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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海省分

行
个人数字
金融部

中级经理（数
据分析方向）

1 个金板块数据分析

负责在全行数据管理框架下，统筹个人金融条线的数据应用、挖
掘与分析等工作：
1.为客户维系提供数据支持；
2.精准营销提供数据支持；
3.风险管控提供数据支持；
4.数据治理等提供数据支持；
5.利用大数据收支记录、千人千面智能推荐营销触达体系开展闭
环营销；
6.开展营销活动效果评价；
7.负责智能推荐应用产品的风险合规管理；
8.智能化的线上线下闭环营销体系；
9.产品创新等提供数据支持。

 
1.教育背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
2.年龄条件：一般不超过35岁；
3.工作经历：具有4年以上的金融或经济工作经历，2年以上数据分析经验；
4.能力素质要求：
（1）具备计算机资格证书，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行和职业操守，有较好的文字
写作能力，熟悉计算机业务流程及风险内控要点；
（2）熟悉SQL/Python等计算机语言，具备计算机编程能力；有数据分析和数
据挖掘相关从业经历或计算机项目经历者优先；
（3）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熟悉市场环境，具有一定的组织、沟
通、协调和营销能力，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工作执行能力。

2
青海省分

行
公司金融
部

中级经理（投
行资管方向）

1

直接参与重大项目的营
销组织、业务策划、项
目方案制定和操作；统
筹协调商业银行、投资
银行、附属公司和外部
市场资源，为客户提供
多元化融资服务

负责债务资本市场、结构化融资、财务顾问等投行业务营销与拓
展、产品创新、业务指导、服务支持等工作；负责集团附属机构
投资银行业务的统筹协调发展，协调附属机构之间以及商业银行
的合作与组织管理。

1.教育背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条件：一般不超过35岁；
3.工作经历：具备投行业务相关工作经验,4年以上的金融或经济工作经历；
4.能力素质要求：
（1）政治素质过硬，具有战略思维、创新意识和全局观念；
（2）主动担当作为，具有较强的客户服务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
神；
（3）专业能力、营销能力突出。

3
青海省分

行
财务管理
部

中级经理（数
字资产管理方

向）
1

负责全行数字资产运营
服务体系的建设

1.负责统筹总行数字资产运营服务体系在青海分行的落地推广。
2.负责“数据模型字典”建设，对分行特色系统进行全面梳理，
建立数据字典项，推动企业级数据字典的不断完善。
3.负责分行特色数据接入及应用，推动数据集市解构迁移工作。
4.负责数据中行APP推广，同时牵头建设分行看板。
5.负责牵头数据应用实施和项目管理，组织各条线开展数据分析
、深挖数字资产价值。

1.教育背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英语四级及以上水平，计算
机、信息科技类相关专业；
2.年龄条件：一般不超过35岁；
3.工作经历：
（1）具备4年以上的数据分析经验，包括excel、SAS、Python、IBM modeler
等，熟悉SQL、Shell语言，熟悉Hadoop、Spark等大数据架构；
（2）参与过特色系统建设，可实现数据标准质量的全流程管控者优先；
（3）具备金融行业工作经验，其中从事数字资产工作的优先。
4.能力素质要求：
（1）了解数据分析方法论，可开展非结构化数据分析及精准营销模型开发
等，熟悉数据仓库的知识；
（2）具有较好的文字写作能力，较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熟悉市场环
境；
（3）具有一定的组织、沟通、协调和营销能力，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工作执
行能力。

4
青海省分

行
授信管理
部

中级经理（评
估师方向）

1 押品价值评估及管理

1.负责业务全流程中对押品价值进行审核、判断、估值、认定、
动态监控等管理；
2.负责押品价值评估及管理的培训工作；
3.负责组织辖内二级分行内部评估师的笔试、监考、阅卷、面试
等工作。

1.教育背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条件：一般不超过35岁；
3.工作经历：具有4年以上资产评估业务相关工作经验；
4.能力素质要求：
（1）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操守良好；
（2）具备国家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土地估价师等评估相关资格，同
时具备两个及以上资格者优先；
（3）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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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青海省分

行
信息科技
部

中级经理（数
据分析方向）

1
承担分行数据分析、数
据建模和数据中台建设
工作

1.负责分行数据中台规划实施工作；
2.负责各部门、各级机构的数据需求整理、加工、分析等工作；
3.负责分行数据分析人员的培训工作。

1.教育背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类相关专业；大学英语四
级及以上水平；
2.年龄条件：一般不超过35岁；
3.工作经历：具备相应的岗位专业知识、技能，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心
和团队协作精神；
4.能力素质要求：
（1）具有5年以上数据分析经验，包括excel、SAS、Python、R、SPSS、IBM
modeler等，熟悉SQL、Shell语言，还要熟悉Hadoop、Spark等大数据架构；
（2）了解逻辑回归、决策树、神经网络等流行的机器学习算法，熟悉数据仓
库的知识；
（3）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能够积极主动思考数据运用场景，创造性解读数
据包含的信息，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创新数据应用；
（4）具有金融行业数据分析相关工作经验、熟悉中国银行数据分析架构者优
先。

6
青海省分

行
信息科技
部

中级经理（信
息安全方向）

1

承担分行信息科技安全
体系建设、信息安全管
理、信息安全检查、信
息安全风险识别控制等
工作

1.建立健全分行信息科技安全体系；
2.根据总行、外部监管单位要求做好信息科技风险防范、内控等
各项工作。

1.教育背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信息安全、密码
学、网络安全技术与工程、人工智能等相关安全专业；大学英语四级及以上
水平，具备相应的岗位专业知识、技能；
2.年龄条件：一般不超过35岁；
3.工作经历：4年以上信息科技相关工作经历；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心和
团队协作精神；
4.能力素质要求：
（1）熟悉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相关领域：如端口、服务漏洞扫描、程序漏
洞分析检测、权限管理、入侵攻击分析和开发等；
（2）具备扎实全面的计算机、网络（TCP/IP）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3）具有业界网络安全证书者（如CISP、CISA、CISSP等）、在国内外主流
安全漏洞平台上提交过漏洞信息者、有网络安全大赛（如CTF）、省级以上护
网经验者优先。

7
青海省分

行
信息科技
部

高级经理（软
件开发方向）

1
承担分行特色项目规划
、软件架构设计，组织
软件开发工作

1.对分行各类应用软件开发进行架构规划；
2.进行分行特色项目整体规划并组织实施；
3.承担分行新产品开发管理及创新工作。

1.教育背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类相关专业；大学英语四
级及以上水平；
2.年龄条件：一般不超过35岁；
3.工作经历：
（1）具备相应的岗位专业知识、技能，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团队协
作精神；
（2）具有6年以上信息科技相关工作经历，5年以上开发工作经验；精通
Java/C语言，熟练掌握J2EE开发技术，对J2EE主流框架可熟练运用；熟练使
用Eclipse等开发工具；熟练进行基于oracle等主流数据库的开发；熟悉
HTML5、JavaScript、CSS、jQuery等Web 前端开发技术；
（3）精通软件工程和大规模软件开发方法，熟悉分布式系统基本原理及主流
分布式架构设计，掌握一种开源分布式相关技术并熟练运用；
4.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5.能力素质要求：
（1）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操守良好；
（2）具备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具有金融项目管理经验，掌握项目管理
常用知识，有参与或组织开展大型项目或项目群经验者优先；
（3）具有金融行业软件研发与项目管理工作经验、熟悉中国银行特色项目开
发流程、具有相关开发经验者优先。



序
号

招聘
机构

招聘
部门

职位名
称

招聘
职数

所承担的任务
/项目

主要工作职责 资格条件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2022年社会招聘职位信息表

8
青海省分

行
信息科技
部

高级经理（信
息科技规划方

向）
1

承担分行信息科技规划
、实施工作，研究、引
进新技术、新方案。

1.根据总分行规划，开展金融科技研发，支持行内科技、业务的
数字化转型工作。
2.重点开展分布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相关技术论证和应
用实施。
3.组织开展数据分析和业务建模工作，有效支持行内营销、获客
、服务、风控、反欺诈、反洗钱等业务经营活动。
4.负责分行信息科技的发展规划，推动分行业技融合进程，支持
业务发展。
5.承接实施系列重点项目；牵头开展与外部单位的科技领域合
作，统筹科技能力对外服务和输出管理工作。

1.教育背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2.年龄条件：一般不超过35岁；
3.工作经历：互联网金融或金融行业科技6年以上工作经历，具备银行数字化
转型所需的知识和经验；
4.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5.能力素质要求：
（1）精通金融科技主流技术和发展方向，具备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熟
悉软件开发和管理过程，熟悉信贷、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支付结算等业
务的系统开发工作；
（2）精通银行科技运维体系建设和管理，熟悉数据中心各项事务日常管理；
（3）具有丰富的IT项目管理经验，熟悉IT项目从立项调研、可行性分析、立
项、开发到上线运营的整体过程，并善于和业务部门沟通；
（4）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5）思维清晰，做事有条理，无不良嗜好，能承受银行信息科技工作面的压
力与挑战。

9
青海省分

行
二级机构

中级经理（信
息安全管理方

向）
2

承担二级机构辖内前端
管理、信息安全管理、
信息安全检查、信息科
技风险识别控制、数据
分析等工作

1.承接分行信息科技部相关工作内容。
2.管理辖内业务前端、计算机、打印机等设备。
3.负责操作系统、防病毒及各类软件升级和补丁更新等工作。
4.负责辖内办公场所、机房电子设备搬迁及配合做好网点新项目
、新业务的推广工作。
5.承担辖内机构的安全检查工作，配和信息科技部进行网络升级
、故障排除等工作。
6.承担辖内数据提取、基础数据分析等工作，为业务发展提供动
能。

1.教育背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2.年龄条件：一般不超过35岁；
3.工作经历：具有4年以上软件开发、信息安全、网络、数据分析等之一的工
作经验。
4.能力素质要求：
（1）具备软件开发、信息安全、网络、数据分析等之一的专业知识、技能，
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团队协作精神；
（2）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操守良好，身体健康，品行端正，无任何违规违纪
行为；
（3）能够积极主动思考，将科技技能运用到业务场景中，为辖内业务发展提
出基于科技赋能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创新业务发展思路；
（4）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实操能力，善于思考。
（5）具有金融行业信息维护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