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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努
力为公众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根据
业务发展需要，海口农商银行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经录用，将
以公平的晋升机制、优厚的薪酬待遇、
完善的培训体系，实现个人与团队共
同成长。

期待您和我们一起推动海南农信
的发展，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未来。

一、招聘岗位

（一）管理岗：1.各一级部门总经
理，共21人。2.支行行长：农区、城区
各3人。（二）专业岗：1.公司金融部：高
级客户经理，若干；产品经理，2人；业务
经理，2人。2.授信管理部：贷款审批专
员，4人。3.法律合规部：问责管理岗，1
人；集中诉讼岗，1人；反洗钱岗，1人。
4.风险管理部：全面风险管理岗，1人。
5.金融市场部：风险经理，1人。6.票据
中心：风险经理，1人。7.资产管理部：
风险经理，1人。8. 信用卡中心：12
人。系统管理岗，1人；风控决策岗，3
人；策略分析岗，1人；数据分析岗，1
人；风险监测岗，1人；诉讼管理岗，1
人；客户经营岗，1人；营销策划岗，1

人；分期审批岗，1人；初审调查岗，1
人。9.消费金融部：产品经理，2人；业
务经理，2人。10.消费金融服务中心，
14人。审查审批部经办岗，1人；面签
放款部经办岗，4人；产品研发部风控主
管岗，2人；产品研发部系统管理岗，2
人；贷后管理部经办岗，5人。11.金融科
技复合型专业人才：若干。

二、招聘条件

（一）各岗位基本条件：1.拥护中国
共产党；2.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历（个别岗位需硕士及以上学历），留
学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的学历学位认证；3.热爱金融工作，
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团队意识，勇于
创新，追求卓越；4.具备良好的政治素
质和职业素养，诚实守法、清正廉洁，无
不良嗜好，无任何不良记录；5.容貌端
正，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
的身心条件，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
用标准（试行）》《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
手册（试行）》的相关规定；6.符合监管
部门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7.海南农信
系统员工可报名。

（二）各岗位具体要求：详见海口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急缺
人才社会招聘岗位目录（附件）。

三、应聘流程

（一）网上报名为本次招聘的
唯一报名方式。请使用谷歌浏览
器（Google Chrome）登录海南省
农 村 信 用 社 联 合 社 网 站（www.
hainanbank.com.cn），点击人才招
聘栏目报名通道“人才注册”进行
在线注册和报名，具体流程如下：

1.注册并登录系统，登录ID为个
人身份证号码，请牢记个人登录密码。
2.填写简历。点击“表格填写”，如实填
写个人信息，填写时请仔细核对所填信
息，确保材料信息属实，不得虚报或隐
瞒实情。正确选择岗位，认真填报，确
认无误后选择“提交”，等待管理人员后
台审核。3.报名完成后，请及时关注本
人报名表页面审核结果。如未审核通
过，应聘者请按相关提示对报名表进行
修改，直至审核通过为止。报名截止

前，报名表仍未审核通过的，报名结果
无效。4.首批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4
月24日（星期日）中午12:00，到期报
名系统将自动关闭，不再接受报名。

（二）审核合格后，我们将另行发布
公告，详细通知笔试、面试选拔时间及
相关流程，请应聘者关注官网公告，同
时保持通讯畅通。

四、其他

（一）年龄、工龄计算截止时间为
2022年3月31日。（二）应聘者必须承
诺所填写、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存在
弄虚作假，经查属实的，取消报名、考试
及录取资格。（三）本公告长期有效。

联系人：林女士，联系方式：0898-
66516097。

附件：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急缺人才社会招聘岗
位目录。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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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部（自贸港园区金融服务部）、
机构业务部、国际金融部、资产管理部、
金融市场部、票据中心、信用卡中心、数
字银行部、消费金融部（消费金融中心、
小额信贷部）、乡村振兴金融部（普惠金
融部）、风险管理部、授信管理部、法律
合规部、运营管理部、财务管理部、人力
资源部（党委组织部）、审计稽核部、综
合管理部（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
企业品牌部、党委宣传部）、纪委办公
室、党群工作部、安全保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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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40周岁以下（特别优
秀者可适当放宽条件）；全
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留学归国人员应取得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
历学位认证。

年龄40周岁以下（特别优
秀者可适当放宽条件）；全
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留学归国人员应取得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
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
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

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
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

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
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归
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40周岁以下，硕士研
究生学历，金融、经济、法
律、财会等相关专业学历可
放宽至本科；留学归国人员
应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40周岁以下，硕士研
究生学历，金融、经济、法律
类专业学历可放宽至全日
制大学本科；留学归国人员
应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金融、经
济、法律、审计、数学相关专
业全日制大学本科，留学归
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40周岁以下，金融、经
济、法律类专业全日制大学
本科，留学归国人员应取得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
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金融、经
济、法律、财会类专业全日
制大学本科，留学归国人员
应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
软件或计算机相关专业；留
学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
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
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

1.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素养，诚实守信、清正廉洁，有较
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2.具有8年以上银行同业从
业经历，其中5年以上相关部门业务经验，且正在国有商业银行
市级分行、市级农商行、城商行担任同层级职务或下一层级岗位
任职满3年；3.其中金融市场部、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具有相同年
限证券公司任职经验也可；4.财务管理部、审计稽核部总经理须
具备监管规定的高管任职资格条件；人力资源部、综合管理部、
纪委办公室、党群工作部总经理须为中共正式党员；5.特别优秀
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1.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素养，诚实守信、清正廉洁，有较
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2.具有4年以上金融从业经
历或8年以上经济工作经历（其中3年以上金融从业经历），且在
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地市分行（或城商行地市分行）担
任同层级管理岗位，或在下一层级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任职
满3年；3.拥有良好的人脉和客户资源；4.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
宽条件。

1.具有5年以上银行同业从业经历，其中3年以上国有商业银
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担任公司金融客户经理岗位工
作经验，且近1年来未脱离信贷岗位；2.具备较强的尽责调查、审
查、财务分析等能力，具备独立分析、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3.
拥有一定社会资源及客户资源，具有银行、基金、证券从业、会计
师资格证者优先考虑。

1.具有5年以上银行同业从业经历，其中2年以上国有商业银
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公司金融产品经理工作经验，且
近1年来未脱离该岗位；2.了解与金融、经济相关的政策法规，熟
悉海南经济市场和公司业务主要产品，熟悉绿色金融、供应链金
融业务的优先；3.具有较强的公司金融业务产品设计能力，具备
独立分析、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4.持有CFA、CPA、ACCA 、
FRM等相关资格证书者优先。

1.具有5年以上银行同业从业经历，其中2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公司金融产品经理工作经验，且近1
年来未脱离该岗位；2.具有较强的公司金融业务市场对接、营销方
案策划、项目组织推动能力，具备独立分析、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
力；3.持有CFA、CPA、ACCA、FRM等相关资格证书者优先。

1.具有5年以上银行同业从业经历，其中2年以上国有商业银
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公司金融业务授信审批或信贷
风险管理工作经验，且近1年来未脱离该岗位；2.能够熟练运用
风险计量、分析评估等相关风险管理工具。

1.具有3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担任
违规问责、公司律师、内部审计、信贷管理岗位工作经验，且近1
年来未脱离上述岗位；2.持法律职业资格A证，或具有监管部
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工作经验优先，任职年限可适当
放宽。

1.具有法律职业资格A证；2.具有3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市级分
行、市级农商行、城商行法律相关岗位工作经验，且近1年来未
脱离该岗位；3.从事司法实践工作1年以上（含1年）者可不对第
2条工作经验年限做要求；4.具有司法部门、监管部门、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事务所工作经验优先。

1.具有3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内控
合规、反洗钱岗位工作经验，且近1年来未脱离上述岗位；2.有较
为扎实的金融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银行金融业风险管理政策
和银行反洗钱业务、流程及相关法律法规；3.具备“ICAP国际反
洗钱师资质”者任职年限可适当放宽。

1.具有3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授信
审查、金融市场、内控合规、不良处置等部门的风险管理相关岗位
工作经历，且近1年来未脱离上述岗位；2.具有国内外大型商业银
行总分行相关风险管理岗位、总分行授信审查审批岗位工作经验
者，或持有CFA、CPA、ACCA、FRM等相关资格证书者优先。

1.具有5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市级分行、市级农商行、城商行从
事流动性风险管理、金融市场业务、票据业务、资产负债管理、系
统建设等相关工作经验，且近3年来未脱离上述岗位；2.熟悉商
业银行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知识，掌握金融市场、资产负债管
理、系统建设等知识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等规章制度，掌握风险计
量技能；3.具有国内外大型商业银行总分行相关风险管理岗位、
总分行投资银行等岗位工作经验者，或持有 CFA、CPA、
ACCA 、FRM等相关资格证书者优先。

1.具备3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2年以上系统开发、应用运维管
理、数据分析等相关工作经历（近2年来未脱离上述岗位）；2.具
备良好的逻辑分析能力；较强的统筹、沟通和协调能力；3.工作
主动性强、积极性高、执行力高及抗压能力强；4.熟悉信用卡系
统运作优先；5.具备PMP或PRINCE2资质者优先。

1.具备3年以上银行工作经验，其中2年以上银行信贷、信用卡
或风险管理等相关工作经历（近2年来未脱离上述岗位）；2.具备
良好的风险判别分析能力，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3.有一定的开
发、编程基础，熟悉数据建模相关理论知识；4.有hadoop平台/
图算法/深度学习/机器学习/NLP项目等相关经验优先；5.熟悉
SAS/SQL/R/Python工具，有相关实践经验者优先。

1.具有2年（含）以上银行工作经验，其中1年以上银行信贷、信
用卡或风险管理等相关工作经历（近1年来未脱离上述岗位）；2.
具备较强的数据敏感度与逻辑分析能力，具有一定的风险判别
分析能力；3.熟悉SAS/SQL/R/Python工具，有相关实践经验
者优先；4.具有策略分析、项目管理经验者优先。

序号 部门 岗位 招聘人数 年龄、学历要求 招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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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
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
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律
相关专业；留学归国人员应
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
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
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
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归
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归
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归
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法
律、金融、经济、财会等相关
专业优先。留学归国人员
应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法
律、金融、经济、财会等相关
专业优先。留学归国人员
应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经
济学、计算机、软件工程、数
学等相关专业优先。留学归
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经
济学、计算机、软件工程、数
学等相关专业优先。留学归
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年龄35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
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

年龄35周岁以下，硕士及
以上学历，金融、经济学、计
算机、软件工程、数学、大数
据等相关专业，211、985高
校，双一流学科可放宽至本
科学历。留学归国人员应
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的学历学位认证。

1.具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1年以上数据分析相关工作经历
（近1年来未脱离上述岗位）；2.具备较强的项目管理能力、数据
产品思维、逻辑思维能力；3.具有数据处理、分析、统计、挖掘工
作经验；4.熟悉专业统计分析、机器学习理论知识等，包括逻辑
回归、决策树、聚类分析、SVM、神经网络、XGBoost等，优先考
虑。

1.具有2年（含）以上银行工作经验，且1年以上银行信贷、信用
卡、风险管理或内控合规等相关工作经历（近1年来未脱离上述
岗位）；2.精通风险管理知识，掌握相关法律知识，熟悉信贷、信
用卡业务知识；3.具备一定风险判别、数据统计分析能力；较强
的逻辑思维能力及人际沟通协调能力；4.熟悉监管部门各项反
洗钱政策制度要求，有反洗钱工作经验者优先。

1.具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1年以上法务或金融行业相关工
作经验（近1年来未脱离上述岗位）；2.持有律师证或法律职业资
格证，精通民法、商法、诉讼法等法律知识及金融监管规定；3.具
备良好的沟通、协调、组织能力，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能
力。

1.具有3年（含）以上银行工作经验，其中2年以上信用卡营销策
划、信用卡产品研发、信用卡营销拓展等相关工作经历（近2年
来未脱离上述岗位）；2.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沟通协调能力和数据统计分析能力；3.具有信用卡业务客户
经营、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1.具有2年以上银行工作经验，其中1年以上信用卡营销策划、
信用卡产品研发、信用卡营销拓展等相关工作经历（近1年来未
脱离上述岗位）；2.具备良好的自学能力和自我驱动能力，较强
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3.具备较强的市场营销能力，有信
用卡营销策划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1.具有3年以上银行信贷授信审批或信用卡分期审批工作经验；
2.熟悉监管部门各项信用卡相关政策制度，具备较强的风险识
别能力，能对潜在风险进行预警及评估；3.熟悉信贷或信用卡审
核业务，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4.具备较强的敬业精神与责任
感，工作原则性强；5.具有信用卡授信政策制定、流程管理等相
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1.具有2年以上银行信贷授信审批或信用卡审批工作经验；2.熟
悉信贷或信用卡审核业务，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3.具备较强的
敬业精神与责任感，工作原则性强；4.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学习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

1.具有5年以上银行同业从业经历，其中2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消费金融产品经理及相关工作经验，
且近1年来未脱离该岗位；2.了解与金融、经济相关的政策法规，
熟悉海南经济市场和零售业务主要产品；3.具有较强的消费金融
业务产品设计能力，具备独立分析、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1.具有5年以上银行同业从业经历，其中2年以上国有商业银
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消费金融业务经理及相关工作
经验，且近1年来未脱离该岗位；2.具有较强的消费金融业务市
场对接、营销方案策划、项目组织推动能力，具备独立分析、解决
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具备独立分析、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1.具备3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授信
审查、风险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至少1年及以上审批工作经
验；2.具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能够提出有效
的风险防范措施。

1.具备2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信贷
业务审查审批工作经验；2.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
分析判断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

1.具有5年以上银行同业从业经历，其中1年以上国有商业银
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风险控制、内控合规等工作主管
岗位经历，或3年以上信贷风控业务工作经验；2.具备较强的数
据分析能力和业务分析能力。

1.具有3年以上的系统开发和产品设计等相关经验；2.有金融、
会计知识或银行信贷工作经验优先；3.具备PMP或PRINCE2
资格证书者优先。

1.具有3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信贷
业务工作经验；2.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良好的客户
服务意识。

1.具有3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城商行金融
科技、数字风控、数字银行、IT审计、数据管理、软件开发、系统管
理等相关工作经验，或其他机构从事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供
应链金融、大数据、第三方支付等相关工作经验；2.具备岗位所
需的专业知识和必要的职业资质；3.具有金融、经济、财会等相
关专业第二学历或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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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急缺人才社会招聘公告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简
称海南农信）2007年8月正式挂
牌，下辖19家市县行社（农商银
行、农信联社），是海南省存贷款规
模大、纳税金额多、网点分布广、本
地科技研发能力强的地方金融机
构。海南农信在各级政府、监管部
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坚持
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服务“三农”经济发展、服
务百姓共同富裕，致力于打造服务
海南自贸港的一流金融机构！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海口农商银行）成立于
2011年12月，是海南省第一家地
方法人商业银行，规模体量大、业
务品种全、发展基础好、综合优势
突出，为“全国文明单位”“海南百
强企业”，合并报表资产规模超千
亿元，成立10年以来累计纳税额
超 28 亿元，是海口市的纳税大
户。目前共有营业网点66个，覆
盖海口市辖内全域。

自贸东风起，不负好韶华，诚揽天下才，共建自贸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