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novating For Tomorrow 

A.O.史密斯（中国）2023 届秋季校园招聘招生简章 

A.O.史密斯（中国）2023 届秋季校园招聘正式开启，加入我们，一起做有意义的事，一起

创新，一起追求卓越！Innovating for tomorrow！ 

 

一、A.O.史密斯是谁？  

A.O.史密斯公司成立于 1874 年，美国 50 强最佳制造商；美国上市公司(代码 AOS)，在全

球 12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全球员工 15,000 人。2017 年成为美国标准普尔 500 指数

成份股。 

1998 年，A.O.史密斯在南京独资成立中国总部，产品横跨家用、商用两大领域。在中国设

有 3 大产研基地和 5 大 CNAS 认证研发实验室，占地超 20 万平方米。拥有近 500 名研发人员，

456 项专利技术。 

A.O.史密斯致力于成为水和空气处理领域的行业领导者，提供创新、高效、差异化的解决方

案，以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为全球客户及公司股东创造卓越的长期价值。 

连续七年荣获智联最佳雇主 30 强，斩获最具社会责任 10 强，树立追求卓越和不断改进的

优秀雇主口碑。 

 

 

二、我们的产品——不止热水器 

 创新家用产品，高端市场占有率长期稳居前列。 

 商用解决方案，标杆案例赢得市场口碑。 

 AI-LiNK 冷暖风水专业集成，懂你的智慧舒适家。 

 A.O.史密斯-佳尼特，年轻群体追捧的轻奢家电 



 

 

 

 

 

三、加入 A.O.史密斯——你将获得 

【持续赋能，助力成长】 

A.O.史密斯坚持聚焦于人，专属定制应届生入职集训、多样化在线课程、多种大咖分享会为

你持续赋能，激发你的创新力；试用期绩效管理，及时跟进与沟通，帮助顺利度过适应期；岗位

资深大佬带教，乐于分享，帮助快速成长；管理和技术双通道晋升，成为管理大佬和技术大神皆

有可能。 

【信任的工作氛围】 

通过 1 对 1 辅导机制对职业发展、工作聚焦、团队协作等主题进行沟通，聚焦信任的速度，

打造信任的工作氛围。 

【微笑成长】 

A.O.史密斯致力于为员工打造好的工作场所，让员工快乐工作，微笑成长。加入我们你将参

与到各种形式的 GPS 活动中，与大家一起在欢乐中感受关爱，收获成长。 

【多方位关怀】 

40+免费上下班班车和免费营养午餐 

足额公积金、补充商业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 

弹性灵活的工作时间，自己把握工作节奏 

多种健康关怀，年度体检 

…… 

 

四、A.O.史密斯需要的你 

实践老司机，有丰富的相关实习实践经验，不惧怕困难挑战； 

学霸大牛，有各类型创新大赛的经验，有问鼎学术的骄傲； 

学生领袖，极富激情，乐于表达，善于沟通，自信而又活力； 



 

 

创新达人，不畏惧权威，敢于挑战行业难题。 

 

【招聘岗位】 

——————Super MT—————— 

岗位名称：总裁管培生 

需求人数：4 人 

工作地点：南京 

薪资范围：16k~20k/月 

岗位描述： 

1、作为总裁管培生，你将获得 A.O.史密斯中国区总裁亲自带教，并参与公司核心项目的工

作机会； 

2、你将作为项目 leader，围绕公司的新战略，深入学习各业务模块，持续推动打造与新战

略匹配的新运营模式； 

3、你将直接负责和推动支撑公司战略的重大项目，开发并实施创新行动方案； 

4、参与并推动公司的组织与流程变革。 

职位要求： 

1、2021、2022 或 2023 届硕士/博士生，理工科专业优先； 

2、成绩优异，专业扎实，但对美好生活的享受也不落下； 

3、具备优秀的沟通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始终保持好奇心和钻研精神，有较好的创新能力； 

4、有好志向也能脚踏实地，希望未来往管理路线发展； 

5、英语水平优秀，可作为工作语言； 

6、、在校期间对某一领域有过深入的研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学术领域内不限)的人将被优先

录取。 

此岗位将获得： 

1、中国区总裁担任导师 

2、量身定制培养路径 

3、海外学习机会 

4、个性化薪资 

 

 

——————研 发 类—————— 

岗位名称：结构工程师 

需求人数：10 人  

工作地点：南京 



 

 

薪资范围：10k~15k/月 

岗位职责： 

1、作为结构工程师，你将发挥你优秀的创新能力设计研发负责 A.O.史密斯新产品整机结构

开发设计，对接公司相关产品的结构开发设计； 

2、你需要始终保持好奇心和研发精神，负责新产品技术攻关和行业难题的解决； 

3、你需要主动思考发现问题，运用创新方法改进产品质量、优化设计、降低成本和维护产

品。 

任职要求： 

1、机械、材料成型、材料加工工程、模具等相关专业等相关专业 2023 硕士应届生，或者

具有 3 年内结构设计相关工作经验的往届生；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3、热爱研发，主动思考运用创新的方法发现和解决问题； 

4、能够熟练使用 Solidworks，CAD 制图，office 等相关软件。 

 

岗位名称：燃热系统工程师 

需求人数：6 人  

工作地点：南京 

薪资范围：10k~15k/月 

岗位职责： 

1、作为燃热系统工程师，你将发挥你优秀的创新能力设计研发 A.O.史密斯燃热系列产品的

燃热系统研发设计，运用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2、你需要始终保持好奇心和研发精神，挑战攻克行业难题； 

3、你需要主动思考发现问题，运用创新方法改进产品质量、优化设计、降低产品成本和维

护产品。 

任职要求： 

1、硕士及以上学历，动力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等相关专业的 2023 届应届

硕士毕业生，或具备 1-2 年工作经验的优秀往届生； 

2、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团队合作意识； 

3、热爱研发，主动思考运用创新的方法发现和解决问题； 

4、熟练掌握 Word、Excel、PowerPoint 等办公软件。 

 

岗位名称：材料工程师 

需求人数：2 人 

工作地点：南京 



 

 

薪资范围：10k~15k/月 

岗位职责： 

1、作为材料工程师，你将发挥你优秀的研发和创新能力负责净水全品类产品新塑料件的材

料分析、设计、选型和验证； 

2、你需要始终保持好奇心和研发精神，负责新功能/定制化材料的开发和产品应用； 

3、你需要主动思考发现问题，运用创新方法负责塑料、橡胶等零部件失效分析及质量改善、

量产零部件材料降本等。 

任职要求： 

1、高分子材料学、复合材料、高分子材料/塑料/聚合物加工工程等相关专业的 2023 届应

届硕士毕业生，或者具有 3 年内橡塑件材料研发相关工作经验的往届生；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3、热爱研发，主动思考，运用创新的方法发现和解决问题。 

 

岗位名称：专利工程师 

需求人数：2 人 

工作地点：南京 

薪资范围：10k~15k/月 

岗位职责： 

1、作为专利工程师，你将发挥你优秀的能力负责公司对应产品专利工作规划和管理，协助

制定及优化专利管理制度及专利相关流程； 

2、你需要主动思考并分析行业技术/专利动态，挖掘技术方向及创新技术解决方案； 

3、你需要始终保持好奇心和研发精神，深度参与挖掘公司在研项目的创新技术方案，独立

完成专利申请及专利风险管控； 

4、负责协助进行创新文化建设及专利相关培训工作。 

任职要求： 

1、2023 硕士应届生，或者具有专利相关工作经验的往届生，理工科背景，专业不限；具有

家电领域专利工作经验者优先； 

2、熟悉专利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优先； 

3、具有良好的专利/论文及其他技术文献的检索能力； 

4、热爱研发，主动思考，运用创新的方法发现和解决问题。 

 

 

——————商 务 类—————— 

 



 

 

商用项目：A.O.史密斯深耕商用领域多年，商用净水成为企事业单位深度净化饮水设施信赖

之选，商用热水成功助力国际赛事，满足众多高端场所定制化专业需求。依托强大的商用研发和

服务能力，寻找创新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场景与应用，为商业和公共空间提供更舒适、更节能、

更可靠、更智慧的系统解决方案。 

 

岗位名称：商用热水销售工程师  

需求人数：12 人  

工作地点：南京、北京、上海、浙江、济南等 

薪资范围：8k~10k/月 

岗位职责： 

1、深度开发所在区域商用热水工程项目市场； 

2、策划并执行所在区域商用热水产品的营销推广活动； 

3、扶持现有客户，通过主动提供业务培训赋能客户，协助拓展终端项目； 

4、参与客户商用热水工程项目招投标项目，提供专业项目技术及政策支持； 

5、完成部门其他相关工作。 

岗位要求： 

1、工科背景，暖通空调、给排水、热能与动力工程等专业的 2023 届应届本科生或 2022 届

往届生； 

2、良好的沟通能力，做事积极主动，有开拓精神； 

3、较强的抗压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 

4、熟练使用 office 软件，能够使用 AutoCAD 制图。 

 

岗位名称：商用净水销售工程师 

需求人数：12 人 

工作地点：武汉、南昌、杭州、北京、青岛、南京等 

薪资范围：8k~10k/月 

岗位职责： 

1、深度开发所在区域商用净水器工程项目市场； 

2、分析客户需求与痛点，策划并执行所在区域商用净水产品的营销推广活动； 

3、扶持现有经销商客户，通过主动提供业务培训赋能客户，协助拓展终端项目； 

4、参与客户商用净水工程项目招投标项目，提供专业项目技术及政策支持。 

岗位要求： 

1、2023 届应届本科生或 2022 届往届生，专业不限，理工科专业优先，有销售实习经验优

先； 



 

 

2、具备良好的沟通、组织、团队合作和学习能力； 

3、拥有丰富的学生会、社团组织、社会实践经验将更有优势； 

4、具备商业意识，热爱营销，较强的逻辑归纳推理能力。 

 

 

——————运 营 类—————— 

岗位名称：采购工程师   

需求人数：5 人    

工作地点：南京-栖霞区、南京-溧水区 

薪资范围：10k~15k/月 

岗位职责： 

1、作为采购工程师，你需要做到新供应商的寻源与供应商的备份，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及

导入； 

2、生产物料及配件供应交付保障； 

3、供应商端质量管理及提升，包含 4M 变更管理、供应商业绩评价及质量异常处理等； 

4、降本项目开发及跟进； 

5、原材料库存结构及周转优化。 

任职要求： 

1、2023 届应届硕士毕业生或具备 1-3 年相关经验的往届本科生，理工科专业优先； 

2、善于沟通协调，有责任有担当，勇于解决问题，并具备优秀的商务谈判能力；  

3、主动思考，且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并运用创新的方法改进改善；  

4、讲究原则，诚信合规。 

 

岗位名称：生产运营工程师   

需求人数：4 人    

工作地点：南京-溧水 

薪资范围：10k~15k/月 

岗位职责： 

1、作为生产运营工程师，你将用精益制造的思想，以消灭浪费和持续改进为核心，帮助公

司推动生产运营中交付、质量等问题的改善； 

2、你还将负责车间一线员工的组织建设。 

岗位要求： 

1、2023 届本科/硕士生应届毕业生或 2022 届本科/硕士生往届生；机械、自动化、材料、

工业工程等相关专业优先； 



 

 

2、喜欢主动学习，勤于思考，主动沟通，乐于交流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项目管理能力愿

意深入车间一线，对生产管理有浓厚兴趣将被优先选中。 

生产运营工程师可以成长为： 

1、精益生产大师：掌握世界先进的管理手段，能够优化和再造公司核心流程，成为业界闻

名的精益生产大师； 

2、项目管理专家：引领项目，推动战略项目的落地执行，达成项目目标与里程碑式的成绩。 

 

五、加入史密斯——投递方式 

1、投递入口 

移动端：直接扫描二维码直接投递 

 

PC 端：https://app.mokahr.com/campus-recruitment/aoswtc/42807#/ 

公众号：AO 史密斯招聘  关注并投递 

2、招聘流程：网申——初试——复试——高管终面——综合评估——Offer 

3、公司官网：http://www.aosmith.com.cn/ 

 

期待你的加入！ 

http://www.aosmit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