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信地迈出第一步,
开拓无限的未来

ALLIANZ L.E.A.P.
LEARN. ENGAGE. APPRENTICESHIP. PURPOSE.



自信地迈出第一步,
开拓无限的未来



3



ALLIANZ L.E.A.P.
LEARN. ENGAGE. APPRENTICESHIP. PURPOSE.

4

您是否对美好的未来充
满憧憬和期望，并开始
权衡着未来的选择？

您是否向往与全球行业
先锋一起追求无限增长
和成功机会？

您是否正在考虑如何不
断地获取新知识以便能
脱颖而出？

如果您的答案全是‘是’，那么我
们诚意邀请您勇敢地踏出第一
步，一起探讨 Allianz L.E.A.P. 
如何能帮助您在保险领域开拓
无限机会。



职业讲座
会见 Allianz 的领导者，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并
深入了解他们的个人心路旅程和成功秘诀 。

领导力计划
培养您的领导力，这项技能是潜在雇主最看重的
特质之一！ 因此，发掘进而提升您的个人领导风
格，再引导您帮助他人迈向成功。

行业专家知识分享
赢取成年人的竞争优势！将您的知识扩展到课堂
外，为未来的生活技能做好准备，包括财务规划、
面试技巧、个人装扮等。

实习计划
作为实习生加入 Allianz，获得宝贵的实际工作经
验，这对您毕业后的职业生涯有极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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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llianz

L.E.A.P.?
Allianz L.E.A.P.  是为学生特别设计的成功生态系
统，提供免费实用的内容、独家福利以及持续学习
计划 。



•   高强的领导力
•   合群并具有出色的人际关系
•   活跃于大学和广泛的社交网络
•   开放给所有的大学科系
•   开放给所有大学学习年期

Allianz L.E.A.P. 的好处 

成为 Allianz 学生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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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礼

认可证书

受邀请出席独家活动

Allianz 职业机会

生活惊喜

Allianz 学生大使奖励

每位参与者都会
获得见面礼

受邀参加 Allianz 组织的
独家活动

表现特出优秀的学生大
使将获得奖状与奖品

直接加入 Allianz 的大家庭

上述所有计划、活动或福利均视供应情况而定。 我们保留更改计划、活动或福利的权利，任何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1 附带条件
2仅适用于在校大学生，需通过面试和所有其他预先条件评估

成为我们的学生大使，并获得
丰盛的奖励1

派送礼券、好礼和各种福利

我们欢迎所有的学生领袖参与 Allianz 学生大使计划，协助我们推广 Allianz L.E.A.P 和相关活动。您将
有机会获得丰盛的奖励。

须具备条件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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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lli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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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z 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金
融服务商之一，自 1890 年以来

经营至今已超过 130 年。

年
130

1
长期以来，Allianz 在全球各
地不遗余力地为人们提供保
障，让人们勇于追求未来。

我们为 70 多个国家的 1 亿多
名客户提供广泛的保险方案

和资产管理。

经营超过

拥有

亿多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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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llianz 在全球拥有超过

15 万名员工（大马员工占 
1,800 名），我们是世界上最
大的保险公司、投资者和援

助提供者。 我们在全球排名第一的保险品牌（荣获2020 
年 Interbrand 最佳全球品牌排名）和《福布

斯》全球 2000 大上市公司名单中排名第 25。

全球

万名员工



保险
未必是
无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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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具有前瞻性思维而感到自豪 – 永不停歇地寻求创新突破来
兑现我们的承诺，让人们相信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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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高摩天楼
我们为世界上许多最高的建筑
投保，包括位于迪拜全球最高
摩天楼哈利发塔

好莱坞和宝莱坞 
Allianz 为好莱坞和宝莱坞的
主要电影提供保险，包括詹姆
斯邦德制作所有的所有 24 部
电影

10

以下是关于我们的一些有趣事实：

可持续方案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支持可持续的未来
我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皆改善人们的
生活品质并对环境产生正面价值。在 
2019 年，我们总共提供了 203 个可持
续方案 
我们通过全球可持续方案计划，创造了
总计 13 亿 3 000 万欧元的收入

•  

•  

太空保险
Allianz 是太空保险领域的先
锋，并于 2015 年庆祝百年周
年庆之际开启航空保险

无人机赛车联盟
Allianz 是无人机赛车联盟的
合作伙伴，提供私人和商业无
人机保险产品

技术中心
Allianz 技术中心从 1980 年
代以来进行了难以计算的碰撞
测试，以改善道路安全

奥运会和残奥会 
Allianz 是 2021 年至 2028 年
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全球保险
合作伙伴

电动方程式锦标赛 
Allianz 支持全电动赛车电动
方程式锦标赛

海运保险
Allianz 保险承保大型船舶的
航行，并且是泰坦尼克号的保
险公司之一

我们连续 3 年在所有受评保险公司中
保持业界领先地位

我们一直在寻找投资于更多可持续未
来的机会。 在全球，我们是再生能源的
最大投资者之一，也是低碳经济的首选
保险公司
我们在再生能源项目上投资了 72 亿欧
元，在绿色建筑上投资了 146 亿欧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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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加入 Allianz L.E.A.P. 时就意味着您
将与稳当可靠的合作伙伴一起开启成功之
路。 作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保险品牌之
一，Allianz 能让您开拓视野，提升格局。

我们无私地分享企业百年以来的宝贵经验，
这是您在课室内无法获得的知识。在这个大
家庭里，您将学习如何提升技能，甚至会是
日后您在保险业界内创造出一片天的根基。

这对您意味
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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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
您加入我们

后的未来



在 Allianz
我们关心的是
如何让您变得
独特

您的目标 。
您的梦想 。
您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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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视包容性和多样性

我们重视健康和福祉

我们重视学习和发展

我们重视社会和地球

当您成为 Allianz L.E.A.P. 的一份子，我们非常重视您能直接成为 Allianz 的见习生甚至成为我们的
员工。

无论您喜欢活力四射的销售角色，或喜欢跟数字玩游戏、喜欢锻炼、热爱创作又或者偏爱挑战棘手
难题，您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人才。我们能给您机会与信心拥抱更美好的明天。

如果这一切所说的非常吸引您，那么请马上加入 Allianz L.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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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anzMalaysia                    allianz.com.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