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行金融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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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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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表一（以下岗位主要面向上海地区招聘） 

招聘部门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主要工作地点 

金融市场部 

流动性管理及交易岗 1 

上海 

宏观经济研究员 1 

http://www.spdb.com.cn/
mailto:recruit@spdb.com.cn


外汇交易员 2 

 管理会计岗 1 

金融机构部   

客户营销岗（中资银行） 3 

客户营销岗（信托） 1 

资产管理部   

数据管理岗 1 

产品研发岗（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产品经理

方向） 

1 

产品研发岗（资本市场类、衍生及另类产品

经理方向） 

1 

委托资产管理及投顾业务岗 1 

资产托管部  

资产托管产品经理岗（证券资产方向） 1 

资产托管产品经理岗（客户资产方向） 1 

业务管理岗 1 

基础产品研发岗 2 

运营管理岗 1 

核算估值岗 1 

   列表二 

招聘部门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主要工作地点 

资产托管部  核算估值岗 1 合肥 



清算交收岗 1 

运营管理岗 1 

 

四、招聘岗位详细信息   

【金融市场部】    

流动性管理及交易岗 

  岗位职责： 负责建立、完善本币流动性管理框架，并实施流动性运作；受资产负债管

理部委托，负责代理人民币司库相关职能；负责创新同业业务模式和产品；负责指导、督促

分支机构同业业务经营；负责规划、推进同业资产配置；负责统筹、落实同业负债吸收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经济、金融或管理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2 年以

上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工作经验；能熟练运用 excel 软件, 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持 CFA\FRM\CPA 等资格者优先。 

 

  宏观经济研究员  

  岗位职责：对宏观经济、行业经济、各金融要素市场等进行深入研究，建立完善相关品

种的研究框架和数据库体系；撰写相关品种的日常报告，协助撰写专题报告、深度报告；协

助开展对应品种的交易策略、风险管理方案等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协助开展市场开发和高端

客户服务等。   



应聘条件：40 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有经济、金融复合背景尤佳；2 年

以上银行、券商、基金等金融机构工作经验，具有金融工程或定量分析方面的经验优先；熟

悉海外金融市场，期权、期货和互换等交易工具；有较强的数学建模能力及编程能力；工作

细致、踏实，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及语言表达、沟通能力；为人正直，专业记录良好；

有成熟交易策略或实盘交易记录者优先；持 CFA\FRM\CPA 等资格者优先。 

 

外汇交易员 

    岗位职责：开展外汇、贵金属产品的交易投资，实施交易与投资策略，承担并完成相应

的经营目标；参与制定相关业务管理办法、操作流程、以及业务系统需求等；参与本行相关

交易投资领域专业技术课题的攻关，交易投资业务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工作；参与对本行相关

专业初级业务人员进行专业指导，承担带教工作；参与拓展和维护同业及客户关系，拓展交

易渠道等。 

 应聘条件：40 周岁以下；经济、金融、管理类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2 年

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备扎实的金融产品设计、金融市场分析等方面的理论基础知识，具有

较强的金融市场分析判断能力，市场感觉敏锐；熟悉相关业务产品交易系统，了解业务最新

发展动态，能独立解决交易投资中遇到的问题；过往交易投资业绩突出，风险控制能力强；

以往交易工作中无重大失误记录；有在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工作经验者优先，具有相关交易相

关业务产品的交易资格者优先。 

 



管理会计岗 

岗位职责：分析金融市场业务内外部数据，提出业务建议，拟定经营分析报告；牵头金

融市场业务预算安排，跟进预算执行情况，强化预算引导作用；全面开展金融市场业务绩效

评价，开展对投资与交易等产品维度、部门与分行等机构维度、客户维度等多维度的业绩评

价；负责金融市场业务监管报表、内部管理报表的统计、汇总、发布、报送工作；参与源数

据系统、核算系统、管会系统有关金融市场业务会计核算与数据管理等的开发及改造。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金融、经济、会计、数理类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2 年以

上银行工作经验，有 1 年以上金融市场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熟悉国内外债券市场、外汇

市场、货币市场等金融市场业务，具备较强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和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有注册会计师资质者优先； 

 

【金融机构部】    

    客户营销岗（中资银行） 

  岗位职责：制订并组织实施针对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分行、城农商行等中资银行同业

客户的业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开展中资银行行业的市场分析及政策研究，制定合作

策略；负责中资银行同业客户关系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组织全行开展中资银行同业业务营

销以及风险评级、授信申报等相关工作；负责金融机构电子化渠道建设，持续优化渠道建设

方案；承担本行金融债、优先股等资本补充工具的承销工作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金融、管理、投资、工程、经济、财务、会计、信息管理、

数学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3 年以上银行客户营销岗位工作经验，具有互联网

金融业务领域产品、营销、技术工作经验优先；有领先的金融市场营销、策划、销售、项目

融资、业务产品开发和创新能力；具有较强书面表达及沟通协调能力。 

 

客户营销岗（信托）  

  岗位职责：策划、组织信托行业客户营销和整体合作方案设计，负责对其的代销准入、

授信管理、跟踪评估、资源互换、资产引入等；推动、指导和协调分支机构开展对信托行业

客户的营销拓展；牵头协调总分行产品、渠道、客户、风险等部门的业务沟通；从事行业研

究，形成行业整体营销指引和行业内客户差别化营销方案；研究并推进产品创新和合作模式

创新，实现创新业务落地；负责行业相关产品的开发、运行，制定相关制度；负责行业相关

系统建设（包括业务访谈、系统需求分析、需求方案撰写、修订，上线测试、内部培训）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金融、经济、营销、管理类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硕士学历优先；2 年以上信托行业工作经验或银行相关渠道工作经验，有金融机构总部工作

经验者优先；具有信托行业渠道维护、产品设计、风险控制经验；熟悉相关行业产品，具有

较强书面表达及沟通协调能力。 

    

【资产管理部】    

数据管理岗   



  岗位职责：理财产品交易业务日常管理、业务规划、业务拓展、需求管理、业务测试；

资产管理系统、理财销售等系统日常全行用户权限、数据权限、金融参数等管理维护；资产

管理系统业务需求管理、用户测试组织、培训组织、常规版本业务验证；理财销售系统、

TA 系统、估值核算系统等需求统筹管理、模式分析、业务测试组织、常规版本投产验证；

资产管理业务数据统计、管理；各类内部经营管理、监管、外审报告、报表制作和管理；人

行、银监理财数据统一报送及管理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计算机、金融、应用数学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 年以上银行工作经验，有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及相关系统开发、理财业务数据管理等工作经

验者优先；具备金融市场业务基础知识，了解银行财务会计知识，具有 CPA 资格优先；有

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熟练运用 excel 软件; 了解 Oracle、SQL Server 等数据库系统；熟

练一门计算机语言者优先。 

 

产品研发岗（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产品经理方向） 

  岗位职责：牵头全行理财产品的研发工作，重点负责固定收益类、净值型理财产品研究

创设、体系完善与行内规章制度的制定；负责理财业务市场规则与政策法规研究与分析，根

据我行资产管理业务整体策略，制定固定收益类、净值型理财产品发展规划；负责跟踪同业

理财业务发展动态和创新趋势，结合我行客户需求，提出固定收益类、净值型理财新的业务

模式并积极协调行内外资源推动落地；负责固定收益类、净值型理财产品体系的常规管理，

定期分析产品经营情况，并根据内外环境进行阶段性策略调整；做好行内销售渠道的沟通协

调和组织推动，确保固定收益类、净值型理财产品销售工作有序推进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金融、经济或管理类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3 年

以上银行工作经验，有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开发经验者优先；具备会计基础知识，熟练银行财

务报表，熟练运用 excel 软件；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具有良好的

组织、沟通和协调能力，具备较好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市场敏感性及创新意识。 

 

产品研发岗（资本市场类、衍生及另类产品经理方向） 

  岗位职责：牵头全行理财产品的研发工作，重点负责资本市场类、衍生及另类理财产品

（如股权直投产品、挂钩型产品、消费服务型产品）研究创设、体系完善与行内规章制度的

制定；负责理财业务市场规则与政策法规研究与分析，根据我行资产管理业务整体策略，制

定资本市场类、衍生及另类理财产品发展规划；负责跟踪同业理财业务发展动态和创新趋势，

结合我行客户需求，提出资本市场类、衍生及另类理财新的业务模式并积极协调行内外资源

推动落地；负责资本市场类、衍生及另类理财产品体系的常规管理，定期分析产品经营情况，

并根据内外环境进行阶段性策略调整；做好行内销售渠道的沟通协调和组织推动，确保资本

市场类、衍生及另类理财产品销售工作有序推进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金融、经济或管理类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3 年

以上银行工作经验，有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开发经验者优先；具备会计基础知识，熟练银行财

务报表，熟练运用 excel 软件；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具有良好的

组织、沟通和协调能力，具备较好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市场敏感性及创新意识。 

 



 

委托资产管理及投顾业务岗 

  岗位职责：负责本行投资顾问业务的投资运作及管理；负责本行委托资产管理业务的投

资运作及管理；负责投资顾问账户和委托资产管理账户场内资金交易及杠杆运作；负责相关

账户的债券资产投资配置；参与各类创新固定收益资产和固定收益衍生品种的研究及引入；

负责业务相关的管理办法制定、培训、营销工作等。  

应聘条件：40 周岁以下；经济、管理或金融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2 年以上固

定收益品种投资管理经验；具有可查的良好投资业绩；能熟练运用 excel 软件, 文字功底扎

实，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良好的业务开拓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及沟通能力；性格较开朗外

向，能够有效扩展并维护交易资源，有较高的交易执行力。 

    

【资产托管部】    

  资产托管产品经理岗（证券资产方向） 

  岗位职责：开展托管产品研发、创新、优化，产品制度/合同协议及服务方案制定，产

品推广、培训等产品管理相关工作；参与营销方案制定，组织全行托管产品营销推动；审核

分行托管产品项目、合同，负责总行签署和运营的托管产品项目的洽谈和协议签署；参与制

定托管产品品牌推广方案、配合落实宣传及推广计划，为分行当地营销提供专业支持；协助

开展托管产品的业务数据统计和经营分析，研究同业和市场动态；完成处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等。  



应聘条件：40 周岁以下；金融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 年以上银行业或证券业从业经历；具有较强的市场营销能力、金融产品设计经验和较强的

金融产品设计能力；深入了解证券类，包括证券公司客户、基金公司客户、期货公司客户、

银行同业客户、QDII/OFII 客户托管产品中的某一领域或多个领域；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读写

说能力。 

 

资产托管产品经理岗（客户资产方向） 

  岗位职责：开展托管产品研发、创新、优化，产品制度/合同协议及服务方案制定，产

品推广、培训等产品管理相关工作；参与营销方案制定，组织全行托管产品营销推动；审核

分行托管产品项目、合同，负责总行签署和运营的托管产品项目的洽谈和协议签署；参与制

定托管产品品牌推广方案、配合落实宣传及推广计划，为分行当地营销提供专业支持；协助

开展托管产品的业务数据统计和经营分析，研究同业和市场动态；完成处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等。  

应聘条件：40 周岁以下；金融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 年以上银行业或证券业从业经历；具有较强的市场营销能力、金融产品设计经验和较强的

金融产品设计能力；深入了解私募基金客户、互联网电子商务客户、互联网金融客户、交易

所机构客户以及其他各类公司客户、政府机构客户、民间社团机构客户等托管产品的某一领

域或多个领域；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读写说能力。 

 



业务管理岗 

  岗位职责：协助处室开展全行资产托管业务管理工作。具体包括开展全行资产托管运营

类规章制度建设；协助制定全行托管运营服务标准、运营流程、操作细则等；协助审核确认

托管产品标准协议的运作事项、对个性化运作条款提出合规、风控审核意见；协助完成创新

产品托管运作业务事项的流程设计；对分行开展培训、指导、检查等运营管理工作；开展经

营数据统计分析及协助部门综合事务工作；处室交办的其他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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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以上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行业工作经验；具备证券从业资格；从事过托管运营操作

实务者优先；熟练掌握办公软件、综合文字组织能力强，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基础产品研发岗 

  岗位职责：负责全行资产托管功能性产品的设计、研发、完善及优化工作；负责编制并

落实年度需求计划，承担账户管理、核算估值、清算交收、投资监督、信息披露等基础托管

产品业务需求的编写，跟踪交易所、登记公司等外部机构和客户个性化产品的业务规则变化

和创新行为导致的需求更新，完成需求细化分析工作；参与并承担托管业务相关产品系统测

试案例编写和实际业务测试工作；负责托管产品功能手册编写，产品上线培训推广等相关工

作，产品日常培训、指导及功能故障定位分析工作；参与托管产品相关运作流程的设计和编

制工作；参与产品协议审核，负责产品运作前的各种产品功能参数配置手册的编制工作，负

责与客户的联合测试工作；负责全行托管产品业务数据接收规则编制和产品数据接收工作；

承担资产托管业务开展过程中的产品技术支撑及管理工作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计算机、信息技术、金融、财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学历；3 年以上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行业工作经验；从事过托管系统开发或托管产品

研发者优先；熟练掌握办公软件、综合文字组织能力强，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运营管理岗 

  岗位职责：负责对总行各类托管产品日常运作的业务指导，协助处理解决日常运营中的

各类特殊业务事项；负责组织对托管产品运作服务标准、运作流程、操作细则等操作规范文

件的制定、更新和审核；根据产品管理安排，对托管产品标准协议的运作事项进行审核确认，

对托管协议、合同、备忘录等文本中个性化运作条款进行审核，就发现的客户特殊要求运作

条款的风险点向产品经理进行提示；负责托管业务人员系统操作权限设置；根据部门安排配

合推动创新产品的研发，协助完成创新产品托管运作业务事项的设计，配合产品管理完成重

点客户营销支持工作；组织对总行各托管运营岗位运作人员的日常业务培训，负责总行托管

运营岗位人员的上岗考核，指导运作人员做好日常客户服务工作；负责及时跟进行业内涉及

托管运作的新业务及新规则事项，保持与同业及监管部门的业务联系与沟通；组织对总行日

常托管运营工作的业务自查，提交业务检查报告，协调配合各类外部检查具体工作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财务、会计、审计、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学历；2 年以上金融行业相关岗位工作经历；熟练掌握电脑操作，具有较为全面的会计专

业知识，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具备证券从

业资格者、CPA 资格、有资产托管运营相关经验者优先。 

 



  核算估值岗  

  岗位职责：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核算估值规则及资产托管产品会计核算办法，完成

托管资产的会计核算、资产估值、信息披露等托管运作及日常客户服务；定期与管理人进行

账务核对，编制完成相关监管报告，复核管理人提供的财务报表报告；配合审计机构和监管

部门审计和检查；负责托管资产组合各类资料的整理、装订、归档管理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会计、审计、财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2 年

以上金融或财会行业工作经验；熟练掌握电脑操作，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文字表达能

力，能够承担较大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具备基金从业资格、CPA 资格优先。 

      

  核算估值岗（合肥）  

  岗位职责：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核算估值规则及资产托管产品会计核算办法，完成

托管资产的会计核算、资产估值、信息披露等托管运作及日常客户服务；定期与管理人进行

账务核对，编制完成相关监管报告，复核管理人提供的财务报表报告；配合审计机构和监管

部门审计和检查；负责托管资产组合各类资料的整理、装订、归档管理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会计、审计、财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2 年

以上金融或财会行业工作经验；熟练掌握电脑操作，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文字表达能

力，能够承担较大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具备基金从业资格、CPA 资格优先。 

 



清算交收岗（合肥）  

  岗位职责：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托管协议约定，完成托管资金账户、资产账户的开销户

及客户服务工作；完成托管资产的资金、证券的清算交收；负责各类印章及重要物品的保管；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作并报送相关监管报表报告；负责托管清算交收业务各类资料的整理、

装订、归档等。  

应聘条件：30 周岁以下；会计、审计、财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2 年

以上金融或财务行业工作经验；熟练掌握电脑操作，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文字表达能

力，能够承担较大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具备基金从业资格者、银行账户岗位及资金清算岗位

工作经验者优先。 

 

运营管理岗（合肥）  

  岗位职责：负责对总行各类托管产品日常运作的业务指导，协助处理解决日常运营中的

各类特殊业务事项；负责组织对托管产品运作服务标准、运作流程、操作细则等操作规范文

件的制定、更新和审核；根据产品管理安排，对托管产品标准协议的运作事项进行审核确认，

对托管协议、合同、备忘录等文本中个性化运作条款进行审核，就发现的客户特殊要求运作

条款的风险点向产品经理进行提示；负责托管业务人员系统操作权限设置；根据部门安排配

合推动创新产品的研发，协助完成创新产品托管运作业务事项的设计，配合产品管理完成重

点客户营销支持工作；组织对总行各托管运营岗位运作人员的日常业务培训，负责总行托管

运营岗位人员的上岗考核，指导运作人员做好日常客户服务工作；负责及时跟进行业内涉及



托管运作的新业务及新规则事项，保持与同业及监管部门的业务联系与沟通；组织对总行日

常托管运营工作的业务自查，提交业务检查报告，协调配合各类外部检查具体工作等。  

应聘条件：35 周岁以下；财务、会计、审计、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学历；2 年以上金融行业相关岗位工作经历；熟练掌握电脑操作，具有较为全面的会计专

业知识，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具备证券从

业资格者、CPA 资格、有资产托管运营相关经验者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