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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徒-费曼商学院是上海才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属产品品牌，品牌定位于大

学生和在职人士职业教育，涵盖智能化简历修改，个性化VIP能力提升课程，针

对性实习实践和高效能求职就业内推。自2016年7月以来，通过精英训练营计

划帮助数千名学子拓宽知识面，获得大厂实习和全职机会，并完成近百所高校

求职互助社群的搭建，为广大学子赋能

版本号 202103

www.utrainee.com

课程亮点
全球500强企业资深导师1V1全方位护航 行业高管深度参与万名学子的快速成长

费曼商学院

����  VIP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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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EFAME
300种简历写法 手把手打磨通关简历 四大维度搭建职场软实力 锁定大厂高薪岗位



求职中你是否也有
以下误区

大厂面试官
重点关注的是

·你的学习成绩如何？
·你的外语能力如何？

·你积累过目标赛道的知识吗？
·你是否有完善的商业知识体系？

教育背景是否优秀

·你为何会选择我司的岗位？
·是否有落地的职业生涯规划？

思维是否成熟

·如果我司要进军非洲市场，你会怎样制     
  定市场进入战略
·如果你是淘宝的运营经理，你会如何制  
  定双十一的运营方案

通用分析技能

·60S内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会如何与团队相处？

个人风格与软实力

求职=考试
学习好就有好工作 

我还没准备好
等我准备好再说

我一无所长
不知道做点啥

乱撒谎
就可以获得Offer

我想凭兴趣
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学校排名一般
肯定找不到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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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出一个让我录取你的理由
·如果转正机会只有1个，你会怎样表现？

·面对短视频赛道的竞争格局，
  如果你是投资人，你会怎样评
  估标的企业？
·爆款产品是如何大火的？

·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
·面临职场冲突，你会怎样协调和平衡？



实习定位及申请 全职扫描及定位

飞跃·计划

Majestic

长期布局及规划

尊享·计划

Royal

02

·深度挖掘学员个人价值，对接八大领域企业资源完成落地的VIP课程构建 

·构建专属你的求职解决方案专家，三大体系引流全球学子牵手2021-2025职场机会

·一线导师1V1带你科学规划名企求职，布局未来职业生涯方向， 全渠道提升职场思维和能力

·快速扫描金融/管理咨询/互联网/全球500强企业动向，领跑同龄人，抢占求职制高点

提升职场底层思维 高效斩获名企Offer 

为近期需要寻找实习的学员快速
定位申请方向，并在短期塑造职
场思维和基础商业知识体系，确
保简历可通过企业筛选

学员完成个人背景分析，并与小
助手完成个人信息扫描，罗列所
有困惑与迷茫点

在学员认可的情况下完成课程
模块搭建，并在小助手的信息支
持下完成春季或暑期实习申请

学员在极短时间具备求职能力
和网申基本材料，可通过实习招
聘环节的考核

为近期需要寻找全职的学员快
速完成行业扫描和职业定位，
对接内推资源，并在短期塑造
职场思维和宏观商业分析技
能，确保通过简历-网申-结构化
面试-技术面试环节

学员填写求职访谈问卷，并与小
助手完成个人信息扫描，罗列所
有困惑与迷茫点

在学员认可的情况下搭建课程
体系，并在小助手的信息和内推
资源支持下完成春季和秋季全
职申请

学员在全职招聘季迅速具备多
领域跨专业求职思维和能力，
通过逻辑清晰的课程结构和全
真面试模拟，学会用流畅而专
业范儿的语言输出个人观点，轻
松通过淘汰率最高的求职面试
环节

为学员深度挖掘个人价值，布局
未来长期求职方向，扫描并确
认学员职场定位，为学员制定包
含实习与全职申请的VIP个人方
案，通过对接内推资源及落地
的职场课程，细致而扎实地完
成从大学到职场的阶段性求职
目标

学员填写求职访谈问卷，并与小
助手完成个人信息扫描，罗列所
有困惑与迷茫点

学员搭建长期课程学习体系，并
在小助手的信息和内推资源支持
下完成阶段性实习申请、实习转
正、全职申请和入职准备

学员明确个人职业发展的长期
方向，通过长期扎实的学习和资
源对接具备成熟的职场思维和
完善的求职硬技能，个人软实力
搭建，通过流畅而专业范儿的
职场语言独立获得实习和全职
申请及入职，完成大学到职场
的完美过渡

辅
导
目
标

学
前
准
备

课
程
管
理

完
成
效
果

繁星·计划

Goldman

三大体系
为你布局
大厂冲刺计划

定制化辅导：费曼商学院����  VIP Program



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Goldman

03

繁星·计划 为寻求大厂实习个性化设计
周期

6+2 个月

课程数量

10 -15 节

价格

19,800 R M B

模块一：行业认知提升

1.1 明确求职定位：导师与学生1V1沟通，分析现有能力差距，完成个人  
       职场能力画像评估
1.2 职业生涯规划：确定目标行业与申请方向，完成短期实习规划方案
1.3 搭建行业认知：了解行业动向，建立自主分析能力和习惯

专属个人的实习节点规划  

实习企业定位与岗位解读

目标求职行业资讯速递

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模块二：核心硬技能养成

2.1 求职资源赋能：完成求职企业岗位分析
2.2 硬核技能养成：积累目标岗位硬技能，通过真实面试案例搭建个人  
       能力框架
2.3 商业知识积累：熟悉目标行业动态和语言风格，具备标准的商业逻辑

定性商业分析赋能

定量数据分析赋能

商业场景下的财务实战训练

商业场景下的多项目管理能力

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模块三：构建职场软实力

3.1 构建职场思维：校招面试官解读评估标准，清晰定位面试思路
3.2 个人背景提升：梳理候选人历史经历，结合岗位进行经历全面评估

商业场景下的逻辑分析

跨部门沟通协调能力 

岗位执行力与适应能力

课程详情

实习冲刺辅导

定制化辅导：费曼商学院����  VIP Program



Goldman

Goldman

04

繁星·计划 为寻求大厂实习个性化设计

课程详情

VIP特权

实习冲刺辅导

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模块四：求职能力重塑

4.1 打造满分简历：导师逐字逐句完成学员简历提升和术语包装，打造   
       高网申通过率简历
4.2 面试战无不胜：制定个性化面试方案，预测面试考点，布局应对策
       略和回答方法

求职文书(含简历)制作技巧

结构化面试全真模拟和复盘

英文场景面试全真模拟和复盘

个性化突破必考案例面试

全球实用的面试技巧赋能

名企定制方案

精英人脉积累

精准信息分发

落地服务跟进

构建符合个人求职意愿的快速提升方案

专业管家团队跟进，匹配实时资源，分享实习资源大礼包

匹配企业的内推机会，完成可追溯的内推流程 信

息汇总与求职面试提醒服务，定期线上答疑

定制化辅导：费曼商学院����  VIP Program

周期

6+2 个月

课程数量

10 -15 节

价格

19,800 R M B



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Majestic

05

飞跃·计划 为斩获全职offer陪伴式护航
周期

12 -24 个月
课程数量

15-25 节

价格

39,800 R M B

模块一：行业认知提升

1.1 市场环境扫描：导师与学生1V1分享最新招聘形式，纠正求职误区
1.2 职业发展方案：结合行业大势和学员背景完成VIP全职申请方案
1.3 个人求职画像：测试面试能力，建立个人职业力画像 
1.4 信息精准匹配：开放求职信息渠道，实时分享行业招聘进度

专属个人的全职岗位申请规划

深度解析目标求职行业现状

求职面试资讯滚动速递

个人求职能力评估 

从0到1打磨职场思维

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模块二：核心硬技能养成

2.1 动态解读：搜集多领域可投递机会，构建岗位认知
2.2 案例解析：校招面试官解读群面核心考点和题型
2.3 框架搭建：锤炼金融/咨询/互联网/500强企业核心岗位能力
2.4 知识储备：积累目标行业知识+商业分析逻辑，掌握标准的商业逻辑
2.5 数据分析：根据求职目标，匹配大厂数据导师，开展针对性训练

跟踪解析热点面试案例 

目标岗位的定量分析能力

公司层面的经营与财务分析

技术面试中的岗位技能解读

商业场景下的多项目管理能力

课程详情

校招Offer陪护

Maj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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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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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计划 为斩获全职offer陪伴式护航
周期

12 -24 个月
课程数量

15-25 节

价格

39,800 R M B

课程详情

VIP特权

校招Offer陪护

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模块三：构建职场软实力

3.1构建职场思维：校招面试官解读候选人评估标准，清晰定位候选人  
                                      面试思路
3.2 掌握面试逻辑：精准预测面试考点，完善个人应对策略
3.3 搭建面试人设：梳理候选人历史经历，结合岗位要求搭建个人标签

商业场景下的逻辑分析

跨部门沟通协调能力 

群面中的领导与组织能力

冲刺环节的抗压与情绪管理能力

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模块四：求职能力重塑

4.1 精细化布局：求职技巧+岗位要求结合，匹配头部企业人才要求
4.2 双语简历精修：核心岗位导师一字一句完成个人背景包装
4.3 案例化教学：结合热门行业案例，解读案例面试环节误区
4.4 场景化实战：梳理企业真实项目案例，逐字指导求职应对方法 

1.群策群力：导师团为学员制定符合个人职业发展的求职方案
2.精准内推：根据学员表现匹配合适企业内推机会，完成可追溯的内推流程
3.结果导向：根据候选人目标匹配+精选行业求职资源大礼包，节约筛选 
                          时间和精力
4.落地追踪：企业面试官定期检测学习效果，出具模拟面试能力评估
5.人脉资源：加入求职冲刺小组，收获背景优秀的求职道路小伙伴，并
                          受邀参加线下经验分享会
6.持续赋能：拥有录播课程观看权限

个人经历解读与价值挖掘

文书环节的无限次修改

网申/笔试环节真题解析

结构化面试全真模拟与解析

手把手带你突破必考案例面试

全职面试中的职场礼仪

定制化培训体系

服务内容监督

名企精准内推

私人求职小管家

精准信息分发

精品活动0元购

全真面试体验

定制化辅导：费曼商学院����  VIP Program



01
尊享·计划

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Royal

07

尊享·计划
周期

36 - 48为选择优良赛道制定长周期战略 个月

课程数量

25- 40 节

价格

59,800 R M B

模块一：行业认知与思维构建

1.1 思维扫描：在线1V1沟通，以8大行业视角洞察学员思维误区
1.2 兴趣探索：资深人力总监1V1访谈，挖掘学员潜在职业机会
1.3 方案制定：结合行业大势和学员背景完成4年求职规划方案
1.4 能力评估：面试官360月度环评测试，完成个人职业力分析 
1.5 信息速递：精选优质企业招聘信息，实时分享行业招聘进度
1.6 体系搭建：切入八大优质行业，搭建行业面试知识体系
1.7 案例分享：1000+面试案例解读，清晰定位自身求职优势

专属个人的画像侧写与优劣势分析 

0基础构建商业认知体系

行业概览和发展趋势解析

求职面试资讯滚动速递

从0到1塑造职场思维与习惯

从实习到全职：1V1制定职业发展方案

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模块二：核心硬技能养成

2.1 行业普及：资深高管解读行业现状和趋势，完善行业认知
2.2 商业沉淀：资深高管1V1带教，掌握热门行业分析，标杆企业解读，
核心业务线落地方法论
2.3 逻辑思维：通过一线面试案例梳理学员底层逻辑，完成自主性思考
2.4 行业纵览：校招面试官解读金融/咨询/互联网/500强企业核心岗位能力 
2.5 实操技能：强化学员对MS Office/SQL/Python的使用技能
2.6 案例训练：逐字逐句培训商业案例分析步骤，系统掌握核心技能

万里挑一：战略分析能力的底层解读

硬核标配(一)：通用软件技能养成

硬核标配(二)：案例分析中的商业考察

硬核标配(三)：企业战略与财务分析

硬核标配(四)：行业研究与趋势分析

硬核标配(五)：求职中的项目管理考察

硬核标配(六)：求职中的数据解读与分析

课程详情

Royal

职业发展布局

定制化辅导：费曼商学院����  VIP Program



02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08

模块三：构建职场软实力

3.1 夯实岗位能力：校招面试官解读候选人评估标准，清晰定位面试思路
3.2 加强行业理解：走进大厂核心岗位的日常，剖析自身与招聘岗位差 
       距，提升求职薄弱环节
3.3 完善岗位认知：精准预测实习/全职面试考点，完善个人应对策略
3.4 搭建面试人设：导师梳理学员经历，针对性搭建学员个人标签

商业案例下的逻辑分析

业务困境下的创新能力

跨部门沟通协调与合作能力 

面试环节高压下的情绪管理能力

人脉资源管理与Network搭建能力

复杂团队构成下的管理与组织能力

面试中的执行力考察与职场适应力

课程内容 服务目标

模块四：求职能力重塑

4.1 全真面试体验：顶尖企业导师1V1面试学员，挖掘能力价值
4.2 目标求职导向：强化企业求职能力，构建自身面试策略
4.3 双语简历精修：大厂HR评估实习经历，针对性提升简历质量
4.4 网申环节跟进：大厂Leader辅导，解析笔试题型与对抗策略
4.5 面试模拟实战：导师全面评估学员面试效果，弥补能力差距
4.6 职场误区避免：场景化展示企业用人条件，加强学员职场竞争力

落地追踪

人脉资源

精品0元购

定制服务

精准内推

结果导向

关键岗位滚动分析与落地解读

多行业网申/笔试环节真题解析

大厂结构化面试全真解析

四大热门方向1V1案例/群面 案例串讲

全球实用的面试技巧赋能

高管终面环节冲刺模拟

职场礼仪与穿搭风格精讲

试用期环节的职场生存技巧

职场谈薪技巧与案例解读

VIP特权

课程详情

导师团为学员制定符合个人职业发展的求职方案  

匹配合适企业内推机会，完成可追溯的内推流程 

目标匹配+精选行业求职资源大礼包，节约筛选时间和精力

企业面试官定期检测学习效果，出具面试能力评估

收获背景优秀的求职小伙伴，构建个人职场精英人脉

定期参加线下经验分享会，收获一线职场情报

Royal
尊享·计划

周期

36 - 48为选择优良赛道制定长周期战略 个月

课程数量

25- 40 节

价格

59,800 R M B

职业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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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E

02 当前求职培训市场混乱，课程内容良莠不齐，夸张的承诺比比皆是，你需要擦亮眼

睛，从自己的真实需求出发，用最低成本获得最优质的服务

Royal

我们的
产品优势

精心筛选最适合你的求职资
料包，减少你在求职信息甄
别上的精力

导师均有长期求职辅导经验，
并有跨领域跨专业求职经历

全程实时直播辅导，摒弃宽泛
无针对性课程，所有内容只为
你定制

求职私人小管家全程跟进授课
质量，并不定期抽查授课录音，
并为学员匹配最优质导师

通过真实面试案例和应对策略
让你掌握目标求职方法论，稳
定你的情绪

不存在乱涨价和价格虚高情况

匹配往期入职学员，并为学员
积累职场人脉意识和人脉管理
方法

管家监控质量

Advantage

课程均与面试强相关，学员可
迅速明确自身努力方向，减少
方向性困惑

拓宽你的视野

节约你的时间减少你的焦虑

为你搭建人脉长期快速成长

销售价格合理一对一直播教学

09

费曼商学院

FAME  VIP  Program

FA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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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课程体系紧密围绕求职考核维度，覆盖八大行业300+企业要求

·大咖导师团高含金量课件+2000个面试考点，场景化教学+互动式交流为学员赋能

·紧扣行业趋势，以“真实案例”重塑“底层思维”，搭建你的面试逻辑和求职人设

往期部分项目
辅导内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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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导师团队均来自一线金融巨头的核心岗位，且拥有至少两年的授课培训经验，懂得如何

用职场语言为学生搭建求职体系，全面把握课程体系和学员求职方向求职全方位护航
金融领衔导师

星河老师

行业资源丰富，超过15年工作经验，5年
以上辅导经验，学员入职成功率95%以
上，往期多位学生拿到高盛，摩根大通，汇
丰银行等遍布北美，亚太（含大中华区）的
全职Offer

导师特色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机械工程专业

曾在新加坡摩根大通、新加坡星展银行

和渣打银行负责二级市场的外汇与衍生

产品的机构营销

现就职于某知名金融科技公司，管理亚

太区Sales& Trading团队

Linda

入职成功率95%以上，拥有多家知名投行
面试成功经验，帮助百余位学员梳理技术型
面试知识框架，培养良好的市场敏锐度

导师特色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金融工程硕士

曾于新加坡巴克莱银行从事量化方面工

作，后转型为量化交易员

目前就职于香港一家自营量化交易公司

从事衍生品交易工作

Simon

擅长背景提升及面试辅导，累计辅导过500
人次学生，帮助学生拿到知名券商及投行核
心岗位实习和全职岗位offer

导师特色

本硕均毕业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在国内某知名券商研究所长期担任首席

分析师，具有7年证券从业经验，多次获

得新财富、水晶球及金牛奖最佳分析师

Silvia

丰富的海外四大面试和招聘经验，授课风
趣幽默，快速提升学员实习/全职面试能
力，注重职场底层思维和晋升能力培养

导师特色

UCL数学经济系本科，卡斯商学院量化

金融系硕士

长期就职于安永伦敦所审计

11

顶尖金融公司导师亲自指导

*以上为部分导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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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领域导师团队均来自外资Tier 1 ，Tier 2公司及甲方战略部的核心岗位，且拥有至少两年的授

课培训经验，能够以面试官视角帮助学生梳理面试漏洞，用商业化语言为学生搭建商业知识体系

Richard Lucas

学员入职成功率95%，擅长管理咨询领域求
职辅导，运用独创的方法论，帮助学员拿下包
括资本公司，管理咨询的就业机会 

导师特色

对于四大的文化有独特的理解和感受，在2019至
2020年度的校招中，其学员全部拿到咨询Offer

导师特色

墨尔本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双硕士学位

曾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国际业务部、IDG

资本、达晨创投负责商务拓展与投资分析

现就职于德勤管理咨询，负责战略规划、

数字化转型和管理流程优化等项目

伦敦大学学院通信工程和管理学硕士

曾先后于中国石油、欧莱雅、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德勤摩立特管理咨询公司工作

现就职于普华永道管理咨询公司，担任高级

咨询顾问

Fiona Quincy

擅长管理咨询领域求职辅导，累计帮助超过
50位学生拿到顶级名企的offer，包括MBB
咨询、联合利华、字节跳动、华兴资本等

导师特色

擅长海内外管理咨询行业求职，帮助学生超千
人，同时做过近十次Case competition的评
审，为学生带来独特的全球化视角和思考方向

导师特色

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硕士

曾于麦肯锡、贝恩咨询实习，曾获阿里巴巴和

安永管理咨询Offer，并加入安永管理咨询

现就职于艾意凯（LEK）咨询，负责科技、零

售等行业的的战略规划、数字化转型和企业

战略定位等项目

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获得

会计、金融及IT管理三项学士学位，辅修经

济学位及商业智能和分析硕士学位

于安永咨询纽约办公室担任高级咨询师和项

目经理参与并领导百余个世界500强级别企

业项目

12

求职全方位护航
咨询领衔导师

顶尖咨询公司导师亲自指导

*以上为部分导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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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

Neo导师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战略投资
实操经验和教学辅导经验，能运用丰富的
真实案例讲解商业分析在企业决策中扮
演的角色

导师特色

本科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专业，后在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获MBA学位

曾在万科集团工作三年，并与合伙人在

美国创立HH fund地产基金，累计投资

超过4000万美金

目前就职于腾讯投资部担任高级投资

经理，负责移动互联网、泛娱乐等板

块。同时兼任北大汇丰商学院外聘讲师

Jeffrey

拥有丰富的跨领域跨专业求职经历，深谙
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和用人策略，在多次
招聘活动中担任业务面试官，能够有效洞
察候选人能力缺陷和面试优势

导师特色

毕业于复旦大学高分子专业

曾于工业巨头通用电气公司担任供应链

与运营经理

现就职于阿里巴巴互联网生活服务板

块，担任产品运营高级经理

Monica

拥有丰富的海外四大面试和招聘经验，通过自身
的经验和风趣幽默的课程内容，让学生快速具备
实习和全职面试能力，并通过底层思维的养成获
得职场的持续晋级能力

导师特色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英语专业，取得双学

士学位，同时拥有香港大学MBA学位

曾任国内互联网停车独角兽企业华南区总经

理，拥有丰富的政府千万级项目实战经验

现就职于某世界顶尖物流科技集团，曾担任高级

产品总监，成功在产品2个月推广初期获50万粉

丝，自然增长5000人/天。现已担任集团总部管

理层核心岗位

Yolanda

授课案例非常丰富，亲和力强，2020年保持
100%的培训成功率，帮助学员获得电商行业阿
里、网易、京东、拼多多的offer，以及KPMG咨
询、Nelson数据分析等企业offer

导师特色

硕士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商务分析专业

毕业后加入全球医药巨头MSD默沙东大中华区就

职，后进入网易电商事业部就职，对互联网和医疗

大健康领域就业有深刻洞察，拥有品牌/市场，销

售，供应链岗位的求职经验和大厂内推渠道

现就职于阿里巴巴互联网电商事业群，担任高级电

商采销经理

13

互联网领域导师团队均来自百度，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美团，滴滴，顺丰，京东，网易等大厂的

产品，运营，战略，市场，项目管理，研究类岗位，且拥有至少两年的授课培训经验，懂得互联网大

厂的招聘需求和考核维度，力主以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视角为学生搭建互联网通用求职技能求职全方位护航
互联网导师

顶尖互联网公司导师亲自指导

*以上为部分导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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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强领域导师团队均来自宝洁，联合利华，欧莱雅，玛氏，辉瑞，拜耳，通用电气，

西门子等大厂的核心岗位，且拥有至少两年的授课培训经验，熟悉管理培训生的面试

要求和成长路径，善于以面试真题和案例分析的方式带领学生快速突破自身局限

500强企业
领衔导师

Timo

拥有传统快消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对数字
时代的品牌创新颇有理解，并对快消领域
的职场新人发展有自己独特的思考

导师特色

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硕士

先后任职于联合利华及全球TOP美妆企业

品牌市场部，逾七年快消及美妆品牌产品

营销，电商运营，多媒体数字营销经验。

目前是某TOP美妆品牌全球市场部高级经理

Cici

擅长背景提升及面试辅导，累计辅导过
500人次学生，帮助学生拿到知名券商及
投行核心岗位实习和全职岗位offer

导师特色

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硕士毕业于伦敦大学

学院social policy专业

在校期间曾在罗兰贝格、欧莱雅等顶尖公

司实习。毕业时收获字节跳动、宝洁、华

为、小米、益普索等公司offer  

目前在某美资快消Top 1 公司担任零售市

场部经理，管理亿元级别的品牌

Sherry

拥有北美和大中华区快消领域500强丰富
的面试经验，也多次担任面试官，深谙校招
和社招环节的考核要点和面试官心理

导师特色

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香港

理工大学硕士

先后在美国万豪集团总部，优衣库，欧莱雅

公司工作，历任品牌部项目经理

现为某零售巨头公司化妆品品牌部数字营

销经理

Stella

8年校招经历让她接触了20间高校近
15000名学生，5年时间作为核心成员主
导管理培训生发展项目

导师特色

暨南大学统计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

在汇丰银行、马士基航运等大型跨国企业

HR领域有超过15年的从业经验

现为玛氏中国亚太区管培项目总负责人，

人力资源副总

14

500强企业导师亲自指导

*以上为部分导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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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面试官团队均来自名企人力资源团队的核心岗位，且拥有至少两年的授课培训

经验，能够结合历年校招形势和考核要求为学生输出面试能力分析报告，并通过中英

文全真面试模拟为学生树立面试信心

校招面试官
求职全方位护航

Helen

导师对面试有着深厚的经验和见解，多年的
培训经验，使其敏锐的同时又平易近人，注
重从学生特点入手，利用每一次求职的契机
帮助学生完成自我探索并成长

推荐理由

墨尔本大学金融学硕士，澳州联邦政府

奖学金获得者，top 5% 毕业生

拥有教育和金融财务双重背景经历，在

澳期间曾任职于澳洲首富The Victor 

Smorgon家族公司，并后续斩获澳洲

埃森哲offer和HSBC管培生，后跳槽

成为欧莱雅电商板块负责人，负责价值

数亿美元的品牌线上管理和运营

长期的一线招聘经历使导师对人才的培养，面试的要求产生非
常深刻的见解

推荐理由

就读于某顶尖985院校英语专业

就职于德勤管理咨询，先后担任HR经理，区域HR总监等岗位

Clara
熟悉校园招聘、简历筛选、面试、职业辅导、性
格分析、领导力培养，尤其是管培生招聘和培养
方面有很深的理解和洞察

推荐理由某Top2院校经济管理学博士出

20多年的世界500强公司工作经验，其中在美国通用电气

（GE）工作19年，曾担任GE运营管理领导力项目的亚太区总

监，为GE亚太区选拔并培养了几百名供应链管理方面具有全球

视野的领导力人才

现就职于西门子中国医疗事业部

商娜

国家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认证生
涯规划师，深谙国企，外企，民企的用人特点和需求，辅导学员
成功入职BAT、字节跳动、京东、美团、知乎、融创地产、科大讯
飞、华为等公司

推荐理由

毕业于某顶尖985院校工商管理专业

15年资深经历，历任500强人力资源经理及人力总监，经历横

跨互联网，金融，房地产领域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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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面试官亲自指导

*以上为部分导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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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辅导计划
效果反馈 04大三时依然没有实习经历，由在职导师内推至联合利华，GE，德勤管理咨询实习

麦肯锡 | 咨询顾问

王同学 全职·校招 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

供应链管理 | 硕士学位

实习背景

学员缺乏基本的商业逻辑和行业认知，咨询导师团队结合面试考核要求为学员设计整

体提升方案，突出其简历亮点，结合高强度的逻辑和商业案例训练，顺利通过麦肯锡校招

面试准备

大二时无目标，通过职导师分析后以互联网为方向，于小红书、阿里巴巴、网易实习

字节跳动 | 产品经理

强同学 全职·校招 米兰大学

工作与行政管理 | 学士学位

实习背景

学员对产品岗有很浓厚的兴趣，但知识体系欠缺，导师通过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产品岗

位逻辑，让学生充分理解产品岗位职能要求和面试考点，顺利完成跨领域求职

面试准备

百度产品经理岗，埃森哲、普华永道咨询实习

德勤咨询 | 咨询顾问

曹同学 全职·校招 纽约大学

科技管理 | 硕士学位

实习背景

学员研一时已经投递过10+家大厂，依然没有Offer，管理咨询和互联网导师团强

力介入后，挖掘出学员的求职痛点和面试盲区，经认知重塑和面试模拟后顺利收获Offer

面试准备

学员大三时已经完成3家小企业实习，但岗位差异极大，不具备求职竞争力

腾讯-微信 | 商业分析

刘同学 全职·校招 塔夫茨大学

经济学&心理学 | 学士学位

实习背景

经分析发现学员的行业知识体系和面试技巧薄弱，面试中无法展示自身优势，导师为其

匹配课程、助力学员一路通关面试，在实习期持续培养学员各方面能力，终实习转正斩获Offer

面试准备

学员曾在科尔尼，贝恩，某奢侈品牌商业战略部实习

巴黎银行 | 商业分析

江同学 全职·校招 纽约大学

金融与运营管理 | 学士学位

实习背景

学员对于金融和咨询领域兴趣浓厚，但对自身定位不清，不了解如何有效展示自身优势，

导师团为学员提炼行业要求，解析面试考察点，在两个月内为学员打造完整的职场能力体系

面试准备

通过导师团内推至Bloomberg实习，并先后斩获伦敦咨询和某头部券商的实习机会

香港高盛 | 买方投资

高同学 全职·校招 伦敦政经

管理学 | 硕士学位

实习背景

学员目标明确，但缺乏职场认知，在商业分析、沟通表达、项目管理等方面薄弱致

使其实习未能转正，导师团根据具体情况，匹配硬技能+软实力系列课程，助学员牵手高盛

面试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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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生充满可能

让职场充满辉煌

版本号 202103

www.utrainee.com

费曼商学院

FAME  VIP  Program

FA ME

高校学子及职场新人的
陪伴式
职业成长平台 VIP专属管家为您服务

微信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