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月亮 2021 秋季校园招聘简章
青春入海，踏浪前行。蓝月亮 2021 校招全面开启，期待与勇敢追梦的你并肩，在这里尽情释放自己的能力，

让青春绽放最耀眼的光芒！

蓝月亮品牌诞生于 1992 年，是中国知名的以消费者为核心、以创新为驱动力的家庭清洁解决方案提供商。成

立 28 年以来，深谙洗涤之道的蓝月亮，秉承 “一心一意做洗涤”的宗旨，不断推出专业的洗涤产品、科学的洗涤

方法，提供全套家居清洁方案。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推动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为己任，蓝月亮走出了一条独特

的品牌构建与发展之路。

多年来，蓝月亮数次掀起中国洗衣液市场变革，引领行业升级，并致力于面向中国消费者普及科学洗涤知识。

2008 年，蓝月亮率先向全国推广洗衣液，开创了中国洗衣“液”时代。2015 年，蓝月亮突破技术难关，推出国内

首款计量式泵头装「浓缩+」洗衣液机洗至尊，再一次掀起中国洗衣液市场变革，推动行业浓缩升级。2018 年，蓝

月亮再次创新，推出新一代生物科技洗衣液“至尊”，为中国消费者带来颠覆式的洗涤新体验。

截至 2020 年，蓝月亮洗衣液连续 11 年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洗手液连续 8 年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
①
；蓝月亮

洗衣液、洗手液品牌力指数连续 10 年第一
②
。

“为用户，更卓越”是蓝月亮秉承的价值观。我们追求最卓越的人才，而优质的产品与服务、精准的市场判断，

敏感的消费者洞察、独特的营销手法等，将是蓝月亮带给人才最独特的平台资源。

2021 校招起航，蓝月亮秣马厉兵，为你而来。

①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全国各省市区（海南、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年销售额在亿元以上、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大型零售商业集团

企业的市场销售调查统计：蓝月亮洗衣液连续 11 年（2009-2019）荣列同类产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洗手液连续 8 年（2012-2019）荣列同类产品市场综合

占有率第一位。

②根据 Chnbrand 发布的 2020 年（第十届）中国品牌力指数 C-BPI 品牌排名和分析报告，蓝月亮洗衣液、洗手液品牌力指数连续 10 年（2011-2020）第一。

一、校招宣讲会

宣讲主题 宣讲内容 时间 观看链接 观看二维码

空中宣讲会
师兄师姐分享、组团爆料工

作日常、公司福利揭秘

2020 年 9 月 8日

20：00-20:35

http://t.cn/A64bDNwM

（可提前点击进行预报名）

线上宣讲会
企业介绍、高管分享、管培

培养体系、HR 现场答疑

2020 年 9 月 14 日

19：00-20:00

http://t.cn/A64G4gD3

（可提前点击进行预报名）

备注：从 9 月 15 日起，部门专场线上交流会和线下宣讲会陆续开启，请持续关注【蓝月亮校园招聘】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详细信息

二、校招流程

网申→测评→宣讲会→简历筛选→面试→发放 offer

http://t.cn/A64bDNwM
http://t.cn/A64G4gD3


三、应聘通道

1、在线投递简历地址：http://talent.bluemoon.com.cn/campus

2、简历投递二维码：

3、内推方式：寻找蓝月亮师兄师姐，获取内推网申专用链接（一定要通过师兄师姐分享的链接进行网申，才算内

推哦）

四、薪酬福利

薪酬：为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酬；

社会保险与公积金：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

户口：公司为广州总部和各大工厂员工解决当地户口；

住房：公司为广州总部和各大工厂员工提供免费宿舍；

交通：公司为广州总部和各大工厂员工提供免费上下班车；

假期：国家法定节假日及带薪年假；

其他福利：每年免费健康体检、工作日午餐补贴、每月劳保产品、中秋节、春节等节日礼品。

五、招聘岗位

研发类

需求部门 培养方向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地点

研发技术中心

应用研究 硕士/博士 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等相关专业 广州

技术研究 博士 化学/生物/纺织等相关专业 广州

产品研发 硕士/博士 化学/生物/纺织等相关专业 广州

模具开发 本科/硕士
模具设计与制造/材料加工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

械工程等相关专业
广州

包装开发 本科/硕士 包装工程/印刷工程 广州

外观设计 本科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相关专业 广州

结构设计 本科/硕士 机械类相关专业 广州



IT 类

需求部门 培养方向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地点

IT 中心

IT 中心

算法工程师 硕士/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学/统计学/自动化等相

关专业
广州/深圳

算法工程师（自

动化控制）
硕士/博士

计算机/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机械/仪器仪表/数

学/物理学等相关专业
深圳

数据分析师 硕士 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广州

数据开发工程

师
本科/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网络工程/数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广州

JAVA 开发工程

师
本科/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网络工程/电子与信息技术等相关专

业

广州

测试工程师 本科/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网络工程/电子与信息技术等相关专

业

广州

UX 设计师 本科/硕士
多媒体计算机/设计学/交互设计/传媒设计/工业设计/平

面设计/视觉传达等相关专业
广州

产品经理 本科/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网络工程/电子与信息技术等相关专

业

广州

IT 项目管理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网络工程/电子与信息技术等相关专

业

广州

供应链及质量类

需求部门 培养方向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地点

供应链 供应链管理 本科/硕士

专业不限，机械类/电气类/化学化工类/物流类/统计类/

数学类/生物类/包装工程/IE/自动化/管理科学与工程等

相关专业优先

广州/天津/

重庆/昆山

品质保障部 质量管理 硕士
化学化工类/材料类/包装类/食品类/环境类/制药类等相

关理工科专业
广州

市场电商类

需求部门 培养方向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地点

市场部

消费者研究 本科/硕士 理工类/统计类/数学类专业优先 广州

文案创作 本科/硕士 中国文学/汉语言文学/中文等相关专业 广州

市场策略策划 硕士 专业不限 广州

视频策划 本科/硕士
新媒体/影视多媒体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影视制作等相关

专业
广州

传播策划 本科/硕士

传播学/新闻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社会学/心理学/网

络传媒/新媒体/影视多媒体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影视制

作等相关专业

广州

营销策划 本科 专业不限，广告学/市场营销/统计学等专业优先 广州



数字营销策划 本科/硕士 交互设计/新媒体/传播学等相关专业 广州

产品策划 本科/硕士

心理学/工业设计/统计学/轻化工程/纺织/市场营销/汉

语言文学/广告学/传播学/产品设计/艺术设计等相关专

业

广州

平面策划 本科
专业不限，视觉传达/美学/广告学/平面广告/包装设计等

专业优先
广州

平面设计 本科/硕士 视觉设计/平面设计/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 广州

市场推广 本科/硕士 专业不限，广告学/市场营销/统计学等专业优先 广州

项目管理 硕士 专业不限，统计类/数学类/管理类等理工科专业优先 广州

电子商务中心
电商策划 硕士

专业不限，电子商务/网络传播/广告学/新闻传播/市场营

销/社会学/工商管理等专业优先
广州

电商运营 本科 专业不限 广州/北京

销售类

需求部门 培养方向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地点

销售部

销售管理 本科/硕士 专业不限 广州

营销推广 本科/硕士 专业不限 广州

KA 管理 本科/硕士 专业不限 广州

销售运营 本科/硕士 专业不限 广州

销售培训讲师 本科/硕士 专业不限 广州

财务类

需求部门 培养方向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地点

财务部 财务管理 本科/硕士
财务管理/会计学/审计/税务/财政/统计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等相关专业

广州/天津/

重庆

审计部 审计管理 硕士
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税务/法律类/统计类/心理学/市

场营销/管理类等相关专业
广州

职能类

需求部门 培养方向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地点

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硕士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心理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类/信息管理/企业管理/管理科学

与工程等相关专业等相关专业

广州

培训学院 培训管理 本科/硕士

教育学类/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管理/

营销管理/工商管理/心理学/哲学/汉语言文学/新闻学/

传播学/化学/生物工程/环境科学/纺织工程等相关专业

广州

总裁办

企业文化管理 硕士
哲学/国学/新闻学/企业管理/心理学/管理科学/汉语言

文学/广告学/传播学等相关专业
广州

秘书 本科/硕士
专业不限，行政管理/英语/文秘/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酒店管理/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
广州

文控管理 硕士 档案管理/图书馆学/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专业 广州

运营管理 硕士
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营销管理/工商管理/

心理学/项目管理/公共关系等相关专业
广州



流程管理 硕士
信息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

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
广州

行政部 行政管理 本科/硕士 专业不限 广州

公共事务中心 法务管理 本科/硕士 法学相关专业 广州

六、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埔南路 36 号 电话：020-85556668-5518 黄女士

公司官方网站：www.bluemoon.com.cn 答疑邮箱：campus@bluemoon.com.cn（不接收简历）

官方答疑 QQ 群：799642337 官方微信群：添加 15736475362（备注：蓝月亮+学校）

校园招聘微信号：蓝月亮校园招聘 蓝月亮校招 B 站官方号：蓝月亮校园招聘

http://www.bluemoon.com.cn
mailto:campus@bluemoon.com.cn

	蓝月亮2021秋季校园招聘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