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澳大灣區澳門青年實習計劃-2020 

實習崗位資料 

（東莞） 

 

序 
企業／機構名稱 

地址 
崗位名稱 數量(個) 要求專業能力 崗位職責和工作內容 

 

      
 

1 
愛高電業(東莞)有限公司 

東莞市厚街鎮科技工業城工業路 

筆記本電腦品

質測試 
3 電腦/資訊科技相關專業 

筆記本電腦產品的品質功能、軟件等相關測

試 

2 
東莞信泰企業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東莞市厚街鎮科技大道 7號 
客服助理 5 物業管理/酒店管理相關專業 

1. 負責接待訪客，介紹專案資訊；  

2. 主要負責跟進園區客戶進駐需求，對反映

問題及時處理。 

3 
東莞信泰企業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東莞市厚街鎮科技大道 7號 
行政助理 5 文學類/行政管理/不限 負責協助人力行政部處理日常管理事務 

4 
東莞信泰企業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東莞市厚街鎮科技大道 7號 
平面設計 3 攝影/設計類相關專業 

負責產品圖片拍攝/圖片優化/公眾號及網站維

護等 

5 

東莞廣澤汽車飾件有限公司 

東莞市厚街鎮厚街科技工業園東業路

2號 

助理工程師 3 模具/汽車/機械相關專業 

1. 產品的開發，試模、交貨、產品及模具問

題點分析，對策實施，APQP 資料製作，

跨部門溝通與協調，主持會議、對應客戶。 

2. 使用 CAD，UG，CATIC等 3D繪圖軟件，

模具/機械相關專業。 

6 

東莞廣澤汽車飾件有限公司 

東莞市厚街鎮厚街科技工業園東業路

2號 

品質工程師 4 英語/日語相關專業 

1. 協助維持品質系統之正確性，達成

TS16949品質系統要求； 

2. 處理客訴案件，回饋、督導各相關制程改

善，並予追蹤，達成顧客滿意及持續改善

之目標； 

3. 協助 APQP相關標準的建立，提升供應商

及協力商之水準，達成公司生產及顧客之

品質需求，協助本部門及跨部門間持續改

善推進。 

7 

東莞廣澤汽車飾件有限公司 

東莞市厚街鎮厚街科技工業園東業路

2號 

產品設計工程 2 模具/設計 

設計案之設計與檢討，模流分析報告提交，3D

建構及 2D 出圖。大專以上學歷，會使用

CATIA、UG熟練，熟悉模具基本概念。 

8 

東莞廣澤汽車飾件有限公司 

東莞市厚街鎮厚街科技工業園東業路

2號 

產品設計工程 1 

1. 電腦相關專業； 

2. 能獨立進行.NET應用功能

的開發、調試。 

1. 按照專案設計、進度要求，進行軟體開發 

根據專案開發規範與流程，完成軟體編

碼、測試及相關文檔； 

2. 承擔並獨立完成設計和開發任務，並對交

付品質負責。 

9 

東莞市厚實軟體有限公司 

東莞市南城街道天安數碼城 F3區 506

室 

Java開發工程

師 
1 電腦、軟體工程及相關專業 

1. 參與分析專案需求與功能； 

2. 負責所屬模組的代碼開發、調試與維護工

作； 

3. 積極回應客戶需求並進行開發/定制化開

發和交付； 

4. 參與公司產品的架構優化，性能優化並輔

助其他模組進行技術實現； 

5. 協助並完成其他各類技術開發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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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東莞市厚實軟體有限公司 

東莞市南城街道天安數碼城 F3區 506

室 

WEB前端開

發工程師 
1 電腦、軟體工程及相關專業 

1. 參與分析專案需求與功能； 

2. 負責前端架構設計及功能開發； 

3. 優化前端架構與代碼、增強穩定性與安全

性； 

4. 按照要求完成相關開發文檔的整理與編

寫。 

11 

東莞市厚實軟體有限公司 

東莞市南城街道天安數碼城 F3區 506

室 

C#開發工程師 1 電腦、軟體工程及相關專業 

1. 參與分析專案需求與功能； 

2. 負責所屬模組的代碼開發、調試與維護工

作； 

3. 積極回應客戶需求並進行開發/定制化開

發和交付； 

4. 參與公司產品的架構優化，性能優化並輔

助其他模組進行技術實現； 

5. 協助並完成其他各類技術開發任務。 

12 

東莞市厚實軟體有限公司 

東莞市南城街道天安數碼城 F3區 506

室 

.NET開發工

程師 
1 電腦、軟體工程及相關專業 

1. 參與分析專案需求與功能； 

2. 負責所屬模組的代碼開發、調試與維護工

作； 

3. 積極回應客戶需求並進行開發/定制化開

發和交付； 

4. 參與公司產品的架構優化，性能優化並輔

助其他模組進行技術實現； 

5. 協助並完成其他各類技術開發任務。 

13 

鷹騰智能科技（東莞）有限公司 

東莞松山湖科匯路 1號中科院雲計算

中心 

演算法工程師

（實習生） 
2 

掌握基本的 C++ 或者 Python，

熟悉基礎的視覺演算法，熟練

使用 OpenCV 

人臉識別視覺演算法的開發，協助完成產品

功能設計。 

14 

鷹騰智能科技（東莞）有限公司 

東莞松山湖科匯路 1號中科院雲計算

中心 

物聯網工程師

（實習生） 
1 

熟悉 arm 系列單片機開發，掌

握 C/C++語言基礎。 

參與協助物聯網模組的開發，測試和產品認

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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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市前海智慧交通運營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夢海大道前海卓越

壹號 B座 3003 

助理交通規劃

設計師 
3 有一定的交通專業基礎 

1. 協助項目負責人完成交通規劃設計相關

工作； 

2. 協助項目負責人安排的其他工作。 

2 

深圳市前海智慧交通運營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夢海大道前海卓越

壹號 B座 3003 

助理軟件工程

師 
3 

電腦或電子科技相關專業，有

java開發語言基礎 

1. 維護系統相關的日常問題； 

2. 根據需求計劃開發相關功能； 

3. 協助處理其他工作。 

3 

睿思芯科（深圳）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青年夢工廠 1號樓

216 

美工設計師 2  
熟悉並具有一定的 Photoshop

技術 

設計和美化公司用於新聞發佈、網站、產品

宣傳的產品及行業宣傳圖 

4 

睿思芯科（深圳）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青年夢工廠 1號樓

216 

新媒體公眾運

營 
1  

具備極強的執行力和溝通能

力，富有創新意識和創新思維 

1. 根據公司運營需求，負責公眾號內容和活

動策劃； 

2. 通過運營手段，提升公眾號用戶的活躍度

和轉化率； 

3. 配合公司其他相關業務進行宣傳推廣、資

訊收集等工作。 

5 

睿思芯科（深圳）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青年夢工廠 1號樓

216 

行政文案策劃 1  

具備較好的綜合素質，文字功

底好，對文字材料有較強的綜

合歸納能力 

1. 協助辦公室行政事務； 

2. 協助起草對內對外宣傳檔。 

6 

睿魔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青年夢工廠 6號樓

217 

採購實習生 1  專業不限 

1. 深入採購日常工作，負責上級所安排工作

的跟進和落地執行； 

2. 根據採購計劃與供應商溝通協調，約見以

及樣品管理； 

3. 維護採購業務系統，對相關採購商品資訊

進行回顧和整理。 

7 

睿魔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青年夢工廠 6號樓

217 

測試實習生 2  
熟悉 Linux常用命令，至少掌握

一門編程語言，如 Python/JAVA 

1. 負責公司產品的業務功能測試，確保產品

品質； 

2. 按測試計劃執行分配的測試任務，及時提

交和跟蹤缺陷，協助開發人員定位重現缺

陷，推動缺陷的及時合理的解決； 

3. 根據產品測試的實際情況，編寫相應的測

試分析報告和相關文檔，定期向上級匯報

項目進展情況。 

8 

睿魔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青年夢工廠 6號樓

217 

硬件實習生 1  

1.  具備常規電路設計、焊接、  

測試能力； 

2.  熟悉常規的元器件。 

1. 負責產品調試及性能測試； 

2. 協助產品 BOM建立及標準化； 

3. 完成上級交辦的其他工作任務。 

9 

賦之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廠 6

棟 207 

海外市場營銷 2  

1.  具備電子專業知識 /對電子

硬件產品有較強興趣；  

2.  能快速學習 /擅長使用各種

社交媒體為優。 

1. 負責海外市場開拓和用戶開拓（日韓、歐

美地區）； 

2. 研究產品的海外定位和營銷策略； 

3. 海外社交媒體的運營與維護（Facebook，

Instagram）； 

4. 針對海外市場的活動策劃和流量投放。 

10 

賦之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廠 6

棟 207 

中華區自媒體

運營 
2  

1.  瞭解中華區社交平台，對互

聯網發展潮流高度關注； 

2.  善於輸出轉化內容； 

3.  本身是微博 /抖音 /小紅書

/Bilibili的活躍用戶，瞭解短

視頻拍攝/剪輯為優。 

1. 微博、抖音、小紅書和 Bilibili的日常運

營； 

2. 意見領袖、粉絲維護； 

3. SNS互動活動的策劃； 

4. 運營數據分析及優化傳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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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深圳河山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高新南環路 29號留學

生創業大廈二期四樓 

程式員實習生 2  
本科在讀，電腦專業，有一定

前端開發基礎 
負責系統測試等相關工作 

12 

深圳河山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高新南環路 29號留學

生創業大廈二期四樓 

文案策劃實習

生 
1  本科在讀，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負責微信公眾號小程式等文字編輯及其他宣

傳工作 

13 

眾所皆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深港合作區青年夢

工場 6號樓 206室 

文案實習助理 3  

1. 較強的文案撰寫能力；                               

2. 有新媒體運營工作者優先。 

1. 微信、微博運營及文案撰寫； 

2. 長圖文素材收集整理；  

3. 線下活動文案撰寫； 

4. 其他線上運營文案撰寫工作。 

14 

眾所皆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深港合作區青年夢

工場 6號樓 206室 

設計實習助理 2  

1.  從事與工作相關的平面類設

計工作；  

2.  能快速、細緻，瞭解設計意圖

繪製效果圖； 

3.  熟 練 操 作 AOTUCAD ，

3Dmax，vary，PS 等相關繪

圖軟體及辦公軟體。 

1. 負責公司的各項對內對外業務的設計工

作（如：活動宣傳海報、品牌 Logo設計等）； 

2. 參與公司設計策劃的研討和制定； 

3. 完成公司領導交代辦理的其他業務。 

15 

眾所皆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深港合作區青年夢

工場 6號樓 206室 

財務實習助理 1  
從事財務工作，或者就讀財務

專業的應屆畢業生             

1. 協助領導做好財務政策和財務管理制度的

制定和實施；       

2. 根據財務要求，確保日常資金收支、財務

核算等的工作業務正常進行，並及時、準

確的進行做賬報稅業務，管理好公司財務

情況； 

3. 對外界的部門保持良好的關係（如：稅務

局、銀行、工商局等）；   

4. 完成公司領導交代的其他業務。 

16 

眾所皆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深港合作區青年夢

工場 6號樓 206室 

編程實習助理 2  

1.  瞭解 TCP/IP協議，熟練掌握

Windows 系列伺服器系統服

務組件安裝管理，防火牆工

作原理； 

2.  精通 ASP、HTML、PHP、

NET、CSS 等高級網站編程

語言； 

3.  熟 練 使 用 Macromedia 

Dreamweaver 、 Macromedia 

Fireworks、Photoshop、Corel 

draw等設計軟件編輯圖像處

理軟件，能獨立更新網站； 

4.  熟練使用 SQL資料庫伺服器

的配置管理維護，Javascript、

Ajax 等技術進行客戶端編

程； 

5.  編程網站製作、設計流程，能

跟蹤最新的網頁設計、製作

技術或其他相關網站編程技

術。 

1. 負責公司網站的設計、維護、更新及推廣

工作； 

2. 按照規劃方案製作符合要求的網頁及視覺

效果； 

3. 嵌入式系統 UI、業務功能設計開發； 

4. 參與系統架構、設計、開發以及測試全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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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眾所皆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前海深港合作區青年夢

工場 6號樓 206室 

3D建模實習

助理 
2  

1.  扎實的 3D建模渲染基礎，熟

練掌握MAYA/3DMax；         

2.  能夠很好的處理設計問題產

品圖紙的更新和技術支持； 

3.  良好的美術基礎和手繪功

底；對美的事物有自己獨到

的見解；  

4.  個性活潑，有團隊意識，對動

畫視頻設計有興趣者優先。 

1. 參與產品拍攝模組的 3D貼紙、特效、AR

等相關需求的討論、設計以及製作； 

2. 與開發團隊配合並跟蹤實現效果，保證最

終設計品質；        

3. 與調度員對接工作。 

18 

昇騰技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保稅區市花路長富金茂大

廈 2號樓 5樓 503單元 

Python實習軟

件工程師 
1  

有相關實踐或項目經驗優先 

1. 參與與應用程式開發、機器介面、自動化

和數據傳輸有關的項目； 

2. 與同事和開發團隊緊密合作，以確保項目

順利實施並達到質量要求； 

3. 與客戶或潛在用戶溝通以瞭解他們的需求

和關注點。 

19 

昇騰技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保稅區市花路長富金茂大

廈 2號樓 5樓 503單元 

C/C++實習軟

件工程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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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騰技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保稅區市花路長富金茂大

廈 2號樓 5樓 503單元 

Java實習軟件

工程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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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騰技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保稅區市花路長富金茂大

廈 2號樓 5樓 503單元 

Javascript實習

軟件工程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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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科創投控股有限公司 

（數字化事業部） 

 

互聯網運營崗 3  
文筆好的，溝通能力強，有較

強的學習能力和創意能力 

1. 公眾號運營； 

2. 軟文編寫及美工； 

3. 負責線上活動的策劃，需求調研和活動的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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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碳雲智能數字生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深圳市南山區僑香路中航沙河工業區

1樓 

實習設計師 1  

1.  精通各類平面設計軟件； 

2.  有扎實的美術功底，對顏色、

排版且對顏色、排版、字體設

計等均有良好的把控能力； 

3.  能提供具有較強視覺表現力

和創意的高品質方案； 

4. 了解交互體驗。 

1. 輔助產品拍攝及拍攝現場把控與跟進； 

2. 傳播物料的相關設計； 

3. 品牌 VI的擬定與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