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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瑞安口腔連鎖機構 

成都高新瑞安口腔門診部有限公司，是集口腔植牙、矯正牙齒、

口腔修復、口腔美白及口腔預防保健為一體的大型現代化口腔專科診療

機構，在發展中不斷創新牙科醫療理念，同時引進國際先進技術與設

備。 

 

官方網站：http://www.cdrakq.com/helps/ljra55.html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牙醫師 

x2 

1. 協助牙醫師進行口腔治療，積極配

合主管安排之各項工作任務。 

1. 口腔醫學相關科系，能勝任口腔全

科工作者，具有良好的服務意識 

2. 擁有 2 年以上牙醫工作經驗，並

取得牙醫師執照者優先。 

*牙醫師助理

x2 

1. 協助牙醫師進行口腔治療。 1. 護理系專業，大專以上學歷。 

2. 有較強求知欲和學習能力。 

3. 性格外向，活潑開朗，善於與人交

流。 

4. 五官端正，形象氣質好，身高 160

以上(因工作臺之高度而有此考量) 

5. 有擔任口腔護理工作經驗者優先。 

  

file:///C:/Users/user/Downloads/官方網站：http:/www.cdrakq.com/helps/ljra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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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都星娛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星娛文化是西南地區具有影響力的文化產業公司，自

2006 年成立以來，在文化娛樂領域精耕細作，取得良好成

績，並於 2015 年 12 月正式掛牌新三板，成為四川首批登陸

資本市場的民營文化企業之一。 

 

星娛文化是西南地區知名影視、傳媒、演藝活動製造商與運營商。業務覆蓋影視製作、

大型演藝活動、品牌行銷、音樂唱片四大領域。原創文化項目《四川文化產業項目交易會》

及《百姓大舞臺》均獲得省市級文化獎項。舉辦大型頒獎典禮、明星演唱會、娛樂行銷活動、

城市節慶活動余上百場，成功為萬達、豐田、八益拍賣等上百家企業搭載品牌宣傳，並為客

戶打造獨特行銷方案、提供多元投放平臺，成為西南地區大型企事業單位、房地產、汽車、

旅遊、美容類等企業的首選合作夥伴。 

 

官方網站：https://mp.weixin.qq.com/s/H_IWVELv8rPPRO2sbKotcw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文創設計

實習生 

x1 

1. 設計文化活動創意衍生品以及設

計其他相關產品內容。 

2. 協助主管，進行方案各階段的溝

通及全過程工作。 

3. 配合主管進行方案深化、方案圖

示製作。 

4. 配合主管進行資料收集、成果整

理歸檔等。 

1. 廣告、行銷、平面設計、展示設

計、設計相關科系優先。 

2. 勤勞刻苦，工作積極，有創新思

維和創新理念，為人大方，性格

活潑。 

3. 能熟練運用 Photoshop、

InDesign、Adobe、illustrator

等相關工具軟體。 

  

https://mp.weixin.qq.com/s/H_IWVELv8rPPRO2sbKotcw?fbclid=IwAR2r5Rv4LOHn9LsWTsktdOX99xS4who3E41yC4kQwi0QythU91Xoi3d82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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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都北星藝文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成都北星藝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於 2017 年成立，是經相關部門批準並備案的一流藝

術教育優質品牌，專門從事教育投資、教育諮詢（學習規劃，測評、諮詢與教學，播音、表

演、編導、美術、音樂、舞蹈、模特 7 大王牌專業）。負責北京電影學院（四川）培訓中心

的實際運營。 

 

在專注高中教育，與包括英國倫敦藝術大學、新加坡萊佛士音樂學院、中央戲劇學院、

北京電影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北京舞蹈學院在內的全球 48 所高校保持著良好的學術交流

與生源輸送工作！完善的教學體系、創新的教學理念、雄厚的師資力量、科學的教學配置、

嚴格的管理制度，聯考、校考專家教授全程護航，文化專業雙保險，為懷揣大學夢想的藝術

生量身打造最強藝術之路。 

 

目前，中心共開設四大培訓板塊，20 個專業方向：包括全年齡段文化藝術素質教育、

文化人才就業定制班、北電紅人星工廠、北電文化金融四大主體項目。涵蓋播音、編導、表

演、音樂、舞蹈、美術、文化；化妝造型、模特、電子競技、網紅主播、藝人經紀、職業演

員、影視配音、動漫設計、播音主持等 20 大專業方向。 

 

北京電影學院：http://www.bfa.edu.cn/pxzx/node_2881.htm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活動策劃

專員 

x1 

1. 協助公司運營現有活動項目。 

2. 協助策劃活動，根據需求完成活

動方案書。 

3. 協助執行活動策劃方案，協調並

解決活動中出現問題。 

1. 在學期間有參與學校、學院大型

活動的策劃和執行經驗，請在簡

歷中說明 

2. 有團隊協作能力，敢於面對挑

戰、責任心強，勤勞、勤學、為

人謙和 

  

http://www.bfa.edu.cn/pxzx/node_28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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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都西南交通大學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西南交通大學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建於 1958 年，歷

經五十餘年的發展，於 2013 年由西南交通大學建築勘察設計研究

院改制成立的國有獨資企業，是國內著名的高校設計院。始終秉承

“不斷創新、銳意進取、精益求精、永無止境”的企業精神，始終

尋求設計創新、管理創新，推動企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堅持“設計合理、技術先進、服務

為本、顧客滿意”的品質為方針，並將繼續以一流的品質，一流的服務，一如既往地竭誠為

社會各界提供優質服務。 

 

官方網站：http://www.jiaodadesign.com/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行政助理

x2 

1. 協助主管完成日常事務性工作 

2. 協助主管開展相關服務性活動。 

1. 認同公司企業文化。 

2. 具有良好的學習能力，能接受新鮮

事物，有一定的市場敏感度。 

3. 執行力強，並有溝通、協調能力。 

*防護分院

業務助理

x2 

1. 協助分院完成日常研發事務性工

作 

1. 有一定的土木工程基礎知識 

2. 具有良好的學習能力，能接受新鮮

事物，有一定的市場敏感度。 

3. 執行力強，並有溝通、協調能力。 

*建築設計

助理 

x2 

1. 協助完成建築方案創作 

2. 協助方案設計師，進行方案各階

段的溝通及全過程工作。 

3. 配合方案設計師進行方案深化、

方案文本製作。 

4. 配合方案設計師進行資料收集、

成果整理歸檔等。 

1. 建築、文創相關科系優先 

2. 擁有設計經驗者優先，請在簡歷

中說明 

3. 有較強的方案設計能力，思路清

晰、敬業負責，有良好的團隊合

作精神。 

4. 熟練使用 Photoshop、

illustrator、Autocad、Sketch 

up 等繪圖相關軟體。 

  

http://www.jiaoda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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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都亞林古建築設計有限公司  

成都亞林古建築設計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1 年，擁有建

設部工程設計乙級、文化部文物保護工程勘察設計乙級及旅遊

局旅遊規劃丙級共三個專業設計資質。主要以仿古建築作品為

基底的公司，其作品有：成都地標性旅遊街區的：成都錦裡仿古街、最成都的寬窄巷子子非

酒樓、明德坊酒店、四川隆昌著名的北關古驛道景區等等。 

亞林公司軟實力還體現在強而有力的「專家顧問智囊庫」，由省內外眾多古建築界專

家、旅遊文化學者、古典園林及古建結構工程師等組成。在承接的重要專案中，組織智囊團

會診、拓展思路、優化設計方案，從最早構思到最後施工圖設計自始至終都得到優質、完整

的技術保障。 

通過 27 年深耕仿古建築的積累，形成了亞林獨有的仿古設計《亞林模式》。採用獨

特的從「旅遊文化策劃設計、規劃、建築方案、建築施工圖到景觀設計」共五大環節的

“12345 模式”，創造性地走出一條仿古建築精品設計之路。 

 

官方網站：http://www.cdyalin.com/works.html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建築設計 

助理 

x1 

1. 協助方案設計師與建築設計師，

進行方案各階段的溝通及全過程

工作。 

2. 配合方案設計師進行方案深化、

方案文本製作。 

3. 配合方案設計師進行資料收集、

成果整理歸檔等。 

4. 仿古建築施工圖設計製圖等。 

1. 建築、城市規劃相關科系優先  

2. 擁有仿古建築類、文物建築類、

仿古街規劃類等相關經驗者優先 

3. 有較強的方案設計能力，思路清

晰、敬業負責，有良好的團隊合

作精神。 

4. 熟練使用 Photoshop、

AutoCAD、Sketch up 等繪圖相

關軟體 

5. 具有較強的設計理解力和溝通能

力。 

http://www.cdyalin.com/wor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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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四川知音元集團有限公司 

知音元集團是一家從事鄉村改造管理的文化旅遊專案

策劃／設計／施工和運營管理的全端式產業服務集團公司。

致力於研究新經濟狀態下的鄉村改造，並將產業升級。制定

出“全端服務、民宿開發、O2O 平臺”三位一體的文創產旅

服務。集團以“文創改變生活”為理念，現為四川內多個區

市縣文創產旅發展顧問，合作專案涉及旅遊景區、特色小鎮、新村建設、鄉村旅遊、發展策

劃、產業行銷、微電影拍攝製作等多種領域。集團在文創、設計、工程、平臺、投資、運營

上經過多年的積累，已成長為四川內少有能為客戶提供從策劃到落地的全端式服務的機構。 

 

官方網站：http://company.zhaopin.com/CZ406652480.htm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設計部助理 

x1 

1. 協助方案設計師與建築設計師，

進行方案各階段的溝通及全過程

工作。 

2. 配合方案設計師進行方案深化、

方案文本製作。 

3. 配合方案設計師進行資料收集、

成果整理歸檔等。 

4. 在方案設計師指導下進行模型製

作等方案表現。 

1. 平面設計、環境藝術、建築設

計、園林設計、景觀設計等專業

優先。 

2. 熟悉 AutoCAD、SKETCHUP、

PPT、Photoshop、Coreldraw，

等設計軟體。 

*文化行銷部 

助理 

x1 

1. 協助項目負責人完成項目前期文

化分析、定位及行銷。 

2. 收集、彙編文化專案相關資料、

行業動態、專案評價。 

3. 協助進行公司文化形象建設。 

1. 有一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對

文化定位有一定的理解和認知。 

2. 文字功力及底韻強，思路開闊、

創意強，有文旅產業文案寫作實

踐經驗優先。 

3. 中文、歷史、漢語言文學類相關

專業，大專及以上學歷。 

http://company.zhaopin.com/CZ4066524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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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部助理

x1 

1. 負責農業相關研究及市場訊息收

集、分析等工作。 

2. 負責農業及衍生產品的文創包裝

及研發。 

1. 以植物保護、農學、園藝等專業

學生優先 

2. 熟悉臺灣農會組織的運營模式。 

3. 擅長農業產品包裝方案。 

4. 有農戶產業銷售經驗優先。 

5. 熟悉農業規劃方案的編制、農業

種植計畫 

  

  



2019  TMR 未來人才實習計畫 成都企業介紹 

 P9          社團法人中華傑出青年交流促進會 

 

七、雙創平臺（華燦工場） 

總體定位：連接海峽兩岸資源，促進兩岸文

化科技協同發展。基於華燦獎的人才及產品優

勢，打造創業孵化平台，促進兩岸青年共同發展、共同創業、共同融合。以華燦獎為核心資

源優勢，以工業 4.0 作為產業支撐，搭建一個海峽兩岸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建設「設計創新

體系、資源導入體系、金融社區體系、設計人才育成體系及海峽兩岸資源體系。」 

助力兩岸協同發展：基於兩岸新銳設計競賽「華燦獎」從設計人才到設計成果的優勢資

源，以推進設計成果落地轉化為宗旨，建立服務於兩岸青年的創業創新孵化平台－華燦工

場，助力兩岸協同發展。 

設計創新體系 創新實驗室：以工業 4.0 產業為支撐，聯合北京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

等知名高校建立創新實驗室，打造工業 4.0 產品打樣平台、3D 打印訂製服務平台及智能硬

件研發平台，服務於創業企業，形成產學研三位一體的創業生態鏈。 

創業服務體系：組織一只高水準的顧問團隊，由不同領域、不同專業、不同行業的專

家、學者和成功企業家組成，為創業者提供＂一對一、個性化＂的智力支持和創業服務。 

金融社區體系：建立華燦夢想基金，助力兩岸青年人才創新創業。聯合英泰格瑞、天路

基金會等各大金融投資公司，位創業者提供融資對接、上市策劃的等服務。 

設計人才育成體系：依託於兩岸新銳設計競賽「華燦獎」，發現並培育兩岸優秀青年設

計師，制定人才養成計畫，推動兩岸協同發展。 

 

華燦工場介紹：http://pics.ee/huacan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企業服務部

專員 

x1 

1. 聯繫新創團隊 CEO 並建立溝通

橋樑及維護關係。 

2. 提供入駐企業及團隊孵化服

務，並與其進行深度交流互

動。 

3. 上級領導交辦的其他工作事

項。 

1. 具有較強的服務意識，為人機

敏，具備應付突發性事件的能

力。 

2. 具有優秀的人際交往和協調能

力；較強的語言和文字表達溝

通能力。 

3. 有在新創公司實習經驗者優

先。 

4. 對於推動兩岸交流有興趣者。 

http://pics.ee/hua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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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策劃部

專員 

x1 

1. 策劃及執行空間團隊建設、培

訓、講座、沙龍等雙創活動。 

2. 協助及配合其他業務開展及運

營活動等工作。 

3. 上級領導交辦的其他工作事

項。。 

1. 有活動舉辦、設計能力等實際

操作經驗者優先。 

2. 能獨立策劃活動方案及具備整

合資源能力者。 

3. 具有優秀的人際交往和協調能

力；較強的語言和文字表達溝

通能力。 

4. 對於推動兩岸交流有強烈的興

趣。 

*品牌運營部

專員 

x1 

1. 協助微信公眾號、臉書粉絲專頁

運營等。 

2. 策劃及執行影音媒體運營模式，

如抖音、視頻宣傳片等。 

3. 協助及配合其他業務開展及運營

活動等工作。 

4. 上級領導交辦的其他工作事項 

1. 有個人粉絲專頁運營、新聞撰寫

實際操作經驗者優先。 

2. 有敏感的商業和市場意識，能捕

捉當下熱門話題及宣傳管道等。 

3. 對於推動兩岸交流有強烈的興

趣。 

*政府公關部

專員 

x1 

1. 協助公司維護與政府相關部門的

溝通管道。 

2. 協助撰寫公司及入駐企業的相關

政策申報。 

3. 協助及配合其他業務開展及運營

活動等工作。 

4. 上級領導交辦的其他工作事項。 

1. 具有較強的公文處理能力，能獨

立組織撰寫各類公文和綜合性文

字材料。 

2. 具有優秀的人際交往和協調能

力；較強的語言和文字表達溝通

能力。 

3. 對於推動兩岸交流有強烈的興

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