执行监测、风险检查、分

析和报告；参与并实施全行相关业务人员的专业培训等。  

应聘条件： 30 周岁以下，有丰富从业经历者可放宽至 33 周岁以下；金融、数理、经

济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历优先；3 年以上商业银行总分行层级或其

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公司、投资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业务的市场营销、审查审批、

风险管理、合规工作经历，或在知名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工作经验；熟悉商业银行业务种类、

产品功能和业务流程，以及监管部门的政策规定；具有一定的风险分析判断能力和识别能力；

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具有注册会计师、CFA、证券从业资格证书者优先，

拥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部门、资产管理部门或金融市场部门风险管理岗工作经验者优

先，拥有大型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投资研究岗或风险管理岗工作经验者优先；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应聘条件。 



   

信用评级岗  

岗位职责：负责授权范围内信用评级、限额调整审查审定工作；负责参与客户信用评级、

风险限额管理制度的制定；负责参与执行全行信用评级、风险限额管理的标准制定、指导监

督及统计分析，并撰写相关工作报告等工作；负责参与全行信用评级、风险限额管理的业务

交流、业务指导与培训工作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有丰富从业经历者可放宽至 40 周岁以下；经济、金融、数

理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历优先；5 年以上商业银行授信审查审批工

作经验，或 3 年以上本行信用评级相关工作经验；熟悉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相关政策，精

通商业银行非零售客户信用评级及其各类应用的方法论和基本流程，具有良好的数据分析、

系统开发及实施能力；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具有注册会计师、CFA 资格

证书者优先；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应聘条件。 

    

授信管理岗  

岗位职责：推进全行公司授信业务的机制体制建设；制定并完善全行各类授信管理规程

及操作流程；制定并完善部门内部各项管理规定；参与授信政策、授权管理、产品制度的研

究和制定工作；负责全行审贷条线培训教材编写、行内专业审贷资格考试题库建设；负责对

总行及各分行授信审贷质量的监督与指导，完成相关审贷质量情况分析报告；负责全行专职

审贷人员队伍建设；协助信贷审批委员会办公室的相关工作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条件特别优秀者可放宽至 40 周岁以下；金融、经济、管理

等相关专业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5 年以上商业银行总分行层级的公司、投资银行、金融

机构、金融市场业务的市场营销、授信审查审批、风险管理、合规等工作经验；熟悉商业银

行授信业务种类、产品功能和业务流程，以及监管部门的政策规定；具有较强的业务学习能

力、文字综合分析能力、语言沟通能力和管理能力；工作态度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具有商

业银行公司授信管理、制度制定等工作经验者优先；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应聘条件。 

   

授信管理岗（数据统计分析）  

岗位职责：负责业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挖掘运用等工作；协助建立全行授信条线统

计指标体系、考核指标体系；负责在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全行授信条线考核评价体系，

并对分行授信管理部门实施考核评价；根据总行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全行授信业务发展状

况，结合全行专业技术职务序列管理和考核办法，组织全行专职审贷人员分类考核评价工作；

参与部门内部人员考核评价工作等。  

应聘条件：30 周岁以下，条件特别优秀者可放宽至 35 周岁以下；统计、数量经济、

金融工程等相关专业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2 年以上商业银行公司业务、风险管理工作经

验；熟悉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种类、产品功能和业务流程，熟悉监管部门的政策规定；具有较

强的业务学习能力、文字综合分析能力、语言沟通能力和管理能力；工作态度积极主动，认

真负责；具有较强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够熟练运用 Excel、R 软件等工具进行数据提炼分析

和图表加工处理；具备金融行业统计分析或绩效考核工作经验者优先；条件优秀者，可适当

放宽应聘条件。 



 

【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合规达标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风险计量岗 

岗位职责：组织制订内部评级管理制度、流程、应用策略和系统管理，开展评级日常

管理工作；负责评级模型的开发，并结合场景和风险管理需要，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风

险分析模型；负责全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统计、监测分析和日常管理；负责全行银行账户

风险暴露分类、合格缓释品认定的管理；开展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系统的管理与维护；开展资

产证券化业务内部评级体系建设和内部评级管理，建设资产证券化内部评级系统；推进资产

证券化内部评级结果在相关业务风险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负责国际财务报告新准则下的减值

损失计量管理，定期统计报数，开展拨备测算分析、支持常规损益预估和拨备管理；开展减

值损失计量系统的日常管理；开展信用风险压力测试工作，建立经济资本计量模型、协助开

展信贷资产组合分析；协助开展信用风险合规审查、审计、合规达标申请工作等。 

应聘条件： 35 周岁以下；金融、经济、数理统计类相关专业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特别优秀者学历可放宽至全日制本科；2 年以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经验或相关工作

经验；熟悉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和政策流程，熟悉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相关政策；具有良好的

数据分析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具有较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熟悉 SAS 等基本统计方法工具

和常用数据挖掘分析与检验方法者优先；有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经验，熟悉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理论素养和文字能力突出者优先。 

 

综合管理岗 



岗位职责：根据总行“天眼”计划各阶段实施要求，基于行内外大数据，开展全流程、

全方位的风险监测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及风险防范化解措施，指导分支机构落实相关措施；

开展客户风险价值分析和客户价值分类工作，跟踪客户价值表现，指导结构调整；对客户交

易行为、经营风险、关联关系风险等进行监测，建立并跟踪风险信号体系，并根据风险信号

对资产进行分池管理，提出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整合内外部数据，开发建设“天眼”数据

集市，优化现有系统与流程；对“天眼”计划各模块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及时处置反馈运

行中存在的问题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经济、金融工程、数学、统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硕士及以上

学历，特别优秀者学历可放宽至全日制本科；2 年以上金融领域数据分析工作经验；熟悉国

内监管指引相关内容与要求，熟悉银行信贷政策业务流程；具有较强的独立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能力；品行端正、积极进取，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及吃苦耐劳精神、扎实的理论功

底和文字功底；熟悉 SAS 等基本统计方法工具和常用数据挖掘分析方法者优先，有银行大

型数据分析和模型建设项目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模型验证岗 

岗位职责：建立包括信用风险（零售内部评级、非零售内部评级、压力测试、风险加权

资产、经济资本、新国际会计准则等）、市场风险等在内的全面验证和风险计量模型管理体

系；参与制订、落实和维护风险计量模型的全面验证与管理政策；制定验证工作实施计划,

开展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全面验证工作，撰写验证报告；向计量模型设计开发主体、政策制

定主体、模型应用主体反馈验证信息，提出改进建议；参与验证支持信息系统业务需求编写、

实施和维护工作；参与制订内部评级相关管理制度、配套流程和配套实施策略；参与开展对



公评级、零售评级、押品估值等的日常管理和检查，推动内部评级、押品估值工具等计量工

具的应用等；配合资本管理高级法合规工作和审计工作，衔接审计与验证工作，负责准备年

度审计工作材料等。 

 

应聘条件： 35 周岁以下；经济、金融工程、数学、统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硕士以上

学历，特别优秀者学历可放宽至全日制本科；2 年以上银行业或市场交易类从业经历；熟悉

银行信贷政策业务流程；具有一定的信用风险量化分析技术或市场风险量化分析技术；熟悉

基本统计方法工具和常用数据挖掘分析与检验方法，能较好地应用 SAS 等数据挖掘工具；

熟悉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相关政策，具有良好的数据分析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扎实的理论

功底和文字能力；具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模型开发验证实施经验或持有

FRM、CFA、CPA 等相关资格者优先；熟悉市场风险验证者优先；熟悉新资本协议和国内

监管指引相关内容与要求者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