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2018年校园招聘岗位需求表

序
号

机构 岗位名称
工作
地点

需求
人数

岗位主要职责

岗位资格要求

学历 专业 核心技能

1

总行管理本
部

总行本部管理
岗（北京）

北京 120
主要从事战略研究分析、业务经
营管理、风险管控、资源配置以
及决策支持保障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保
密学专业岗
位要求全日
制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
历）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法律、
管理、数学与统计、翻译、保
密、新闻广告及理工科等相关

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综合素质较好，具有较强的研究分析、文字综合、
沟通协调和开拓创新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

2
总行本部管理
岗（天津）

天津 5
主要从事电商平台后台运行相关
工作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经济、金融、财会、法律、管
理、计算机以及电子商务、统

计等相关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综合素质较好，具有较强的研究分析、文字综合、
沟通协调和开拓创新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
3、有较高的计算机应用水平，熟练掌握PPT、Excel
、Word等办公软件。

3
客户服务中

心
业务管理岗 天津 8

主要从事大数据挖掘，数据管理
及分析；从事智能化客服系统建
设、品牌建设、营销推广等；从
事业务管理、流程设计及优化、
运营统筹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工作。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统计学、金融数学、系统工程
、信息科学、计算机、软件工
程、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等相关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金融行业相关专业知识。
2.对金融领域兴趣浓厚，擅长金融市场分析。
3.具有一定的数据统计经验，有数据挖掘项目经历，
熟练使用数据挖掘工具软件，熟悉掌握R语言、
python语言者优先。
4.具有理工类及金融类复合专业背景者优先。

4

金融市场部

业务管理岗 北京 9
主要从事利率债、信用债投资及
分销、结构化产品运作、外汇及
贵金属交易、风险管理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数学、
统计、计算机等理工科类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3、具备用英语开展工作的能力，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者
优先；
4、通过CFA、FRM、CPA或获得律师资格者优先。

5 法律审查岗 北京 1
主要负责负责协议文本审查、跟
踪研究监管法案进行并提出合规
建议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民商法、经济法、国际法相关

专业

6 业务管理岗 上海 4
主要从事利率债、信用债在二级
市场交易及投资顾问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数学、
统计、计算机等理工科类专业

7 法律审查岗 上海 1
主要负责负责协议文本审查、跟
踪研究监管法案进行并提出合规
建议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民商法、经济法、国际法相关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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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专业 核心技能

8
同业业务中
心/票据营业

部
业务管理岗 上海 6

主要从事票据交易和同业业务相
关工作、法律事务、信息系统管
理及其他综合管理工作。

硕士研究生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数学、
统计、计算机等理工科类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3、获得律师、证券从业人员资格或通过FRM、CPA、
CFA二级及以上者优先。

9

资产管理部

业务管理岗 北京 7

从事组合管理、债券投资、策略
研究等工作;从事债券一二级交易
、同业投融资等工作;从事产业基
金、理财融资等方案设计、投资
运作管理工作;从事固定收益类资
产投资、权益类资产投资、理财
融及产业基金项目投资、理财产
品研发设计、组合管理相关业务
的风险审查工作;从事银行理财产
品研发与营销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法律，
数学、统计、计算机等理工科

类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3、具备用英语开展工作的能力，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者
优先；
4、获得律师、证券从业人员资格或通过FRM、CPA、
CFA二级及以上者优先;

10 产品研发岗 北京 1

负责项目可行性研究及产品需求
的初步审核、分析、细化和整
合，配合其他部室完成与本部系
统相关的需求设计和研发；
参与制定本部各项IT信息系统发
展规划，组织各项工作按计划落
实。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1、具有计算机基础，掌握主机、数据库、网络等运行
原理；
2、熟悉项目管理理论；
3、了解金融系统发展情况、金融知识和实务；
4、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较好的文字综合和语言表达
能力，较强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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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专业 核心技能

11

投资银行部

投行研究岗 北京 2

主要从事宏观形势、政策法规、
投资银行发展动态研究；负责相
关市场和行业领域研究，撰写策
略及相关报告，跟踪行业重点企
业发展情况；参与重大课题研究
。

博士研究生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法律，
数学、统计、计算机等理工科

类专业

较强的研究分析判断能力；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逻
辑思维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管理能
力；具备用英语开展工作的能力，通过英语专业八级
者优先。

12 投行业务岗 北京 4

主要从事资产证券化、融资结构
化、并购重组、债券承销等投资
银行业务的营销管理、业务推广
、风险合规、法律事务和产品研
发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语言表达能力
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管理能力及文字
表达能力；具备用英语开展工作的能力，通过英语专
业八级者优先；通过司法考试，获得证券从业资格、
法律职业资格、FRM、CPA、CFA证书者优先。

13

大客户部

客户经理岗 北京 14

负责大型央企客户营销及服务、
客户授信调查、平台业务操作以
及客户贷后管理和贷后检查等工
作；负责IFAR核算、部门绩效考
核工作、风险管控及员工培训等
工作。

硕士研究生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法律，
数学、统计等理工科类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3、获得法律执业资格或通过FRM、CPA、CFA二级及以
上优先。

14 产品经理岗 北京 1
负责新产品设计和现有产品改造
升级、信息系统软件开发测试、
项目推广和维护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1.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
能力。
2. 了解Windows、Unix、Linux等主流操作系统原
理，能够运用系统层支持应用开发。
3. 熟悉Sybase、Oracle、MySQL等任意一个主流数
据库的开发和管理。
4. 理解计算机数据结构和算法设计，掌握C、C++、
JAVA、C#中任意一门编程语言。

15 私人银行部 业务管理岗 上海 8

主要负责私人银行专属产品服务
设计研发、体系建设、营销推
广，私人银行客户维护，业务风
险管理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法律，
数学、统计、计算机等理工科

类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3、获得律师、证券从业人员资格或通过FRM、CPA、
CFA二级及以上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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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岗位名称
工作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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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专业 核心技能

16 托管业务部 业务管理岗 北京 20

负责客户和市场趋势分析，收集
客户需求，制定客户营销策略，
开展客户关系管理与日常运营维
护工作。

硕士研究生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法律、
管理，数学、统计、计算机等

理工科类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获得律师、证
券基金从业人员资格，通过FRM、CPA、CFA二级及以
上，有留学经历或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者优先；
2、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3、熟练使用WORD、EXCEL、PPT等办公软件。

17

信用卡中心

业务管理岗 上海 10
从事信用卡业务相关的产品管理
、客户管理、消费信贷、移动支
付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数学、
统计、计算机等理工科类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综合素质较好，具有较强的研究分析、文字综合、
沟通协调和开拓创新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
3、具有国际金融分析师（CFA）、注册会计师
（CPA）、国际风险管理师（FRM）等职业资格者优先
。

18 风险合规岗 上海 5
从事信用卡业务相关的风险管理
、合规管理、法律事务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法律等相关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综合素质较好，具有较强的研究分析、文字综合、
沟通协调和开拓创新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
3、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者优先。

19 数据策略岗 上海 25
从事信用卡业务相关的数据挖掘
、数据分析、数据平台搭建、策
略设计、模型构建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计算机、软件工程、金融工程
、统计、数学等理工科类相关

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具有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良好的逻辑分析能力及
问题解决能力；
3、熟练使用数理统计、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工具软件
者（如SAS/R/Python/SPSS等）或数据库SQL编程者
优先；熟悉hadoop架构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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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资格要求

学历 专业 核心技能

20

软件开发中
心

程序员岗（硕
士）

北京 120

从事信息系统软件开发工作，具
体包括系统分析与设计、代码编
写、程序调试、项目推广及维护
等。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1.深刻理解计算机数据结构和算法设计，熟练掌握C、
C++、JAVA、C#中任意一门编程语言。
2.熟练掌握Hadoop、MySQL、PostgreSQL、MongoDB
、Redis、Memcached、Cassandra、SQLite中任意一
项开发和管理技术。
3.了解windows、unix、linux等主流操作系统原理，
熟练运用系统层支持应用开发。
4.具备经济金融相关知识者优先。

21
程序员岗（硕

士）
广州 46

22
程序员岗（硕

士）
上海 88

23
程序员岗（硕

士）
天津 88

24
程序员岗（硕

士）
成都 104

25
程序员岗（大
学本科）

广州 12

从事信息系统软件开发工作，具
体包括系统分析与设计、代码编
写、程序调试、项目推广及维护
等。

大学本科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1.深刻理解计算机数据结构和算法设计，熟练掌握C、
C++、JAVA、C#中任意一门编程语言。 
2.熟练掌握Hadoop、MySQL、PostgreSQL、MongoDB
、Redis、Memcached、Cassandra、SQLite中任意一
项开发和管理技术。
3.了解windows、unix、linux等主流操作系统原理，
熟练运用系统层支持应用开发。
4.具备经济金融相关知识者优先。

26
程序员岗（大
学本科）

上海 22

27
程序员岗（大
学本科）

天津 22

28
程序员岗（大
学本科）

成都 26

29
产品设计岗
（硕士）

广州 10

从事境外信息系统产品研发、需
求研制、测试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等相关专
业

1.掌握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知识，计算机与外语能
力较强者优先。
2.具有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

30
产品设计岗
（大学本科）

广州 2 大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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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专业 核心技能

31

数据中心

运行管理岗 上海 20

承担信息系统生产运维，计算机
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网
络、应用软件、计算机设备硬件
等的架构设计、实施、运行维
护；承担运维自动化平台的设计
、研发；承担网络信息安全防
控，信息系统生产运维项目、资
源、流程的管理。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软件开发、
通信工程、信息安全、电气工

程、电力电子等

1、精通计算机软硬件知识，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
。
2、具有计算机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经验的优先。
3、具有信息技术相关行业资质证书的优先。
4、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综合素质较好。

32 运维保障岗 上海 10

承担信息系统生产运维，计算机
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网
络、应用软件、计算机设备硬件
等的实施、运行维护；承担运维
自动化平台的设计、研发；承担
机房电气、空调系统、消防系统
的运维保障、设备维护等工作。

大学本科及
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软件开发、
通信工程、信息安全、电气工
程、电力电子、环境与设备工
程、制冷与空调、消防工程等

1、熟悉计算机软硬件知识，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
。
2、具有计算机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经验的优先。
3、具有信息技术相关行业资质证书的优先。
4、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综合素质较好。

33

数据中心
（北京）

软件测试岗
（非计算机

类）
北京 20

承担银行软件产品的功能、性能
、安全及业务验收等测试工作；
参与银行业务需求研究与论证，
根据技术需求文档，分析产品测
试需求；承担测试方法的研究与
设计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统计
等专业

1、了解银行业务和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相关理论知
识。
2、具有计算机相关专业双学位者优先。
3、有金融同业实习经验者、熟悉银行业务者优先。

34
软件测试岗
（计算机类）

北京 40

承担银行软件产品的功能、性能
、安全及业务验收等测试工作；
负责测试需求分析，承担测试环
境应用支持工作，包括搭建测试
环境，提供测试用数据，以及测
试工具的研发与维护；承担信息
系统风险评估、分析及信息安全
等工作。

大学本科及
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软件开发、
通信工程、信息安全等

1、熟悉测试理论与方法，熟悉常用测试工具，有一定
的测试数据分析能力。
2、熟悉计算机软件开发语言，参与过一定规模的应用
项目研发或测试工作。
3、具有财经类相关双学位者、熟悉银行业务者优先。
4、具有信息技术相关行业资质证书的优先。

35 运维管理岗 北京 20

承担信息系统生产运维，计算机
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网
络、应用软件、计算机设备硬件
等的架构设计、实施、运行维
护；承担运维自动化平台的设计
、研发；承担网络信息安全防
控，信息系统生产运维项目、资
源、流程的管理。

大学本科及
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软件开发、
通信工程、网络、信息安全等

1、熟悉计算机软硬件知识，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
。
2、具有计算机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经验的优先。
3、具有信息技术相关行业资质证书的优先。
4、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综合素质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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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机关服务管

理局
业务管理岗 北京 3

从事机关财务、会计、资产管理
、物业管理等相关工作

硕士研究生

金融、经济、财务、法律、文
学、计算机、信息技术、物业
管理、企业管理、土木工程等

相关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37 运行中心 业务管理岗 北京 10

主要从事总行后台资金清算、参
数管理、存管等业务的系统管理
、需求管理、产品设计以及集中
运营等工作，参与编写相关业务
规章制度、办法，配合系统研发
、测试上线等。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管理，
数学、统计、计算机等理工科

类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3、具有复合专业背景者优先。

38

国际结算单
证中心

业务经办岗
（北京）

北京 20

对单证业务的日常处理环节进行
技术审核；协助处理上收分行单
证业务纠纷；承担单证业务相关
报表统计和信息报告工作；参与
编写系统开发和改进需求。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法律、
管理、外语，数学、统计、计

算机等理工科类专业 1、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
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2、通过英语六级考试，具备用英语开展工作的能力；
3、取得CDCS证书者优先考虑。

39
业务经办岗
（合肥）

合肥 100

对单证业务的日常处理环节进行
技术审核；协助处理上收分行单
证业务纠纷；承担单证业务相关
报表统计和信息报告工作；参与
编写系统开发和改进需求。

大学本科及
以上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法律、
管理、外语，数学、统计、计

算机等理工科类专业

40

武汉培训学
院

培训研发岗 武汉 1
主要从事总行前、中台业务对口
板块培训项目研发、课程开发、
课题研究等工作

博士研究生 经济金融、管理等相关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3、获得律师、FRM、CFA二级及以上等优先考虑；41 培训管理岗 武汉 2

主要从事总行对口板块培训项目
研发、设计、培训教学和培训辅
导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经济金融、管理、法律等相关
专业

第 7 页，共 9 页



序
号

机构 岗位名称
工作
地点

需求
人数

岗位主要职责

岗位资格要求

学历 专业 核心技能

42
长春培训学

院
培训管理岗 长春 3

主要从事培训教学管理和培训项
目实施管理工作，包括培训项目
设计、培训课程开发、教材案例
编写、学员日常管理、制定培训
项目费用预算及核算，培训档案
收集及管理、培训效果评估、培

训成果宣传等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教育学
、计算机、法律、管理等相关

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
2.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
及组织管理能力；
3.综合素质好，身体健康。

43

莫斯科子行

业务管理岗 莫斯科 2
主要从事客户营销、产品推广、
信用审批和行政综合工作。

硕士研究生
俄语、经济、金融、财会、法
律、管理、数学、统计等相关

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3、熟练掌握和运用俄语；具备用英语开展工作的能
力；
4、获得俄语语言类或专业类高等级资格证书。

44 资金交易员 莫斯科 2
主要从事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
金交易和流动性管理等工作。

45

迪拜国际金
融中心/迪拜

分行

客户经理岗 迪拜 2

负责与客户沟通，了解客户融资
需要，提供适合客户需求的融资
解决方案；拓展优质专业客户，
开展信贷、各类产品综合营销；
负责贷后监管，参与营销和业务
发展战略的制订和实施活动，并
完成其它交办的事项。

硕士研究生

阿拉伯语、经济、金融、财会
、法律、管理、数学、统计等

相关专业

1、具备阿拉伯语专业四级以上水平，国家翻译考试二
级以上水平优先；                                  
2、二外为英语专业，具备英语沟通与开展工作的能
力；
3、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4、获得FRM、CPA、CFA者优先。

46 行政业务岗 迪拜 2

负责执行办公管理制度，做好会
议安排及文秘工作；负责非电子
类固定资产的管理与维护，做好
人员交通、食宿等后勤保障工
作；协助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相关
事项。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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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刚非洲银
行

合规管理岗
刚果
（布）

1

主要从事全行内部控制检查和评
价，配合银行监管部门完成监管
检查，并收集合规风险信息，监
测合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
并向上级报告，同时协助办理与
全行反洗钱相关的工作。

大学本科及
以上

法语、经济、金融、财会、法
律、管理、数学、统计、计算

机等相关专业

1、具备用法语开展工作的能力，通过法语专业八级优
先；
2、语言表达能力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沟通
协调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3、有在法资企业或法语作为工作语言公司实习经历优
先；
4、心里素质好，吃苦耐劳，能坚持在非洲地区工作；

48 业务管理岗
刚果
（布）

1

负责电子银行、卡业务产品维护
、推广及本地相关员工培训，负
责卡系统、ATM运行监控，组织实
施ATM投放、安装及运维管理，保
障ATM机具正常运转，负责提前做
好卡生产耗材、空白卡及ATM订购
安排和存货管理，同时负责做好
卡交易账务核对，组织实施ATM及
卡业务差错处理等
。

49
农银报业有

限公司
编辑岗 北京 2

主要从事从事新闻采访、编辑加
工，微信微博的编辑、日常运营
与维护，组织开展新闻选题、深
度采访、撰写稿件，新媒体专题
活动的策划与执行推广等工作。

硕士研究生

经济金融、新闻、传播、网络
与新媒体、数字媒体、中文、
历史等相关专业（硕士及本科

均为相关专业）

1、专业基础扎实，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思维敏捷，具备基本的新闻写
作能力；
3、对经济、金融、文化领域有兴趣，对金融财经领域
事件及行业文化有一定见解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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