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社会招聘

公     告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人民保险集

团旗下重要子公司，为社会公众及客户提供专业、丰富的保

险金融产品及服务。中国人民人寿保险根据工作需要，按照

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面向全社会广泛吸纳致力

于投身保险行业的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通过公司专用

招聘邮箱接收有意向到公司工作的人员简历。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公司介绍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人民保险集

团旗下子公司之一，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经国务院批准使

用“中国”字样。公司注册资本为 257.6 亿元，国有控股比例

达 80%，资本背景强大，补充机制可靠，公司总资产规模超

过 3540 亿元。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设有分公司 36 家，在 291 个地市、1816 个县（市、区）

设有销售机构和服务网点，与银行建立合作网点超过 11 万

家，拥有 14 万余名寿险销售人员，为客户提供包括柜面、

电话、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多种保险服务体验。秉承集团

公司光荣使命的同时，积极参与国家的健康养老产业、基础

建设以及各类民生工程，为客户提供美好生活、无忧一生、

百万身价、鑫利年金等二百多个保险产品服务，同时在大连



建立了人保人家养老社区。 

二、用人理念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以“稳增长、重价值、强基础”为转型
发展战略，致力于打造现代化国内一流的寿险公司。公司坚
持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坚持“忠诚、干净、担当”的标准，
广泛吸纳五湖四海的人才；公司倡导公开、公平、公正的“竞
争择优”机制，以能力论人才、以实力论英雄、以贡献论待遇；
公司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劳动，给每一名员工提供充
分展示个人才干的舞台。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当前幸逢中国人民人寿保险
转型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如果您胸怀振兴民族保险品牌的
远大抱负，如果您志存实现个人价值的人生理想，如果您满
怀创业拼搏的澎湃激情，请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的广阔平台
尽情展示。 

三、具体岗位需求及任职要求 

（一）物业经营管理岗（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南京/

郑州/大连）7 人 

工作职责：  

1. 总体负责项目的经营管理及对外协调联络工作； 

2. 项目所在地房地产租赁市场情况的调研及跟踪； 

3. 负责制定提出年度租赁经营方案与策略； 

4. 负责项目的租赁接待，洽谈等工作； 

5. 负责项目的合同提起及合同审批； 



6. 负责合同的签署及资料保管； 

7. 负责对项目的各类合同进行款项收支，包括租户租

金的催缴及收取，各项费用的支出申报； 

8. 负责客户的维护及日常问题的解决； 

9. 对物业资产进行管理，负责各类维修工作的评估及

整理上报； 

10. 负责协调属地分公司； 

11. 负责对租赁代理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的协调、评价

及考核工作； 

12. 按照经营管理处要求按月上报有关报告及报表； 

13. 健全物业资料档案，建立资产档案。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学、法学及相关

专业优先； 

2. 具有三年以上物业租赁相关工作经验； 

3. 熟悉国家法律、保监会有关法规规定及公司投资性

物业有关规定； 

4. 掌握公司物业管理经历的规定及要求，具有物业经

营管理相关知识及经验； 

5. 了解，熟悉项目所在地商业地产市场动态； 

6. 了解财务、税务等相关知识，能协调解决项目有关

问题； 



7. 了解有关法律知识，能依法合规开展工作； 

8. 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9. 50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工作地点：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南京、郑州、大

连 

（二）预算管理/财务管理岗 3 人 

工作职责： 

1. 负责公司预算管理制度的拟定和修改； 

2. 负责制定公司年度整体经营预算和预算的调整； 

3. 负责总、分公司预算指引的制定、预算编制的审核，

并根据公司决定对分公司预算进行批复； 

4. 负责全系统预算执行情况的监控与分析以及负责下

达分公司可用费用政策的拟定; 

5. 负责财务监控及分析； 

6. 负责资产负债分析； 

7. 负责牵头公司信用评级管理工作； 

8. 其他预算管理或财务管理相关工作。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学、金融、财会

等相关专业，持有会计从业资格，持有 CPA 资格证或精算

专业背景者优先； 

2. 熟悉国家金融政策、保险财务制度及流程，熟悉行



业预算管理、财务管理工作，熟悉财务相关法律法规； 

3. 具备优秀的职业判断能力和统计分析能力，能够熟

练使用 SAP、Word、Excel、PowerPoint 等财务及相关办公

软件； 

4. 具有 3 年以上保险公司预算管理、财务分析或精算

工作经验者优先； 

5. 4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工作地点：北京 

（三）会计核算岗 3 人 

工作职责： 

1. 负责研究会计政策及相关监管规定的变化，确定公

司的会计核算规则和处理方法； 

2. 及时出具各类财务报表； 

3. 管理公司会计信息，按要求对外报送相关财务报表、

报告； 

4. 负责协调外审机构的年度审计工作，配合外部监管

部门、中介机构相关财务检查工作，保证检查工作顺利开展； 

5. 其他会计核算相关工作。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学、金融、财会

等相关专业，持有会计从业资格，持有 CPA 资格证或精算

专业背景者优先； 



2. 熟悉国家金融政策、保险财务制度及流程，熟悉行

业会计核算、投资类业务核算，熟悉财务相关法律法规； 

3. 具备优秀的职业判断能力和统计分析能力，能够熟

练使用 SAP、Word、Excel、PowerPoint 等财务及相关办公

软件。具备一定 SAP 系统开发能力或经验者优先。 

4. 具有 3 年以上保险公司会计核算或精算工作经验者

优先； 

5. 具有 3 年以上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验者优先； 

6. 4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工作地点： 北京 

（四）资金管理岗 1 人 

工作职责： 

1. 负责研究、拟定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2. 负责银行账户管理，优化银行账户体系； 

3. 根据业务需要，组织资金头寸调度工作； 

4. 负责资金管理系统的推广、需求分析、日常运行等

工作； 

5. 建立健全资金归集、存放、划拨、支付等内部管理

流程； 

6. 根据业务需求对资金管理系统进行优化。指导考核

各级公司资金管理工作； 

7. 负责全系统收付费管理：负责研究、拟订收付费管



理制度，并规范相关流程、实务；负责全国集中批量代收付

业务处理；负责指导分支机构日常收付费工作。 

任职要求： 

1. 爱岗敬业、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 

2.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学、金融、财会

等相关专业，持有会计从业资格； 

3. 熟悉国家金融政策、企业财务制度及流程、资金管

理流程，熟悉财务相关法律法规； 

4. 能够熟练使用 SAP、Word、Excel、PowerPoint

等财务及相关办公软件； 

5. 具有 3 年以上保险公司、银行资金管理工作经验者

优先； 

6. 4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工作地点：北京 

（五）预算管理处处室负责人 1 人 

工作职责： 

1. 负责公司预算管理制度的拟定和修改； 

2. 负责制定公司年度整体经营预算和预算的调整； 

3. 负责牵头总部预算的编制，对总部预算进行审核与

管理； 

4. 负责分公司预算指引的制定、预算编制的审核，并

根据公司决定对分公司预算进行批复； 



5. 负责全系统预算执行情况的监控与分析以及负责下

达分公司可用费用政策的拟定。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学、金融、财会

等相关专业，持有会计从业资格，持有 CPA 资格证或精算

专业背景者优先； 

2. 熟悉国家金融政策、保险财务制度及流程、熟悉行

业预算管理工作，熟悉财务相关法律法规； 

3. 具备优秀的职业判断能力和统计分析能力；能够熟

练使用 SAP、Word、Excel、PowerPoint 等财务及相关办公

软件； 

4. 人保系统 3 年以上预算管理工作或精算工作经验者

优先； 

5. 50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工作地点：北京 

（六）固定资产管理处处室负责人 1 人 

工作职责： 

1. 负责公司基本资产管理制度的拟定与修改，协助实

物资产职能管理部门具体（单项）资产管理细则的拟定； 

2. 牵头全系统资产预算的编制，进行资产预算审核与

预算执行的监控； 

3. 对全系统资产配置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评估资产配



置使用效能； 

4. 配合实物管理部门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对资产管

理情况及盘盈盘亏情况进行监督； 

5. 负责对预算外的重大采购项目审核，负责对分支机

构的固定资产购置、评估工作的审核。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学、金融、财会

等相关专业，持有会计从业资格，持有 CPA 资格证或精算

专业背景者优先； 

2. 熟悉国家金融政策、保险财务制度及流程、熟悉固

定资产管理工作，熟悉财务相关法律法规； 

3. 具备优秀的职业判断能力和统计分析能力；能够熟

练使用 SAP、Word、Excel、PowerPoint 等财务及相关办公

软件； 

4. 人保系统 3 年以上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5. 50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工作地点：北京 

（七）综合处处室负责人 1 人 

工作职责： 

1. 税务管理：负责税收政策的研究，制定完善税务相

关制度；负责与税务部门的协调沟通；负责税款申报、缴纳

及清算；税务报表的报送；对全系统税务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指导； 

2. 单证管理：负责制定完善有价单证管理相关制度；

对全系统单证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核心系统中有价单

证模块的完善、升级； 

3. 财务系统管理：负责指导分公司财务系统使用；财

务系统相关需求开发确认； 

4. 财务档案管理：制定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和会计档案

的安全管理措施；会计档案接收、装订、归档和销毁；公司

电子会计档案管理系统开发、优化。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学、金融、财会

等相关专业，持有会计从业资格； 

2. 熟悉国家金融政策、企业财务制度及流程、熟悉固

定资产管理工作，熟悉财务相关法律法规； 

3. 具备优秀的职业判断能力和统计分析能力；能够熟

练使用 SAP、Word、Excel、PowerPoint 等财务及相关办公

软件； 

4. 人保系统 3 年以上具有税务管理、单证管理、财务

系统管理、财务档案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5. 50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工作地点：北京 

（八）合规管理岗 1 人 



工作职责： 

在处室负责人带领下开展以下工作: 

1. 研究宣导行业监管规定及政策，开展合规培训； 

2. 识别、监测、提示并防控相关合规风险； 

3. 起草和修订公司合规管理相关制度流程、合规管理

工具； 

4. 撰写公司各类合规报告； 

5. 对公司各类制度、业务方案、投资项目、业务单证

及相关业务材料等进行合规审核； 

6. 解答各部门、各分支机构提出的合规咨询； 

7. 与监管机构的日常沟通、联系，根据监管要求报送

相关合规监管信息； 

8. 指导分支机构开展合规管理工作； 

9. 处室负责人交办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律、财务、审计、

保险等相关专业； 

2. 具有较强文字能力，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3. 两年以上保险、金融行业合规、监审、业管、内控

等岗位工作经验，熟悉保险业相关监管政策,熟悉寿险业务流

程； 

4. 责任心强、工作认真细致，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具备一定统计分析能力； 

5. 3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适应不定期出差； 

6. 有法律、会计、审计、风险管理类职业资格或相关

职称者优先。 

工作地点：北京 

（九）合规处/反洗钱处处室负责人 1 人 

工作职责： 

1. 负责带领处室同志开展以下工作： 

2. 起草和修订公司合规和反洗钱管理政策； 

3. 组织起草和修订各项合规和反洗钱管理工作制度、

流程； 

4. 组织实施合规风险识别、评估，组织编写各类合规

报告； 

5. 组织监管政策研究分析，制定合规培训计划； 

6. 组织实施业务、投资及运营管理过程中的合规支持

与合规审核； 

7. 组织相关合规手册、合规管理系统等合规管理工具

的开发； 

8. 与监管机构的沟通联络； 

9. 组织实施同业交流、系统内合规调研等； 

10. 对完善公司合规管理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 

11. 本处室建设及人员管理工作； 



12. 本部门负责人交办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律、财务、审计、

保险等相关专业； 

2. 具有较强文字能力，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3. 五年以上保险、金融行业合规、监审、业管、计财、

风控或相关岗位工作经验，熟悉保险业相关监管政策，熟知

寿险业务流程； 

4. 责任心强、工作认真细致，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5. 40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保险金融行业合规、监审、

风控管理相关工作经验丰富者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6. 有法律、会计、审计、风险管理类职业资格或相关

职称者优先。 

工作地点： 北京 

四、报名方法 

应聘人员投递简历至邮箱 picclife_hr@picclife.cn ,简历

投递长期有效。公司对应聘人员和资料保密，应聘者资料恕

不退还。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