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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大集团 2023 届校园招聘 

森大集团创始于2000年，总部设立在羊城广州，地标中信广场，是中国最早进入非洲、南美洲等海外市场的企业之一。公司励精图治二十余

载，目前拥有海内外员工15000余人，现已成为一家集海外自主品牌研产销、国际贸易、实业投资为一体的综合性跨国集团，并致力于快消产品

（日用洗涤、个人护理、婴儿用品）、建材产品（陶瓷制品、卫生洁具）、五金产品（钢材、五金、日用百货）的研产销，迄今业务网络已覆盖世

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设有14个贸易分公司及23个生产制造基地。森大集团现已建立起集工业制造、网络营销、战略采购、海运与陆运运

输、仓储管理的完整产业链，集团每年以30%复合增长率飞速成长。  

加入森大，你能获得什么？ 

 快速成长 — 广阔市场前景，努力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中方员工均为外派管理层，短期内成为团队Leader。 

 国际视野 — 集团全球布局，中方管理层与当地精英人士进行商务往来，成为真正的“国际化”人才。 

 成就事业 — 集团骨干持股计划，在集团高速成长的同时员工也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 

招聘对象 

 2023 届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2023.01.01-2023.7.31） 

 2020-2022 届本科及以上往届毕业生，需有半年以上岗位相关工作经验。 

薪酬福利 

海外岗年薪 国内岗年薪 

21 万-31万 11 万-17万 

 

 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入职第一年承诺两次调薪机会  

 国内岗位 9-13k，海外岗位 18-25k，年底双薪制 

 六险一金，另有大额商业保险 

 提供免费住宿、免费工作午餐及加班餐、员工团建津贴、员工生日会、节日过节津贴、年度体检、话费补贴等 

 海外岗驻外满 12 个月可享有回国带薪休假 1 个月；享有家属海外探访机票和旅游基金 

 海外岗提供生活零花钱、免费食宿，齐全的生活用品、配备生活保姆、中国厨师 

 

工作地点（海外岗需海外常驻，广州总部部分岗需短期海外出差） 

 非洲： 东非、西非、南非 

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 

西非：加纳、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喀麦隆、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尼日利亚 

 南美：秘鲁、哥伦比亚 

 国内：广东广州：广州市天河区中信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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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渠道 

 网申链接： https://sunda.gllue.com/portal/sunda （或扫描右侧二维码投递简历） 

 集团官网： http://www.sunda.com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森大招聘】 

 校招邮箱：campus@sunda.com（该邮箱不接收简历，仅接受内外部推荐项目，详情可扫码了解） 

 联系电话：020-38900600 - 转人力资源中心校招组    HR : 15521009787 / 18320036937 

招聘岗位 

（一）业务销售岗位 

需求岗位 需求部门 需求专业 工作地点 未来发展岗位 未来工作概述 

海外销售岗 
快消/建材

业务中心 

法语、英语、市场

营销、广告学优先 

海外分公司 

（海外常驻） 
海外销售经理 

根据分公司业务发展目标和战略的要求，执行国家经理制

定的销售策略并提出合理建议，做好分点的本地团队建

设，确保完成分点的各项销售和管理指标。 

（1）营销策略执行 

（2）销售渠道建设和维护 

（3）市场信息收集及数据分析 

（4）市场推广方案执行 

（二）供应链岗位 

需求岗位 需求部门 需求专业 工作地点 未来发展岗位 未来工作概述 

海外计划岗 计划管理部 

数统专业、小语

种专业、理科类

专业优先 

海外分公司 

（海外常驻） 
海外计划经理 

根据部门工作计划，收集分公司产品需求信息，拟定产品

需求表和出货计划，跟踪进出货进度，实现产品需求准确

性的提高、出货计划的及时性提升，确保出货计划有效地

支持分公司销售目标的实现。 

（1）工厂物料需求计划：根据生产计划，结合物料库存，

制定合理的常备性和专用性物料需求计划，保证物料库存不

积压不断料，保证生产物料的平稳供应； 

（2）下单及发货跟进：根据月度需求表，与总部采购部及

时确认货物下单情况，并与总部计划管理部及时确认货物发

货进度，如有异常，及时制定应对措施，以保证所需物料供

应； 

 

国内计划岗 
计划管理部 

数统专业、小语

种专业、理科类

专业优先 

广州总部 计划经理 

根据广州总部的安排，拟定相关产品的需求及出货计划，

支持海外分公司的计划工作，确保有效地支持分公司销售

目标的实现。 

（1）集团公司需求及物料计划 

（2）集团公司订单跟进及发货 

（3）费用发票和其他工作 

海外采购岗 采购管理部 

英语、法语、物

流管理、物流工

程等理工类专业

优先 

海外分公司 

（海外常驻）  
海外采购经理 

根据海外分公司采购计划，执行采购，并参与对供应商管

理，保证公司采购的高效、高质。 

（1）订单的商务谈判及供应商管理 

（2）监督跟踪交货情况，处理异常 

（3）行情及成本等数据信息分析 

国内采购岗 采购管理部 

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等理工类专

业优先 

广州总部 采购工程师 

根据集团总部采购计划，执行采购，并参与对供应商管理，

保证公司采购的高效、高质。 

（1）订单的商务谈判及供应商管理 

（2）监督跟踪交货情况，处理异常 

（3）行情及成本等数据信息分析 

海外物流岗 海外物流部 

交通运输，物流

工程，物流管理

专业优先 

海外分公司 

（海外常驻） 
海外运输经理 

根据分公司（含工厂）发展的需要，通过开展当地运输配

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高配送效率，降低配送成本。 

（1）运输部组织管理 

（2）物流运输持续改进 

（3）运输部成本管控 

https://sunda.gllue.com/portal/sunda
http://www.sunda.com/
mailto:campus@sun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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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品质管理

岗 

品质管理中

心 

英语、化学材

料、工业工程、

机械制造等专业

优先 

海外分公司 

（海外常驻） 
海外品质管理经理 

根据产品要求建立品质检验标准，为产品检验提供依据；

根据各线提出的品质问题，调查分析问题的原因和责任方，

提出解决方案，确保质量的稳定性。 

（1）制定产品检验标准 

（2）产品投诉处理 

（3）QC工作安排 

（4）样品检测 

（三）职能类岗位 

需求岗位 部门 需求专业 工作地点 未来发展岗位 未来工作概述 

海外清关岗 
海外进出口

管理部 

国际贸易、英

语、法语等专业

优先 

海外分公司 

（海外常驻） 
海外清关经理 

根据分公司的整体战略和当地国家法律法规，合理控制成

本和风险，优化流程和组织结构。 

（1）分公司进出口团队管理 

（2）进出口管理与实施 

（3）对外关系维护 

海外人力资源

岗 
海外分公司 

人力资源或法

语、英语等专业

优先 

海外分公司 

（海外常驻） 
海外人力资源经理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目标和战略要求，参与进行： 

（1）招聘管理 

（2）培训管理 

（3）薪酬福利管理 

（4）绩效管理 

（四）财务金融类岗位 

需求岗位 需求部门 需求专业 工作地点 未来发展岗位 未来工作概述 

海外财务岗 财务中心 

财务、会计、

金融等相关专

业 

海外分公司 

（海外常驻） 
海外财务经理 

根据分公司及财务中心的要求，做好分点应收核算及管理，

加快应收账款周转，减少存货破损短少变质。 

（1）应收核算 

（2）应收管理 

（3）客户对账 

（4）核算自查 

海外融资岗 融资中心 

财务、会计、

金融、法语等

相关专业 

海外分公司 

（海外常驻） 
海外融资经理 

根据国家相关财经法规和公司融资需求，组织协调、拓展公

司融资渠道，设计、实施融资方案，完成公司融资计划和融

资目标。 

（1）融资管理体系优化 

（2）融资方案编制与执行 

（3）融资渠道维护 

（4）信用证管理 

 

（五）IT 类岗位 

需求岗位 需求部门 需求专业 工作地点 未来发展岗位 未来工作概述 

海外实施运维

岗 

流程与信息

管理中心 

数统、计算

机、法语相关

专业 

海外分公司 

（海外常驻） 
海外信息经理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目标和战略的要求，协助新公司/新系统

的的上线实施以及运维工作，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点，提出

建议并协同业务部门落实方案，实现公司信息系统的正常运

转和优化，以及实施项目的成功落地。 

（1）项目调研 

（2）业务蓝图设计 

（3）功能需求书撰写 

（4）安装配置及培训 

（5）项目上线后的运维支持 

网络硬件岗 
流程与信息

管理中心 

计算机相关专

业 
广州总部 网络工程师 

（1）负责办公室网络管理、设备日常维护管理，包括计算机

安装调试、周边设备维护、办公软硬件故障排除； 

（2）负责办公室网络监控与运维，包括网络流量监控与管

理、设备配置、故障应急响应、网络设备资产管理、调度网

络资源、确保网络畅通； 

（3）负责集团和公司的信息安全，包括设置办公室网络安全

策略、访问控制策略、网络统一认证，防病毒软件部署，以

及办公室基础服务的维护（AD、DHCP、DNS、Wifi、打印机等） 

（4）定期进行网络技术、系统维护等相关知识培训，制作相

关文档、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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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开发岗 
流程与信息

管理中心 

计算机相关专

业 
广州总部 开发工程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目标和战略的要求，负责根据项目要求进

行 JAVA 程序开发、系统的移动化应用开发；系统问题处理

和运维检查，系统异常的处理和防范；收集用户需求和反馈，

制订开发计划和方案等, 系统开发文档的制作和提交归档，

达到系统优化的目的。 

（1）需求收集与分析：业务部门提出的需求分析以及系统可

行性；需求确认书、开发功能设计文档以及流程管理；交付

用户使用以及后续的系统流程跟踪优化； 

（2）系统开发：根据项目要求 JAVA 程序开发、负责相关系

统的移动化应用开发；搭建系统框架，集成开发系统升级； 

（3）系统运维：负责相关系统的问题处理和运维检查，系统

异常的处理和防范；定期出差分公司，了解用户使用和系统

环境，收集用户需求和反馈，制订开发计划和方案等 

网络安全岗 
流程与信息

管理中心 

计算机相关专

业 
广州总部 安全主管 

（1）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和部门制订相应管理制度，通过技术

手段对企业信息系统进行保护，防止因信息泄密而造成企业

损失 

（2）负责组织、建立和完善数据备份与容灾体系，保证企业

数据的完整与安全，每月向分管领导提交运行报告 

（3）负责组织、建立和完善企业病毒防护体系，防止因为病

毒、木马、黑客入侵等造成企业系统使用异常、数据损坏、

信息外泄等情况，每月向分管领导提交运行报告 

（一）业务销售岗位 

需求岗位 需求部门 需求专业 工作地点 未来发展岗位 未来工作概述 

海外销售岗 
快消/建材

业务中心 

法语、英语、市场

营销、广告学优先 

海外分公司 

（海外常驻） 
海外销售经理 

根据分公司业务发展目标和战略的要求，执行国家经理制

定的销售策略并提出合理建议，做好分点的本地团队建

设，确保完成分点的各项销售和管理指标。 

（1）营销策略执行 

（2）销售渠道建设和维护 

（3）市场信息收集及数据分析 

（4）市场推广方案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