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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电气（GE）公司

通用电气（GE) 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服务和金融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多元化企业，致
力于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GE 的产品和服务范围广阔，从能源、石油天然气、水处理、航空、
医疗、运输系统、家电、照明，到金融，客户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拥有 30 多万员工。杰夫·伊
梅尔特先生是现任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GE 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托马斯·爱迪生，他于 1878 年创立了爱迪生电灯公司。1892 年，爱迪
生通用电气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合并，成立了通用电气公司（GE）。GE 是道·琼斯工业
指数 1896 年设立以来唯一至今仍在指数榜上的公司。
2013 年 GE 总收入达 1460 亿美元。
GE 现有 8 个产业部门，其中包括：航空、医疗、石油天然气、发电设备与水处理、能源管理、
运输系统，GE 金融、家电与照明解决方案。

GE 在中国
早在 1906 年，GE 就开始发展同中国的贸易，是当时在中国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外国公司
之一。1908 年，GE 在沈阳建立了第一家灯泡厂。1934 年，GE 买下了慎昌洋行，开始在中国提
供进口电气设备的安装和维修服务。1979 年，GE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贸易关系。1991 年, 第
一家合资企业 GE 航卫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
目前，GE 所有业务部门都已经在中国开展业务，拥有 18,000 多名员工，并建立了 50 多个包
括独资、合资企业以及研发中心等经营实体。GE 大中华区在 2013 年销售收入为 70 亿美元。
1

大赛网址：Challenge.gaodun.cn

GE 公司全面参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2009 年，GE 公司与法国斯奈克玛（赛峰集团）平股合资
的 CFM 国际公司研发的 LEAP-X1C 发动机，被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选为中国开发的 C919 大飞
机的动力, GE 公司的 CF34-10A 还是中国 ARJ21 支线飞机的发动机；2010 年，GE 航空集团和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成立的合资企业被选择为 C919 大飞机项目提供新一代航空电子系统。
在能源领域，GE 参与了中国燃气轮机建设项目，并与神华集团签署了共同开发清洁煤技术的
合作协议。GE 公司 2006 年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推进“绿色创想”节能环保
技术在中国的开发和应用。2011 年，GE 和神华集团成立合资企业，致力于在中国发展煤气化技
术。GE 还与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携手开发分布式热电联供项目。2013 年 8 月，GE
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全球战略联盟。依托 GE 电网自动化技术与全球能源业务优势，
结合西电高压输配电设备成套生产能力，双方将优势互补，以满足石油与天然气、采矿及石化等高
耗能产业在电气化和产能提升的需求。
在铁路领域，GE 运输系统为中国青藏线提供了全部机车，与中国南车集团合作，组装和谐
HXN5 重载货运机车。
GE 在全球范围内推出“健康创想”战略计划，将在未来六年内投资 30 亿美元用于医疗创新，
以通过更低的成本向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健康创想”同中国致力于建设更好的医疗制度的
目标不谋而合，也同样高度关注乡村医疗。位于上海的 GE 中国研发中心是 GE 公司全球五大研发
中心之一，GE 在中国有 3000 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及工程项目支持。
2010 年 11 月，GE 宣布将在三年内在中国市场投入 20 亿美元，用于研发、创新和组建新的
合资企业，这一承诺在 2012 年已经完成。2012 年 5 月，全球首个 GE 中国创新中心在成都落成，
7 月，GE 中国创新中心（西安）落成。创新中心集研发、客户体验、服务、培训及运营为一体，
将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经济转型及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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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业务活动以外, GE 在中国一直重视企业公民责任。2013 年，4000 多名 GE 员工在大中华
区组织了 181 个社区志愿者项目，为教育、医疗、长者关怀、环境保护等多项公益事业贡献了近
22000 小时的服务。共有 22 个不同地区的社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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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信息
Position description Information:
Business/Program:Global Operations- Finance
Position Title:
Minimum GPA:

Global Operations- Finance
Internship (SEED) – China
3.5

Degrees:

Bachelors, Masters

Majors:

Accounting, Finance

Leadership

ProgramJob Type:
Function:
Graduation
Dates:

Intern
Finance

Summary:
In May 2012, Global Operations - Finance was established as part the Global Growth & Operations (GGO)
organization to build a world-class enabling function, focused on standardiz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for
enhanced scale, speed, and value. Global Operations – Finance brings together employees who work on
core financial processes into “one team” of experts worldwide. Our aim is to achieve world-class
performance around cost, quality and speed to deliver the best outcome at the best cost by maximizing
scale, minimizing duplication and executing on global Enterprise Standards.

Position Description:
The Internship in Global Operation – Finance is designed to identify high-potential accounting / finance
students early in their academic career. The Internship Program offers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 real-life work environment at GE, while developing the professionalism critical to a
successful career.
Basic Qualifications:
A four-year degree in Accounting or Finance
GPA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3.5/4.0
Demonstrated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 and analytical skills
Able to work for a minimum of 3 days per week
Written and verbal fluently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Legal authorization to work in the China
Desired Characteristics:
Major in Accounting or Finance
General Accounting knowledge
A strong commitment to a career in Operational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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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chable and focused on personal development
Results oriented
Strong time management skills
Ability to adapt
Proven self-starter
Locatio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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