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活动类别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嘉宾/参访企业 人数限制 承办单位 备注（嘉宾信息等）

1 生涯创新活动 司考经验交流 3月23日14:00-16:00 国定路梯二 张倩 120人 法学院 2015级法学院本科生，高分通过司考

2 生涯辅导讲座 解决问题 3月27日18:30-20:00 统管学院114 季婉 10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职慧志愿讲师，十七年销售和管理经
验，曾多次获得全国业务明星称号

3 生涯辅导讲座 社交风格 3月28日18:30-20:00 统管学院114 戴民 10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职慧志愿讲师，曾任微软广域渠道总
监等

4 生涯辅导讲座 从“青春”，到“社会” 3月28日18:30-20:30 会计学院108 范向伟 80人 会计学院

交通大学数学系硕士学位，和鲸（科
赛网）CEO，第三届福布斯「 30

Under 30」精英榜成员

5 企业开放日 大数据中心 4月2日12:30-15:00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1268号 大数据中心 15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6 生涯创新活动 模拟群面 4月2日13:00-15:30 毓秀楼114、120 沈毅、林雄飞 16人 金融学院 易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7 企业开放日 普华永道 4月2日13:00-17:00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168号 普华永道 30人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8 企业开放日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4月2日13:30-16:00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1268号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15人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9 生涯辅导讲座 基金行业职业规划 4月2日13:30-15:00 经济学院511 查晓磊 37 经济学院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衍生品及量化
投资部总经理

10 生涯辅导讲座 求职路上，每一次开口都是演讲 4月2日18:30-20:00 凤凰楼302 沈亦周 80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96级校友、“CAS中国演讲好声音”

联合创始人、CEO

11 生涯辅导讲座 洞悉财经行业现状 探寻职业发展 4月5日（暂定） 同德楼一楼报告厅 沈俊杰 100人 金融学院
AWESOME GROUP INC.集团财务总

监兼品牌事业部总经理

12 企业开放日 光的空间新华书店 4月9日13:30-16:00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588号 校友企业 40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13 生涯辅导工作坊 生涯叙事卡探索你的职业价值观 4 月9日 13:30-15:00 商学院108 周延、王天洁 30人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周延，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学工教师
王天洁，商学院学工教师

14 企业开放日 金茂律师事务所
4月9日14:00-16:00

（暂定）
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266号 金茂律所 15人 法学院

15 生涯辅导讲座 法律专业研究生就业指导规划 4月9日18:00-20:00 法学院220 刘明 30人 法学院 法学院学工教师

16 生涯辅导讲座
求职简历指导——不同求职情境下的简

历撰写方式
4月9日18:00-20:00 经济学院412 蒋峰 100人 经济学院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教师

17 生涯辅导讲座
求职路上，99%的人根本不知道的求职面

试技巧
4月9日18:30-20:00 凤凰楼302 虞莹 80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资深职场导师、职场畅销书《云梯：
从新人到达人的职场进化论》 作者

18 企业开放日 东家金服 4月9日下午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 东家金服 3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19 企业开放日 上海地产集团 4月9日下午 上海市长宁区昭化东路119号 上海地产集团 4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20 生涯辅导讲座 数字化变革时代的财务会计转型 4月10日13:30-15:00 学生中心A104 范里鸿 8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德勤中国数字化创新业务合伙人

21 生涯辅导讲座 投行新人的职发路径 4月10日 18:00-20:00 同德楼208 刘喆等 40人 金融学院 中信投行团队

22 生涯辅导工作坊 演讲技巧 4月10日18:30-20:00 学生中心A205 王冲 3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陶氏化学人力资源部经理

23 企业开放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4月10日下午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30人 商学院

24 企业开放日 创新智库 4月11日13:00-17:00
上海市北京西路669号东展商业

大厦4楼4AB
创新智库 2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校友企业；红酒文化体验

25 生涯辅导讲座
财务不只是财务——解密不设限职业发

展之路
4月11日18:30-19:30 学生中心A205 王维、王晓燕、吴博文 5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王维，2006届法学院校友、强生人力

资源部经理
王晓燕，2005届会计学院校友、强生

Senior Compliance Manager

吴博文，2015届校友、强生Associate

Manager
26 生涯辅导工作坊 求职路上别开生面的群面模拟 4月11日18:30-20:00 统管学院1314 庄美 20人 统计与管理学院 统管学院学工办主任

附件1 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一届“生涯规划月”活动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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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生涯辅导讲座
商学院“职来我往”生涯规划系列之研

究生生涯规划建议
4月11日19:00-20:30 商学院206 蒋峰 80人 商学院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教师

28 企业开放日 松江区财政局 4月12日13:30-16:00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66号 松江区财政局 40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9 企业开放日 中信证券
4月12日14:00-16:00

（暂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68号 中信证券 30人 金融学院

30 生涯辅导讲座 疯狂的求职人 4月12日18:00-20:00 凤凰楼302 王子豪、王思佳 80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届毕业班学生

31 生涯创新活动 暑期实习经验交流分享会 4月13日18:00-21:00 同德楼一楼报告厅 高润泽、王雯 100人 金融学院 2017级硕士，金融学院研究生会干部

32 企业开放日 哔哩哔哩
4月16日 14:00-16:00

（暂定）
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485号 哔哩哔哩 20人 金融学院

33 企业开放日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4月16日11:30-17:00 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3888号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28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34 企业开放日 彭博资讯 4月16日12:00-17:00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 彭博资讯 3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35 企业开放日 东方证券 4月16日13:30-16:00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 东方证券 40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36 生涯辅导工作坊 绘出我的生涯彩虹图 4月16日18:00-20:00 经济学院412 王蔚、范超超 30人 经济学院
王蔚，经济学院学工教师
范超超，会计学院学工教师

37 生涯辅导讲座 留学路上，识别留学机构忽悠的套路 4月16日18:30-20:00 凤凰楼302 魏晓东 80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公益讲师，原全国学联主席

38 生涯创新活动
第二届国际从业资格证书与职业发展论

坛
4月16日18:30-20:00 武东路梯教（暂定）

谭予絮、邵建利、李倩、邹
若皓、Emma

100人 国际从业资格教育学院

谭予絮，继续教育学院院长；邵建
利，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李倩，上海财经大学ACCA特聘讲师

CICPA、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

CPAC加拿大会计师

邹皓若，上海财经大学CMA特聘讲

师（IMA协会讲师培训班），中国大

型重工业某集团运营副总监，预算部
部长，注册造价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职称，CMA会员。毕业于同济大学

Emma，2013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金融硕士，担任大型公司项目负
责人。扎实的财会金融功底，业内首
创财会英语课程体系，ACCA会员，

顺利通过CFA考试。ACCA，CFA，

39 生涯辅导工作坊 环游寻梦之兴趣号 4月16日18:30-20:00 学生中心A205 刘柳、沈芳、王天洁 3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刘柳，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教师
沈芳，商学院学工教师
王天洁，商学院学工教师

40 生涯辅导讲座 财务管理行业发展分析及职业规划 4月16日18:30-20:00 学生中心A104（暂定） 刘佳 8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东家金服人力资源总经理

41 职业测评 职业性格 4月17日15:30-17:00 信息学院104 向勤 20人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学工办主任

42 生涯辅导讲座 面试技巧指导 4月17日18:00-20:00 经济学院412 洪磊 120人 经济学院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教师

43 生涯辅导讲座 证券行业职场透视及职业规划技巧 4月18日18:30-20:00 学生中心A104（暂定） 姚黎旻 8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国泰君安证券人力资源部经理

44 职场人物沙龙
商学院“职来我往”生涯规划系列之校

友职场经验分享
4月18日19:00-20:30 商学院206 华臻 80人 商学院

2014届法学院研究生，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5 企业开放日 虹口区税务局 4月19日13:30-16:00 上海市虹口区临平北路35号 虹口区税务局 40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46 职场人物沙龙 考研分享面对面 4月19日19:00-21:00 同新楼113 周志鹏 30人 人文学院
2018届毕业校友，现复旦大学社会发

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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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生涯创新活动 “理想三旬”简历门诊
4月21日14:30-16:00

（暂定）
会计学院106 蔡佳颖、祁雨笑 30人 会计学院

蔡佳颖，2019届会计学院研究生，研

究生会主席
祁雨笑，2019届会计学院研究生，研

究生会书记

48 企业开放日 联合利华 4月21日下午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33号 联合利华 12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49 生涯辅导工作坊 发现自我，探索未来 4月23日 10:00-11:30
学远楼A216

（中山北一路校区）
周延 30人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学工教师

50 企业开放日 天风证券
4月23日 14:00-16:00

（暂定）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1500号 天风证券 20人 金融学院

51 企业开放日 顺丰 4月23日12:00-17:00 上海市青浦区华南路555号 顺丰 3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52 生涯辅导工作坊 自我探索之性格色彩探索 4月23日13:30-15:00 商学院106 王天洁 30人 商学院 商学院学工教师

53 企业开放日 Ucloud 4月23日13:30-16:00 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619号 Ucloud 20人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54 生涯辅导工作坊 生涯发展，一个都不能“少” 4月23日14:00-15:30 凤凰楼303 洪磊 50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教师，少数民族生
涯工作室负责人

55 生涯辅导工作坊 考研，我可以这样做 4月23日15:00-17:00 红瓦楼724 杨世海，韦雨骁，杜萌 70人 数学学院

杨世海，数学学院院长助理，负责学
院研究生工作
韦雨骁，2015级同学，保研进入复旦

大学
杜萌，2015级同学，考研进入清华大

学
56 企业开放日 上海农商银行 4月23日下午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70号 上海农商银行 2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57 生涯辅导工作坊 简历制作 4月24日15:30-17:00 信息学院104 向勤 20人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学工办主任

58 生涯辅导工作坊 价值观拍卖：你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4月24日18:30-20:00 学生中心A205 王蔚、刘柳 30人
经济学院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王蔚，经济学院学工教师
刘柳，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教师

59 生涯辅导工作坊
商学院“职来我往”生涯规划系列之生

涯历程分享与探索
4月25日19:00-20:30 商学院206 田立、吴桐等4位 80人 商学院

田立，2018届商学院研究生

吴桐，2018届商学院研究生，商学院

研究生会副主席

60 企业开放日 汉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月26日13:00-17:00 上海市青浦区汇联路33号 汉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30人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61 企业开放日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4月26日13:30-16:00
上海市世纪大道100号环球金融

中心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40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62 企业开放日 上汽集团 4月26日下午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489号 上汽集团 30人 商学院

63 职场人物沙龙 “理想三旬”职业发展沙龙
4月28日14:00-15:30

（暂定）
会计学院106 时淑慧、潘蔷 30人 会计学院

潘蔷，17届会计学院研究生、 交银

基金会计岗
时淑慧 ，14届会计学院研究生、德

勤管理咨询

64 企业开放日 阿迪达斯 4月29日下午 上海市徐汇区恭城路160号 阿迪达斯 3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65 生涯创新活动 职业发展咨询 4月2日-4月30日 同德楼 CDC老师、猎头各一人 每场9人 金融学院

66 生涯创新活动 聚焦“经济人”研究生求职经验交流会 4月30日13:30-16:00 经济学院511
陈禹吉、潘岩、黄胤俊、甘

启利、温丽婷
100人 经济学院 2019届经济学院研究生

67 职场人物沙龙 生涯规划与选择 4月30日14:00-16:00 商学院206 毕业五年内的商学院校友 15人 商学院 毕业五年内的商学院校友

68 生涯辅导工作坊 认识自己——能力和价值观的探索 4月30日14:00-16:00 统管学院1316 王钰钦 20人 统计与管理学院 统管学院学工教师

69 职场人物沙龙 律界大咖谈职业规划 4月中旬 法学院220 邓学平 20人 法学院 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副主任

70 职场人物沙龙 律界精英沙龙 4月中旬 法学院220 范云 20人 法学院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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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企业开放日 大成律师事务所 4月下旬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 大成律师事务所 20人 法学院

72 企业开放日 江三角律师事务所 4月下旬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855号 江三角律师事务所 20人 法学院

73 企业开放日 平安财产保险 5月7日12:00-17:00 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8号 平安财产保险 3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74 企业开放日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5月7日13:00-16:00

（暂定）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30人 会计学院

75 生涯辅导工作坊 简历制作与修改 5月7日14:00-15:30 毓秀楼208 刘柳 30人 金融学院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教师

76 生涯辅导工作坊 破“简”而出，职“面”人生 5月7日14:00-16:00 凤凰楼303 汤玲莉 30人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校就业办副主任

77 企业开放日 远大物产 5月7日下午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 远大物产 2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78 生涯创新活动 阿迪达斯职业展 5月7日下午 武东路篮球场
阿迪达斯业务部门及人力资

源部
不限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79 职场人物沙龙 读研or工作？别纠结勇敢试！ 5月8日18:30-20:00 学生中心A205 顾博超、王颖莹、孙欣辛 3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顾博超，2016届法学院校友，上海交

通大学研究生校友、上海证券交易所
Associate

王颖莹，2016届法学院校友、原拜耳

HR Associate、现获得西北大学、范

德堡大学2019 LLM Offer

孙欣辛，2015届公管学院校友，上坤

地产品牌经理
80 职业测评 职业兴趣 5月9日18:30-20:00 学生中心A214/212 蒋峰 3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教师

81 生涯辅导讲座 数字化银行——银行业发展分析 5月上旬 学生中心A104（暂定） 业务部门总监 8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大华银行业务部门总监

82 企业开放日 复星集团财务共享中心 待定 黄兴路 复星集团 30人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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