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进出口银行2023年校园招聘岗位信息
序
号

招聘单位 工作地点
计划招
聘人数

岗位类别 招聘岗位 招聘专业 招聘条件 其他要求 咨询邮箱

1 总行 北京 70人左右

金融经济类

贸易金融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国
际贸易、投资、国际关系等相
关专业，具有理工科专业复合
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语言类专业本科生也可报考。
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
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境外院
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
前毕业，且满足境外留学人员在京就业落户条件要
求，报到时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
认证书。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无

eximzhaopin@
163.com

资金业务岗

金融学、金融工程、金融数学
、经济与金融、金融科技、数
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数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
、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应用数学等相关专业

有数理背景，会基础建模优先
。

评审管理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国
际贸易、投资、国际关系等相
关专业，具有理工科专业复合
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无

国际经济合作
类

信贷及国际业
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世界经济、语言类
等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
2.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抗压
能力，责任意识强，工作积极
主动，执行力强。

国际合作岗
国际关系、国际商务、国际事
务、语言类等相关专业

无

会计统计类

统计岗

会计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审计、会计信息化、税务、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

擅长数据整理归集及分析者优
先。

运营管理岗 无

财务会计岗

1.通过CFA、FRM、CPA、ACCA
等专业注册类证书考试者优先
。
2.具有良好的数据分析能力、
文字综合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审计、法律相关专业
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A类等专
业资格证书者优先。风险管理岗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网络工程、网络空间
安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安全
与管理、智能科学与技术等相
关专业

无

管理综合类

纪检监察岗
中共党史等政治学类、马克思
主义理论类、法律、中文、经
济管理类相关专业

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

人力资源岗
档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相
关专业

无

研究文字岗
中国语言文学类、经济管理类
相关专业

无

行政综合岗
建筑设备类、建设工程管理类
、机电设备类、房产类、行政
管理等相关专业

无

2 北京分行 北京 4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满足境外留学人
员在京就业落户条件要求，报到时取得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
脑办公软件。                                        
2.具有较强的调研能力和公文
写作能力，有一定的沟通协调
能力和服务意识。

beijingzhao
pin@eximban
k.gov.cn

3 上海分行 上海 7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审计学、统计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
理工科专业等复合背景的毕业
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软件。

shanghaizha
opin@eximba
nk.gov.cn

会计统计类 财务会计岗

会计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审计、会计信息化、税务、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

管理综合类

党建人力岗
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经
济管理类及理工科类等相关专
业

文秘宣传岗
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经
济管理类及理工科类等相关专
业

4 深圳分行 深圳 6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
脑办公软件。
2.吃苦耐劳，具有较强的沟通
协调能力、团队合作意识、营
销意识和服务意识。

shenzhenzha
opin@eximba
nk.gov.cn

贸易金融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会计统计类 统计岗
金融工程、应用统计学、应用
数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等相关专业

mailto:eximzhaop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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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苏省分行 南京 12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具有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和
服务意识。
3.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软件。
4.报考法律合规岗，通过国家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者优先
。

jiangsuzhao
pin@eximban
k.gov.cn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与我行主责主
业相关的产业

类

主责主业相关
产业岗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新
能源科学与工程、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物联网工程、生物制
药、航空船舶、土木工程、电
力工程、铁路工程、工程管理
、数字经济等相关专业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相关专业

6 四川省分行 成都 6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经济、财会等金融经济
相关专业；机械工程、材料科
学、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化
学工程、交通运输、电气工程
、建筑学、航天航空、通信工
程等理工科专业；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软件、软件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无
sichuanzhao
pin@eximban
k.gov.cn

7 山东省分行 青岛 10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软件。
3.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
协作意识。

shandongzha
opin@eximba
nk.gov.cn

会计统计类 财务会计岗

会计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审计、会计信息化、税务、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8 浙江省分行 杭州 15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国际贸易、
经济学、财会、审计、投资、
法律等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软件。

zhejiangzha
opin@eximba
nk.gov.cn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软件。
3.一般应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软件。

9 湖南省分行 长沙 8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经济、财会、管理、工
程类等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具有
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综合分
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
软件。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服务意识。
3.通过CFA、FRM、CPA、ACCA
、法律从业资格证等专业证书
考试者优先。

hunanzhaopi
n@eximbank.
gov.cn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相关专业

1.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具有
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综合分
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
软件。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服务意识。
3.一般应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1.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具有
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综合分

析能力。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服务意识。
3.取得软件工程师、系统分析
师、系统构架师等专业资格者
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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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庆分行 重庆 6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团队
协作能力，能熟练应用电脑办
公软件；
3.通过CFA、CPA、ACCA等专业
证书考试者优先。

chongqingzh
aopin@eximb
ank.gov.cn

会计统计类 统计岗

会计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审计、会计信息化、税务、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类相关专业

11 陕西省分行 西安 4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语言类专业本科生也可报考。
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
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境外院
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
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
历学位认证书。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
脑办公软件。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营销意识、服务意识。
3.通过CFA、CPA、FRM、ACCA
、法律从业资格证等专业证书
考试者优先。

4823232@qq.
com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
脑办公软件。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服务意识。
3.通过CFA、CPA、FRM、ACCA
、法律从业资格证等专业证书
考试者优先。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服务意识。

12 湖北省分行 武汉 6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理工科相关专业，具
有复合专业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语言类专业本科生也可报考。

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
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境外院
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
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
历学位认证书。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软件。
3.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

hubeizhaopi
n@eximbank.
gov.cn

法律类 风险管理岗 法律相关专业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管理综合类 党建人力岗
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经
济管理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中国语言文学类等相关专业

13
黑龙江省分

行
哈尔滨 4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会计学、财务管理、
管理会计、审计等相关专业，
具有理工科专业复合背景的毕
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文字综合分析能力。
2.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沟通
协调能力、团结协作精神。

heilongjian
gzhaopin@ex
imbank.gov.
cn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文字综合分析能力。
2.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沟通
协调能力、团结协作精神。
3.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者优先。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相关专业，具有金融、经济
、统计等相关专业复合背景的
毕业生优先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文字综合分析能力；
2.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沟通
协调能力、团结协作精神。

14 广东省分行 广州 14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语言类专业本科生也可报考。
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

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境外院
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
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
历学位认证书。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
脑办公软件。                    
2.具有较强的调研能力和公文
写作能力，有一定的沟通协调
能力和服务意识。

guangdongzh
aopin@eximb
ank.gov.cn

贸易金融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相关专业

管理综合类 党建人力岗
工商管理类、人力资源管理类
相关专业



序
号

招聘单位 工作地点
计划招
聘人数

岗位类别 招聘岗位 招聘专业 招聘条件 其他要求 咨询邮箱

15 云南省分行 昆明 7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报考信贷业务岗取得CPA、
ACCA、CFA、FRM、CIA等金融
、会计、审计类相关专业资格
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者优先；
报考法律事务岗取得法律从业
资格证A类等专业资格证书者
优先；报考信息科技岗取得软
件工程师、系统分析师、系统
架构师等专业资格者优先。

yunnanzhaop
in@eximbank
.gov.cn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相关专业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16 宁波分行 宁波 6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具有
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综合分
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
软件。
2.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勤勉敬业。
3.通过CFA、FRM、CPA等专业

证书考试者优先。
ningbozhaop
in@eximbank
.gov.cn

会计统计类 财务会计岗

会计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审计、会计信息化、税务、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

1.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具有
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综合分
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
软件。
2.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勤勉敬业。
3.取得CPA、ACCA、CFA、FRM
、CIA等金融、会计、审计类
相关专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技术
职称者优先。

17 福建省分行 福州 6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文
字综合分析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和营销服务意识。

fujianzhaop
in@eximbank
.gov.cn

与我行主责主
业相关的产业

类

主责主业相关
产业岗

工程管理、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金属材料工程、化工、电力工
程等相关专业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文
字综合分析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具有金融
经济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
先

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文
字综合分析能力，掌握数据处
理、数据分析相关技能。熟悉
Java、C等一种或多种编程语
言，熟悉Oracle数据库、数据
结构与算法等优先。

18 安徽省分行 合肥 5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
脑办公软件。
2.取得CFA、CPA、ACCA、FRM
等专业证书者优先。

anhuizhaopi
n@eximbank.
gov.cn

贸易金融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
脑办公软件。
2.取得CFA、CPA、ACCA、CDCS
、CITF、CSDG等专业证书者优
先。

会计统计类 统计岗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
脑办公软件。
2.取得CFA、CPA、ACCA等专业
证书者优先。

与我行主责主
业相关的产业

类

主责主业相关
产业岗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新
能源科学与工程、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物联网工程、生物制
药、航空船舶、土木工程、电
力工程、铁路工程、工程管理
等相关专业，具有金融、经济
、财会等相关专业复合背景的

毕业生优先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
脑办公软件。
2.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储备和
充足的行业知识积累，具有较
好的调研能力和公文写作能
力，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
服务意识。

3.取得CPA、CFA、ACCA等专业
证书者优先。

19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分行

乌鲁木齐 6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语言类专业本科生也可报考。
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
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境外院
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
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
历学位认证书。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团队
合作能力。
3.报考信贷业务岗、统计岗人
员，取得CPA、ACCA、CFA、
FRM、CIA等金融、会计、审计
类专业证书者优先；报考法律
合规岗，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者优先。

xinjiangzha
opin@eximba
nk.gov.cn

会计统计类 统计岗

会计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审计、会计信息化、税务、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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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厦门分行 厦门 3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统计、财会相
关专业，数理统计、应用数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微电子科
学与工程、物联网工程、生物
制药、航空船舶、土木工程、
电力工程、铁路工程、工程管
理等相关专业，具有经济管理
类和理工科专业复合背景的毕
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团队
合作能力。
3.具有较强的业务拓展和市场
营销能力。
4.通过CPA、ACCA、CFA等专业
证书考试者优先。

xiamenzhaop
in@eximbank
.gov.cn

会计统计类 统计岗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统计学
、会计学等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团队
合作能力。
3.具有较强的责任感。
4.通过通过CPA、ACCA、CFA等
专业证书考试者优先。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团队
合作能力。
3.法律专业功底扎实。
4.须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

21 江西省分行 南昌 5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
脑办公软件。 
2.具备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
较强的抗压能力，性格开朗，
责任心强，积极主动完成各项
工作。                       
3.报考信贷业务岗，本硕期间
具有跨专业复合背景学习经历
者优先。

jiangxizhao
pin@eximban
k.gov.cn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22 海南省分行 海口 6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经济、财务会计类相关
专业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
脑办公软件。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团队
合作能力。
3.报考法律事务岗，通过国家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者优先
。

hainanzhaop
in@eximbank
.gov.cn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相关专业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23 吉林省分行 长春 2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财会、工程管理等相
关专业，具有理工科专业复合
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语言类专业本科生也可报考。
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
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境外院
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
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
历学位认证书。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综
合分析能力。

jilinzhaopi
n@eximbank.
gov.cn

24 河北省分行 石家庄 5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熟悉国家外经贸、产业、金
融政策，具有一定的市场、行
业、财务分析和判断能力。              
3.具有较强的市场营销、业务
拓展、沟通协调能力。

hebeizhaopi
n@eximbank.
gov.cn

25 甘肃省分行 兰州 6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
服务意识。
3.具有一定的业务拓展和市场
营销能力。

gansuzhaopi
n@eximbank.
gov.cn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
服务意识。
3.具有法律职业资格。

管理综合类 行政综合岗

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经
济管理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中国语言文学类、人力资源
管理等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
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
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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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河南省分行 郑州 5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无
henanzhaopi
n@eximbank.
gov.cn

会计统计类 财务会计岗

会计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审计、会计信息化、税务、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

法律类 法律合规岗 法律、法学等相关专业

27
内蒙古自治

区分行
呼和浩特 3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语言类专业本科生也可报考。
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
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境外院
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
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
历学位认证书。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无
neimengguzh
aopin@eximb
ank.gov.cn

会计统计类 运营管理岗

会计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审计、会计信息化、税务、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

28
广西壮族自
治区分行

南宁 4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财务会计、统计、理
工、数学相关专业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无
guangxizhao
pin@eximban
k.gov.cn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29 贵州省分行 贵阳 5

金融经济类 信贷业务岗
金融、金融工程、经济学、经
济贸易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无
guizhouzhao
pin@eximban
k.gov.cn

会计统计类 财务会计岗

会计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审计、会计信息化、税务、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

信息科技类 信息科技岗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软
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计算机相关专业

30
一带一路金
融研究院
（上海）

上海
（驻地分
行：上海分

行）

3 金融经济类 研究岗
经济、金融、国际贸易、国际
政治等相关专业，具有理工科
专业复合背景的毕业生优先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须取得相应等级证书 。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文字组
织能力、逻辑分析能力。

wangyijian@
eximbank.go
v.cn

31 审计一分部

天津
（驻地分
行：天津分

行）

2 会计统计类 内部审计岗

金融、经济学、会计学、财务
管理、管理会计、审计、经济
法学、会计信息化、税务等相
关专业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综
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脑
办公软件。

chenshenfei
@eximbank.g
ov.cn

32 审计二分部

武汉
（驻地分
行：湖北分

行）

2 会计统计类 内部审计岗

金融、经济学、会计学、财务
管理、管理会计、审计、经济
法学、会计信息化、税务等相
关专业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综
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脑
办公软件。

chenshenfei
@eximbank.g
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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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审计三分部

福州
（驻地分
行：福建分

行）

2 会计统计类 内部审计岗

金融、经济学、会计学、财务
管理、管理会计、审计、经济
法学、会计信息化、税务等相
关专业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综
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脑
办公软件。

chenshenfei
@eximbank.g
ov.cn

34 审计四分部

重庆

（驻地分
行：重庆分

行）

2 会计统计类 内部审计岗

金融、经济学、会计学、财务

管理、管理会计、审计、经济
法学、会计信息化、税务等相
关专业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2023届毕业生须在
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获得国家认可的
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一般在2022年7月1
日之后，2023年7月31日前毕业，且报到时取得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5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8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
试6.5分及以上。
4.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综

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电脑
办公软件。

chenshenfei

@eximbank.g
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