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单位：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10 月 15 日在上海成立，是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全国性财产保险
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1508.HK）旗下唯一的财险直保公司，注册资本金 151.15918986 亿元。
大地保险 2017 年保险业务收入 372.68 亿元，市场排名全国第六位，已设立分公司 35 家，营业部 1 家，航运保险运营中心 1
企业
家，机构总数超过 2000 家，营业机构覆盖除西藏外全国各个省份，公司系统员工人数超过 5 万人。2014 年至 2017 年，连续四年获
得贝氏评级公司（A.M. Best Co.）“A（优秀）” 财务实力评级（FSR）和“a”发行人信用评级（ICR），评级展望均为“稳定”。
简介
下辖设立了大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大地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大地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
公司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深度参与各地脱贫攻坚工作，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在 20 个省份 275 个国家级贫困县设置
机构，覆盖全国 41%的贫困县，在 15 个省份 60 个城市的 137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开办了保险扶贫业务。
薪酬福利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100 字以内）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200 字以内）

（可明确
或面议）

岗位
需求
1

区块链专家

1、开展区块链技术行业研究，跟
踪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新动态。对数
字货币和基于区块链技术衍生的
产品进行行业分析和调研。2、探
索区块链技术在保险行业的应用，
推进公司区块链项目的发展。3、
开展区块链底层技术的分析研究，
统筹公司在区块链方面的技术储
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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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计算机、
金融、数学专业优先。2、5 年以上工作经
验，了解区块链原理，熟悉比特币等数字
货币者优先；有良好的数据分析能力、市
场分析能力、项目管理能力。3、掌握区块 面议
链底层技术，拥有区块链开发经验。4、学
习能力和抗压能力强，有创新意识。5、较
强的创新能力，在互联网金融、区块链、
数字货币领域有一定研究积累。6、拥有区

备注

块链产品设计、运营实操经验。7、拥有区
块链相关的技术背景。

2

3

技术架构师

1、管理与维护企业架构，满足公
司 IT 架构规划与技术发展。2、制
定应用架构、集成架构、数据架构
规范。3、参与新项目招标时的技
术架构评审及现有系统的技术架
构改造评审等，以确保各系统满足
公司的技术架构规范。4、从事新
技术的研究，探索包括云计算、区
块链等新兴技术在行业上的创新
应用。

1、负责云计算平台的架构设计、
功能优化、故障分析等工作。2、
云计算高级架构
带领团队设计并实现公有云、私有
师
云的产品路线和技术路线。3、搭
建混合云管理平台。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计算机、
软件工程相关专业。2、10 年及以上软件
开发工作经验，7 年及以上技术架构设计
工作经验。
3、擅长企业级的架构规划与架构设计方
面议
法。
4、熟悉包括移动互联、大数据、云平台、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5、良好的
人际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6、具备对下属
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的能力。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计算机、
软件工程相关专业。2、8 年以上的开发/
架构设计经验，在内核、存储、安全、中
间件、网络等至少 2 个技术领域有深刻的
理解，能够独立在细分领域完成架构设计，
并形成能够落地的技术方案。3、在云计算、
大数据、虚拟化、Linux 系统或其它分布 面议
式系统方向做过多年的研发与相关技术工
作，极强的系统设计和系统架构能力。4、
对分布式系统有深刻的理解或者参与过分
布式系统软件的实际产品设计与开发工
作；有过成功云计算平台/产品的研发经验
和背景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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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数据科学家

精算管理

1、将业务问题/挑战转化为数据能
解决的问题，并设计合适的分析方
法或解决方案，建立起数据和业务
之间的桥梁。2、对分析结果进行
有效解读，从数据中提炼信息，能
将信息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建议，与
业务人员沟通，推动数据价值变
现。
负责管理准备金评估、产品定价等
工作

1、负责公司非车险业务风险控制
工作，团队的日常工作管理。2、
公司全辖非车险风险控制体系建
设和专业服务模式创新。3、大客
高级风控人员
户拓展及维护风险管理技术支持，
行业财产损失风险专题研究。4、
建立风险工程服务体系：队伍建
设、系统及工具开发、管理制度。
产品经理

1、产品创新及研究，开发意健险
新产品，配合渠道部门进行新产品
上市推广。 2、负责意健险新条款
的撰写及相关备案工作。3、负责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数学／
统计、计算机、工程学专业出身。2、5 年
以上数据科学相关工作经验。3、有财险行
业数据分析工作经验优先。4、熟练使用
SAS,R,Python 等多种编程语言，熟悉数据 面议
可视化。5、熟练操作数据库(Hadoop&GP)，
熟练适用 SQL。6、熟练掌握统计学、数据
挖掘以及机器学习常见的算法,并能进行
数据分析建模。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2、10
年以上精算从业经历。3、获得北美产险精
算师/英国精算师资格。4、5 年以上管理
工作经验。

面议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从事保
险行业风险控制工作 5 年以上，具有相关
专业资质或证书，在相关领域有一定的研
究和专家经验。2、特殊学科背景如电力、
土木工程、石油化工、安全工程/安全管理
以及法律等专业优先考虑。

面议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保险、
金融、法律类相关专业。2、5 年以上产品
开发工作经验。3、较强的沟通能力、学习
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有保险产品开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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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支持类刊物、业务拓展支持工
具（如手册或宣传资料等）等销售
支持配套工具的设计与实施。 4、
负责与销售支持相关的系统开发
工作。

8

投资经理

1、制定并落实投资管理指引、制
度、流程，建立资产管理机制。2、
建立与集团公司在投资方面的日
常沟通；制定大类资产配置策略及
其调整方案，提出对委托资产管理
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委托资产的运
作。3、全面负责投融资企业的行
业及项目分析和评估，主持目标企
业、项目的尽职调查、与企业进行
谈判、确定交易条件及投后管理工
作等。4、负责组织开展资管管理
部投资规划工作，发现投资机会，
规避投资风险。

发经验者优先。

1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经济、
金融、法律、财务、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优先；2、5 年以上投资管理工作经验（具
备大中型保险企业资产管理工作经验优
先），具有丰富的资产管理和投资项目运
作经验，具备至少 2 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和出色的项目管理能力；
3、具有扎实的金融理论功底及丰富的金融
专业知识、良好的财务分析能力及风险控
制能力，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地址、邮政编
1
码

联系
方式

2

公司网址

3

网申地址（非必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26-28 层、200120

http://www.ccic-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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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议

填）
4

招聘邮箱

5

第一联系人

6

第二联系人

caohjzgs@ccic-net.com.cn （以“企业-岗位-渠道来源+个人简历信息”的形式抄送 shjrzp@163.com）
曹浩洁

手机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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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7303020

传真
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