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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埃克森美孚公司简介 

 

埃克森美孚官网： 

http://www.mobiloil.com.cn/ 

 

1.1 埃克森美孚公司概况 

 埃克森美孚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石油天然气生产商，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爱文市。我们在全球拥有

生产设施和销售产品，在六大洲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业务。我们在能源和石化领域的诸多方面位居行业领先地位。 

  

 埃克森美孚见证了世界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菲勒于 1882 年创建的标准石油

公司，至今已经跨越了 125 年的历程。 

  

 埃克森美孚通过其关联公司在全球拥有 8 万多名员工，其严谨的投资方针以及致力于开发和运用行业领先技

术及追求完善的运营管理，使之在全球位居行业领先地位。 

  

 为了充分展示其实力，埃克森美孚： 

  每年研发投资大约 7 亿美元； 

 每天原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达 420 万桶油当量； 

 是世界最大的非政府天然气销售商； 

 是世界最大的炼油商，分布在 21 个国家的 37 个炼油厂每天的炼油能力达 620 万桶； 

 是世界最大的润滑油基础油供应商及成品润滑油、沥青和特种油品的主要销售商； 

 是世界最大的多种基础石化产品生产商之一，每年在全球销售大约 2700 万吨石化产品； 

 每年环保投资超过 30 亿美元。 

 

 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NYSE:XOM)总部设于德克萨斯州爱文市。ExxonMobil 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 1882

年由约翰·洛克菲勒创立的标准石油公司，该公司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托拉斯组织，在进入 20 世纪，美国掀起

反对垄断组织的风暴，并通过的《反托拉斯法案》，当时的标准石油首当其冲，成为该法案的第一个受制裁的公司，

1911 年该法案将标准石油分拆为 Jersey Standard(新泽西标准）、Socony(美孚）和 Vacuum oil。1966 年 Socony(美

孚）和 Vacuum oil 合并并改名为 Mobil oil Corporation，1972 年该 Jersey Standard 改名为 Exxon corporation（Esso

为其子公司），1999 年 11 月 30 日 Mobil 和 Exxon 合并。该公司也是埃克森、美孚及埃索全球分公司的母公司。

此外，埃克森美孚与壳牌、BP（英国石油）及 Total 同为全球四大原油公司。该企业在全球《财富》500 强排名中

2004.2005 第三；2006 第一，2007 第二，2008 第一,2009 第一（市值 3365.24 亿美元）。在 2008 年 Exxon Mobil

前三季度连续刷新全球上市公司的赢利记录，在该年第三季度达到 148 亿美金，全年以 452 亿美金冠绝全球并刷

新全球上市公司年度盈利记录。 

 

  现任公司 CEO 为：Rex W. Tillerson（雷克斯·W·泰勒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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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埃克森美孚在中国 

 埃克森美孚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当时，埃克森美孚的前身——标准石油公司开始在中

国销售煤油。早在 1892 年，标准石油已在上海设立销售办事处，在随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又在香港、烟台、镇

江、武汉、重庆和天津等地设立了销售办事处。 

  

 煤油很快取代植物油成为家庭照明的最佳选择。为了满足顾客的需要，标准石油推出了一种小巧、铁制的煤

油灯，称为“美孚灯”。“美孚灯”的价格很便宜，顾客可以花钱购买或者在第一次购买煤油的时候获赠一盏“美

孚灯”。很快“美孚灯”传遍了全国各地，可谓家喻户晓，从而带动煤油的销售节节上升，使中国成为标准石油在

亚洲最大的市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埃克森美孚的关联公司逐渐重新参与中国能源行业诸多领

域的业务，包括勘探、天然气及油品销售、润滑油销售和服务、化工及发电。目前，埃克森美孚在中国有近 1300

名员工，其中包括在香港的大约 300 名员工。 

  

 埃克森美孚对中国有着长期的承诺，通过我们的产品、技术、与中方的合作以及投资帮助满足中国不断增长

的能源需求。 

 

 Exxon 公司非常重视在中国发展业务，专门成立的 Exxon 中国公司负责在中国的业务。 

   

 到 1995 年年末，Exxon 公司在中国注册了 9 个以 Esso 为标志的加油站，在香港地区注册了 18 个 Esso 加油

站，在中国销售各种燃料油特种油品和润滑油。1995 年 Exxon 公司与中国石化锦州石化公司合资组建了锦埃克森

润滑油复合添加剂有限公司，其生产规模为 5000 吨/年复合添加剂和 5000 吨/年粘度调节剂, 1996 年 10 月开始经

营。 

 

Mobil 在香港设青衣油库，主要用来对中国大陆贸易，在天津建设了莫比尔石油天津有限公司，生产润滑油

和润滑脂。 

 

  目前埃克森美孚在天津塘沽和江苏太仓均有生产工厂. 

 

在中国香港 

   

埃克森美孚拥有全香港最庞大的加油站网络（包括集团旗下埃索、美孚及东方油站），并持有青山发电有限公

司 60%权益（余下 40%由中电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青山发电负责生产电力，透过中电控股全资附属的中华电力

在九龙、新界及大部份离岛的输电网，供用户使用。 

 

2007 年 1 月，香港海关发现屯门一个埃克森美孚的油站的入油枪不准确，使顾客每次多付 5%的油费，涉嫌

违反度量衡条例。当局已在 4 月票控埃克森美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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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埃克森美孚的品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埃克森美孚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埃克森美孚官方网站：http://www.mobilo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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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埃克森美孚电面资料 

2.1 埃克森美孚 2016 经验分享 

2.1.1 10.31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5260-1-1.html 

 

本来安排的是今天上午，由于有事改成了下午 16.00-18.00。 

没想到刚过 16 点就来了电话，四川攀枝花。。。 

 

我习惯性地说了“你好！”，结果对方用英文说今天面试五分钟（不同于之前看到的说是十分钟），才发现对方是一

位外国女士，不同于很多企业的英文测试是中国面试官面试的。 

然后问了我五六个问题，每答完一个，对方就很 nice 地说 very good，也没有追问。。。。。。。。。。。。。。。。 

中间问到了我怎么看待环境污染问题，觉得严重不严重。我想了很久没答上来（因为我发现很多专业的词汇不知

道英语怎么说），对方又很 nice 地换到了下一个问题，太感动了！ 

 

不过，我发现，刚说完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对方很开心地说的 very good；随着不断地回答问题，对方说 very good

有了很大迟钝，语气也逐渐官方，搞得我也是越来越紧张。。。 

最后挂了电话之后，发现通话时长恰好是 5 min，，，，，太精确了吧  

 

2.1.2 2016.10.19 埃克森美孚电话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0845-1-1.html 

  

11 号投的简历，17 号接到电面通知，19 号上午电话面试 

基本内容跟之前前辈们分享过的都差不多，前两部分基本就是会根据你的回答进行追问，最后一部分是比较官方

的问题。整个面试不涉及技术问题，跟雅思口语差不多 

 

给我打电话的是个英音的 MM，我英音超弱。。感觉希望渺茫了。。不过还是希望可以通过。。也祝大家都能有好 offer。 

 

2.1.3 埃克森美孚电话面试问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6 月 27 日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5260-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0845-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0 页 共 87 页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5935-1-1.html 

问题： 

(1)Are you working or studying? I am studying 

(2)Whatsi your major? I am studing in the maj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在 XXX 学校 

(3)Why you choose Mechanical Designas your major? 什么老爸以前是机械厂，自己又喜欢汽车啊，所以就从了 

(4)How Longhave you studyed English? 什么高中学语法，口语大学开始啊，4 年左右啊  

(5)Have you opportunity to speak English? 大学组织口语社团啊，然后和留学生接触啊  

(6)What would you do in your leisure time? 空余和同学一起踢球啊，因为原来都是足球队的，这个运动很爽。 

(7)Do you like travelling or have you been abroad? Where do youwant to go best? 纽约吧，很现代化  

(8)Is your home closed toyour school? 我学校和家都是 SH，所以很近 

(9)What do you think SH? 很现代，生活很方便，对我们毕业生找工作也很好，跨国公司多。。Thank you......

结束了。 我问： Could you give me some feedbackof my English? V： Unfortunately,姐还要打电话，太忙了。

PS：赤裸裸的拒，这句话说了 10 多秒，说个好坏就一秒! 88,88 总共 9 分钟，英音不习惯，中间 Pardon 两次，

从开始凌乱到后来慢慢有感觉，感觉挂的可能性很大。 还是希望能帮到大家，建议口语好的，中间熟悉的问题可

以主动多说点，反正内容不重要。她问的越多越不划算。 

 

2.1.4 1 号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7616-1-1.html  

 

第一次电面发帖攒 rp 吧 

为什么我的邮件根本没有约具体时间= =结果一上午惴惴不安，中午好不容易午休的时候电话响了。。。 

hr 是女生，没有自我介绍也没其他客套，上来就问。。。 

问题都是面经里有过的，关于动机，关于 leadership，还有前两天刚刚 abandon 了 one child policy 这个事情。。。 

一共 4min 吧，感觉自己有点紧张话说的很快= = 

对了，电面过去之后是群面吗？都在上海还是其他城市也有啊。。表示很迷糊。。。 

anyway Good luck everyone！ 

2.1.5 15.11.01 中午 11 点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7555-1-1.html  

 

邮件只说是 1 号没有具体时间段，中午刚点了外卖，就看到一个广东江门的电话，我记得在论坛看到电面是无主

叫号码，接起来开口一句“喂，”对方愣了两秒开始飙英文。 

==这才意识到是埃克森美孚，赶紧换成英文。面试官是个 MM，美国口音，说话非常急促，像是赶着完成任务--，

说 5 分钟果然 5 分钟结束，过程中完全接收不到她给我的即时反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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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主要是： 

1/来自哪？现在做什么？ 

2/why ExxonMobil? 

3/Leadership (your definition, your type) 

 

 

最后语速巨快例行公事地念完 You did a good job. Have a nice day. 就拜拜了。感觉晕乎乎的就结束了…… 

含泪求后续~ 

 

 

2.1.6 10.31 下午 5 点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7312-1-1.html  

 

邮件约的 15 点到 17 点，17 点差 10 分打进来的. 网络电话通话效果不是很好.首先介绍自己（名叫 Robert 的男

士），确认通话者身份，介绍自己打进来的目的，然后开始了.1.Where do you live? Do you have English name?  

2.How long have you studied English? Do you often have oppotunities to practice your English? 

3.What are the advs and disadvs of living in a small town and big city?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4.If you are a university HR, I am the employee for the position of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 ask me questions. 

Blabla...Do you think I'm capable for this position? Why? 

That's the end of...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ank you, happy Halloween's Day.-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bye~-Bye~ 

全程 9 分 07 秒. 分享啦，希望有好消息~ 

 

2.1.7 10/31 finance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7078-1-1.html  

 

楼主正在做 DTT 的 OT 啊  直接无呼叫号码打进来了 

然后赶紧接 问题是： 

1 what do you do and where are you from? 

2 why do you want to join our company? 

3 tell me onw thing about your cooperate with others and what kind of leadership do you think you have? 

因为在做题 然后超紧张 准备的都打错了 第三个问题里有两个 答完第一个忘了第二个 再问她  刚感觉不高兴

的声音，然后说从我的回答中她知道了他想知道的，然后希望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也没有 you did a good job. 感

觉跪了 发发面经攒 rp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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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刚刚面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6695-1-1.html  

 

邮件说电话面试会是今天和明天，所以今天一整天就抱着电话神经兮兮的等啊等，然后觉得过了五点了估计没啥

事了就 happy 去了，结果刚刚有个电话打进来，一看不显示号码我就懵了啊，虽然把论坛里面的问题都准备了下，

但是发现除了第一个问题其他的不一样，更是给跪了！！！  

 

第一个问题，from where and what do you do， 这个准备的还好。 

 

然后问为什么要加入埃克森美孚 

 

然后说一个 teamwork 的经历 

 

然后 education background 和 working experience 哪个更重要（我知道有个问 practice 和 education 那个更重要

的，但是原谅我自己脑袋懵了没反应过来） 

 

基本是瞎扯的。。。。才不到五分钟。。。。。 攒 RP 求过啊！！！！ 

2.1.9 低，热疼疼的泡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6594-1-1.html  

 

-51 前天通知我今天或者明天可能有电面，楼主前两天看了看前辈们的面经，到了今天又紧张地不要不要的，不

通知具体时间段，简直煎熬啊 

从早上开始一直抱着手机，紧张待命。本以为今天不回来了，楼主就收拾收拾准备进城面基了，万万没想到啊， 

啊 

啊 

啊 

到下午正好在公交车上，口袋不要命地抖动起来，楼主的心，被无主号码冰冷地敲打着· 

犹豫了一下，接了电话，直接一句 sorry 

脱口而出，对面楞了一下，估计也已傻。楼主忙道歉说自己在公交车上，要求 10 分钟后打来，外国妹子说按照

规定要 15'min 

......这么厉害，楼主忙说 that's,better... 

 

 

楼主心想糟糕，连忙下车，到车站候车厅，人太多不好，走来走去，只有一个地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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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厕所，囧， 

妹子 15min-后如约而至，问题 

 

where are u from. 

what do u do 

how long have u stay in uk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虽然有些紧张，但是楼主还是狂说了一通，可是我问题问怎么这么少，说了不到 5min 就结束了。说好的 leadership 

和 social media platform 呢。。。啊，为什么我这么短。。。诶，不抱希望了 

 

面完马上写面经攒人品了 

 

2.1.10 热乎乎的 finance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6274-1-1.html  

 

一大早啊，楼主完全没有睡醒，整个声音都是沙哑的。英国 MM，一接到电话就请求给我 10 分钟时间实在是

需要 refresh 一下，结果 MM 说她很忙，没时间等我 。只硬着头皮开始了。估计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吧

。 

 

言归正传，题目嘛 

1. where are you from and what do you do 

2. what do you study 

3. the biggest acheivement in the university 

4. Will you go back to China to work 

5. define leadership 

 

楼主说的真的是毫无逻辑，想到什么说什么，实在是刚醒来，写完面经头还是晕的。 

 

2.1.11 10.22 08:14am 新鲜电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157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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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通知电面的时间是 10.22 上午，没想到这么早就打来了。LZ 还在睡觉... 来电显示 No Caller ID 和大家

说的一样 英国妹子 整个过程很冷淡 例行公事的态度 最后说 you did very good 觉得是英国人惯常的收尾方式 

整个电面大约 8 分钟 

信号很不好 加上没睡醒 LZ 多次 beg 重复问题 但是感觉问题不大确实听不清就大胆问 

 

问题： 

1. What do you do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2. How long have you stayed in UK 

3. What is the biggest achievement during your study in UK? 

4.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leadership? 

5. Can you tell me some pros and cons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祝大家电面顺利^^ 

2.1.12 2015 年 10 月 22 日 埃克森美孚 电话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1556-1-1.html  

 

我的电面也比较曲折，信号超级差（对方问题），我挂断了两次，对方不会主动挂断，但是我挂了之后，对方

会回拨。还有一题我之前没见过的题。 

对方是女面试官，很有耐心，不会打断人，基本是自己讲的越久越好。不过也别太偏题，之前看帖子，有考官说

是看沟通技巧，那就不能偏题。 

 

 

1 题目回忆 

Where do u come from? And what do u do? 

是的，我的面试官喜欢一次问两个问题。于是我就按照准备过的自己讲，一个人讲了 2 分钟之后，问对方你想听

听我对家乡的介绍吗？对方没回应，我就问怎么了，然后发现信号不好，（我各种说 Can u hear me? May u dail me 

again?) 等了一会没回应我就挂了电话 。 

 

 

然后对方又打来了。问了如下： 

 

What is leadership? Which kind of leadership do u think u have? 

我就给她说，基本定义、美国学者定义；领导的四种类型，我是哪种；还列举了相关的一个著名理论，并解释我

的理解。讲了 4-5 分钟。然后我又发现，信号不好。等了 20 秒没回应，我又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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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立马又打来了啊，这次清楚了， 

她又问，Which kind of leadership do u think u have? 可见我前面讲得她没听见。。。于是我再次 blablabla. 

 

 

最后的问题：what are the pros and cons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 

我对 platform 这个词不熟，想的是 flat panel computer,不过阴差阳错没回答错。  

我说好处是用软件沟通更方便快捷啊，古代书信慢（过去式）。坏处更明显，一是会造成久坐的生活状态，对心血

管不好；而是，沉迷于这个会导致和家人沟通变少，尤其对孩子教育不好，心智发育啥的。讲了 2 分钟。 

 

然后，对方客气说你做的很好，说了两次。然后说 have a nice day。 我说 same to u. thank u. Bye bye. 

 

2 建议 

 

我觉得，和雅思很像，真的很像，一样的题目。 

看了很多前人的帖子，担心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几件事： 

1）时态，过去时不要说错。 

2）不是词汇难度大就好，是用的准确比较好。用不习惯的词会不流利的。 

3）大家注意用冗词套句，增加语法复杂性和流利度。建议自己下载《雅思考官口语实践指导》。（我无法上传附件。） 

我也不知道是否建议有用。 

 

共勉，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2.1.13 埃克森美孚电面。。有点紧张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1494-1-1.html  

 

第一次发帖。。。 

之前收到邮件说今天要电面，所以昨晚临时查了下会问什么，大概了解了下。。。 

然后今早起床，刚洗完脸回到宿舍，一个无主叫号码来了。。。心里突然一紧。。。接了 

然后就说 5 minutes interview...我说 pls go ahead..听口音是美国的.. 

问题一：where are you from? what do you do? 我感觉第 do you do 是问你的工作。。。我觉得是他们 suppose

你是一个有工作的人。。。我就说了我的 major。。然后她说 you are a student，right 

问题二：一开始没听清，以为问 major，所以我重复了下答案。。对方强调了是：where do you study,我听成了

what do you study。。。然后我讲了我本科硕士 blabla。。 

追问：你觉得广州和上海有什么区别。。这是我本硕的城市。。我扯了下天气。。。 

接着：说 EM 讲究 leadership, what do you think a leader should do?what do define your leadership skill..这个问

题我只好胡扯... 

最后问题：歹势我又没听清..我就问 could you pls speak it again...然后对方重复了一遍，一字一句。。突然有种被

虐的感觉。。what's the pros and cons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我又随便扯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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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方就说 that's all i want to know from the interview...还说我 did 了 good job.... 

我感觉不对啊。。。有点紧张，还有一些没听清。。。不知道怎样 

 

发点面经攒人品。。。。 

 

2.1.14 1020 financial analyst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0485-1-1.html  

 

 

where are you from? what do you do?what kind of job are you looking for? 

leadership 

 

my answer for leadership:1\team 2\personality 3\long-term development 

British accent 

 

all together 4 minutes. Too short.  

My suggestion: it would be better to answer as long as possible. 

 

good luck to everyone 

2.1.15 烫手的面经来啦－SH finance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0481-1-1.html  

 

之前通知的邮件说 20 号电面，楼主一大早就起来等着电话了。大概到了 10 点左右，楼主想到昨晚联通发了短信

说我话费用完，但是但是忘了充值。自己打自己电话果然停机了啊 火速充上话费，给邮件里留的微信号说

明了情况，并得到电面要到下午才轮到我的答复，这楼主才松了口气。（大家要是有各种情况没有接到电话，都可

以向 jade-universe 发微信说明，应该会顺利解决哒）正当楼主午饭麻辣烫吃到最后一口， 嘴边还有一圈油的时

候一个未知号码打来了。楼主迅速用袖子摸了一下嘴巴就接起了电话。对方应该是一位英国 mm（因为电面结束

的时候跟我说 cheers）。第一个问题是 hometown 和 what do you do，楼主当时过于紧张，hometowm 都回答的

磕磕巴巴，what do you do 还回答成了 major，也是给自己跪了，英国 mm 也没有纠正楼主的错误。 

第二个问题是在 what is your biggest achievement when you studying in uk，楼主吧啦吧啦说完之后 mm 说了句

very good，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句常用的敷衍句。 

第三个问题是 my definition of leadership，这个楼主答的不好，mm 只说了句 ok。 

第四个问题是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有领导力（楼主忘了 mm 原话了 大致意思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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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是 education and practice, which do you think is more important，楼主答了两个都重要，不知道合不合规

 之后 mm 就说电面结束了，感谢参与啥的。 

楼主一共才用了五分钟啊 ，看之前童鞋们分享的面经都是至少 8 分钟 不知道是不是面试官不想再

听我叨叨了  不过还是希望自己能通过，求面试  

 

 

2.1.16 10.20 美国电面 Finance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0363-1-1.html  

 

楼主的心情一开始是崩溃的。时间回到 7 点 20，下课还有 10 分钟，电话响了，捧着电话一路走到教室门口不响

了  

于是拿着电话去外边等，等了一会没有再打过来，想着再不回去收拾东西就要影响下堂课了，赶紧回去收包。在

从教室往停车场走准备回家等电话的时候再一看手机，什么时候又多了个未接电话。整个人都是崩溃的，感觉 2

个电话都没接到，这个电话面试已然离我远去了  

 

 

还好我回到家没有一会，电话就第三次打过来了。但是，基本没有跟之前的小伙伴一样的题目  

 

1.What do you do and where are you from? 

2.Where are you studying?(楼主以为是问专业，结果人家说是问你在美国哪个地方上学...) 

3.What is your most valuable gain from your US experience? 

4.How to define leadership? 

5.What are the pros and cons of smartphones? 

 

以上问题没怎么准备，一通神侃。面试官人很好，应该是之前小伙伴说的女士，结束前还提了一句 I think you did 

a great job in this interview，感谢，心情一下好了不少。 

攒人品，祝面试的大伙儿都有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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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 10.16 电面面经，趁忘之前发一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0360-1-1.html  

 

1. What do you do?2. What's the biggest challenge when you do internship?3. What's your hobby?  

4. What type of food is your favorite? 

5. How do you build spirit when you corporate with your teammates? 

 

 

刚开始信号不好，把 What do you do? 听成 How do you do 了。吓了我一跳哈哈 

 

 

顺便问一下一般如果电面过了的话多长时间能收到面试通知呀？ 

 

2.1.18 10.19 电面 SH Finance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9959-1-1.html  

 

邮件说 19 号电面，接到电话的时候是中午十二点，刚好在吃饭。。囧 

是一个英式口音的 MM，语速蛮快的，但是很清楚，问题也跟之前大家分享的话题差不多 

1. what do you do, and where are you from, your major. 

2.why do you choose your major, career plan 

3. only child 

4. what do you do in your leisure time. 

5. most impressive place you have been to 

6. how to build team spirit. 

之后说她只是来测试一下 communication skill 的，然后就 have a good day 了。。 

2.1.19 10.19 新鲜的美孚电话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9914-1-1.html  

 

强烈吐槽前程无忧的一面安排，竟然只指定了日期而不指定具体时间区间。害的我早上 7 点就一直手机待机，看

书也看不进去，上厕所都不敢不带手机。还好 11 点多打来了不然等到下午估计要精神衰弱了。言归正传，面试

官是一个英式口音的女士，正常语速，发音也很清晰，通话质量也 ok。问题如下： 

1,What do you do? and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2,why this major?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your major. 

3,why do you want to work in finance-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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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hy this name? its meaning. 

4,hobbies? 

4,what is your favorite book and why? 

5,based on your answer,do you think which one is more inportant in your live, Reading or Travelling? why? 

6, your opion about teamwork spirit? and do you like cooperate with others? 

最后巴拉巴拉客到客到，结束。大概一共 8 分钟左右面试。有几个问题废话多了点扯开了。开头是说占用我 5 分

钟时间面试。问题都很简单，Lz 中途进来个微信，所以有个问题没听清要求重复了下。基本都是按照你的回答问

下来的，所以 be yourself。最后求进下一个招聘程序吧。祝大家好运。 

 

2.1.20 埃克森美孚 Skype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8768-1-1.html  

 

早上 8 点半刚结束了埃克森美孚 Skype 电面。昨天收到邮件说今天 8：00AM-4:00PM 之间会有 10 分钟的英文电

面，时间区间给好大，一早就醒来先看看申请的职位 JD。 

8 点半接到一个 No caller ID 的电话，对方应该是美国人，女声，非常简洁干练，语速很快，说这里是埃克森美孚，

你是 XX 吗，我想进行一个 5 分钟的电话面试，你时间方便吗？然后开始： 

1.what do you do? 

对第一个问题，我脑子有点不好使，很疑惑的问了下“what am i doing?”,心想她还关心我在干嘛？

然后人家说“I am asking what do you do not what are you doing?”然后我赶紧回答了我的专业工业

工程以及我辅修的二专是工商管理。（第一问尴尬了一下。个人以为这个就是缩短版的自我介绍） 

 

2.why you choose BusinessAdministration as myminor? 

A: Industrial engineering inmechanical school can help me gain a strong engineering background 

and I would also like to establish my ability in other fields, like business. 

 

3. Are you the only child inyour family? 

A: 回答不是，我还有一个弟弟。然后她再问“tell me more about your little brother”. 我介绍了一

下。她评价了一句说 good boy. 

 

4.what is your hobby? 

A: I play piano and guita in my spare time. I also learn chinese paintinh, because they can help me concentrate 

and gain inner peace. 

 

5. If you have the chance tomeet one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is that people， why? 

A:My grandfather.blablabla...(这里问你如果有机会，最想见到的人是谁。答案可以是一个名人，伟

人等，但是我想了想自己没有准备过，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回答了。貌似她觉得这个回答比较新。) 

最后她很快说了句 wish you a wonderful day and thank you for you time. 我也回复了下。电面结

束。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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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轮电面就找美国人面，而且面试时间不定，还真是希望越早越好。 

2.面试官语速很快，问一个干脆的问题，不会给任何的描述。希望你快速理解她的意思，快速给出

答案，更重要的是给出理由。 

3.会根据你的回答再次发问，一般不会是你准备过的问题。考察应变能力和逻辑吧。 

 

9 月底投的埃克森美孚的 Technical Service & Development Engineer，本以为没戏了，然后昨天收到

个邮件通知电面。早上看了看这个 JD 说要 support and train value selling, 特地去查了查 value 

selling 怎么弄。不过这次电面没有考任何技术内容也没有问简历。最后希望大家都有好的 offer~ 

 

 

2.2 埃克森美孚 2015 经验分享 

2.2.1 刚挂完的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0311-1-1.html  

 

约了今天 9-10 点的电面，结果 10：30 才打来。说话的是一个美国口音的男士，说他不是美孚的，只是测试

英语，很简单都能听懂。 

分了 3 个部分，1.English Name;Hometown;where r u living now,how far it is from ur home,how many time did u go 

home a year. 

                       2.Book or movie u like.why. 

                       3.interview a bussiness teacher. 

时长不到 5min，祝好运！ 

 

2.2.2 30 号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9299-1-1.html 

如之前的小伙伴说的那样电面提前两天打电话预约时间。楼主的手机上显示不出来号码的，不知道是不是网

络电话。所以如果接到这种不知名的电话大家也不要挂掉啊~ 

 

问的问题如下： 

1. Brief intro yourself.楼主说了海外留学的经历，所以接下来的问题与其有关 

2. Where were you in the UK? 

3. What's your career plan? 

4. What, do you think, can individuals do to solve environmental issues? 

都是老问题，但是楼主每一个问题说的还是挺多的，所以一共也就问了这么几个。最后电面的 MM 说总体来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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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还是很好的~期待面试，攒 RP~  

 

2.2.3 新鲜电面，刚刚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9291-1-1.html 

今天下午 1;40 的电话，介绍了了一下自己是测试英语的员工，然后问我是否是本人！ 

 

呵呵呵，不过你都能听得懂， 

再问你喜欢的书籍，并给他介绍一下 

 

你家里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介绍一下 

 

还有就是你的 hobby。。 

 

一共 5 分钟左右， 

 

我英语不好，估计挂了，但是我听得懂，面试 mm 是外国人，非常清楚。。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加油！！ 

 

我还要好好准备其他的了 

2.2.4 10.31 上海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8988-1-1.html 

 

主要问题就： 

1.中文名字，含义。 

2.来自哪里？现在在哪。 

3.谈到 one child 

 

2.2.5 10-31 SH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8611-1-1.html 

exxonmobile 电面：未知电话，一个英国口音的女士打来，先确认身份，然后说 3-5 分钟电面，问我是否有

时间。问题有 

1. caree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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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bbies,  

3. are you the only child? opinion on the one child policy  

4. two words to describe yourself  

人生第一次电面  

 

 

 

2.2.6 10.29 电面刚挂电话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6680-1-1.html 

首先感谢之前坛友的分享，准备的面经全部中招，比小马过河还准！ 

一个 British accent 的 mm 打来的，过程很程式化，持续 6min 左右。 

1. Brief self-introduction;  

2. what do you study? 

3. why do you chose this major? 

4. what individuals can do to solve enviromental issues? 

5. Career plan? 

6. What's your hobby? favourite book? why? 

6. Biggest weakness? 

 

大家好运喔！～～～么么哒！！！ 

 

2.2.7 10 月 28 号下午三点半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5689-1-1.html 

 

26 号预约的 28 号电话面试 3:00 - 4:00 pm  

 

三点半打过来 号码开头三个 0 

 

接到电话后，听出来不是一个 native speaker，像是一个英文很好的华人 

 

1, English name, why this name? 

2, Hometown, where are you from , where are you live right now 

3, Do you have siblings?  

4, Please give me presentation about a book or movie? why you like it  

5, You are the HR and I want to become a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 in University. Give me a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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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近 8 min 

 

祝大家好运！ 

 

2.2.8 10 月 28 日英语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5644-1-1.html 

刚刚接到英语电话面试，面试持续 6 分钟左右。 

问了中文姓名，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有英文名吗，为什么是这个英文名，你学英语多久了，然后就结束了。 

面试过程我觉得自己说的还行，只是我听不清面试官的问题，说了很多次的 pardon。心里很忐忑。 

 

2.2.9 刚挂完电话的电面，坐标杭州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5640-1-1.html 

约的是 2:00-3:00，刚刚肚子饿，刚打开一包点心，闻了下香，还没来得及吃就收到了电面，囧…… 

 

首先是说只是一个英语测试，不用担心很多，接着： 

第一部分： 

1、英文名？为什么选这个？ 

2、住哪儿？家乡是哪儿？ 

3、家里有 brother 或者 sister 吗？ 

第二部分： 

给一个 presentation，关于 movie，book，tv program 都行，为什么喜欢，然后介绍一下 

第三部分： 

他想应聘一个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你是面试官，问他几个问题 

我其中有问他，为什么选择我们 university，他说因为跟女朋友分手了，想离她远一点，然后我莫名戳中笑点，笑

了一下还说 interesting，是不是表现的太不厚道了，囧…… 

 

不过总体比较轻松，他是个美国人，反正能沟通就好，赞 RP，求面试~ 

 

2.2.10 10 月 28 号埃克森美孚电面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5616-1-1.html 

感谢应届生，让我可以有这么多的经验来参考。我也要积极响应，攒人品~~~ 

我是 28 号下午两点到三点的面试，2:09 我接到电话，是一个非常 nice 的 gg， 我说听不清，他说他挂断重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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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打一次。我问到的问题有： 

1.确认身份，问名字的含义，和英文名字 

2.问到家乡的问题，有什么盛产。 

3. 问我现在在哪，在干嘛 

4.之后由于我不经意的提到我自己做饭，导致之后的问题跑偏，都是关于做饭的，怎么做，都做什么之类的。（ 这

条参考不大） 

然后就结束了 

 

 

2.2.11 10.28 下午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5597-1-1.html 

 

上周日约的这周二 12 点到下午一点的面试, 楼主等到差几分钟一点接到, 是一位亲切的 GG, 首先介绍了他

的名字以及受美孚委托进行测试, 测试分 3 部分,  

 

Part 1: major, current city 

Part 2: favoriate book or movie 

Part 3: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 角色表演, 进行 interview 

感觉 GG 很 nice 聊得很开心, 建议大家 当聊天对待放松心态~~加油 

 

2.2.12 10 月 28 日 广州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5382-1-1.html 

攒 RP~~ 

昨天约的时间是 9 点到 10 点，早上 9 点半的时候打过来，通话时间是 5min，是个 MM，语速略快（楼主基本每

个问题都 sorry，-_-|||，估计已 die） 

问题和大家分享的差不多： 

1、自我介绍 

2、你的兴趣爱好 

3、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的书 

4、你平时都是怎样学英语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估计 MM 已经听不下去我的英语了，所以才问这个问题-_-|||，

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楼主才平复捉急的心情，才镇定下来~） 

5、你的缺点是什么 

 

 

赶脚自己回答得好囧，祝大家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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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10 月 27 号埃克森美孚电面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4747-1-1.html 

 

本帖最后由 jwzkz 于 2014-10-27 13:42 编辑 

 

昨天电话预约今天下午 1 点到 2 点电面，13:15 接到埃克森美孚的电话面试，还算准时，面试官是个女生，估计

是美国打过来的，跟论坛里其他同学不同，我被问到的问题如下： 

1 自我介绍。这个之前准备过一些 

2 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blablabla 

3 你刚刚说你喜欢 reading，你最喜欢的书籍是什么？why？三国演义，她不知道，然后解释了一下，重点放在

why you like it? 

4 你认为 Chinese language 会取代 English 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吗？语言还是 English 更加 international，把

美国和 EU 夸了一遍。 

2.2.14 1026 刚刚接到的电话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4247-1-1.html 

昨天下午接到的埃克森 GG 的电面时间预约电话，约在了今天晚上的 7 点-8 点 

正当拼命翻着以前的托福口语复习资料的时候，6:50 电话就打过来了~不管了，硬着头皮上呗~ 

 

因为没有用笔记录，内容回顾大概如下： 

1. 确认姓名，中文名拼写，有没有特殊涵义 

2. 家乡和现在所在的城市 

3.（因为还在魔都实习）住在魔都哪儿，自己煮饭么，在外面吃贵么 

4.（上面问题牵扯到之前国外的交换经历）去哪儿交换，生活感觉怎么样，和中国的区别，会再去么，还去过什

么国家。。然后就没。。了。。没。。了。。。。。。  

 

通话时间一共 8 分多钟，小哥的口音还是很赞的，有一点点杂音，sorry 了几次，不过还行吧！感觉就像是一次聊

天~ 

 

攒人品~祝大家都能顺利进入下一环节喔~~ 

 

2.2.15 10.25 电面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439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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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之前在论坛看了前辈写的面经分享，也来 share 一下昨天的经历，可能有重复了，谢谢应届生的大家们

~ 

5 点半左右打来的私人电话，问的问题和之前论坛 share 的差不多。一开始问我来自哪里，对家乡和上海的感觉

怎么样；然后平常做些什么；对计划生育怎么看 

没有问最想见到的明星是谁这些，可能前面我也说了比较多。满轻松的氛围，一共说了 8 分多钟。 

中间其实我也讲的没特别 professional，面试官腔调听不出是国内外的，一个男音。祝大家好运喲~美孚个人觉得

是个满好的公司：） 

 

2.2.16 10.26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4214-1-1.html 

昨天中午正在午睡接到的电话，顿时清醒，约定今天下午 6~7 点进行英文 Test。 

 

昨晚抓紧来这里看了面经~ 今天白天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稍微准备了一下，6 点开始带上耳机等电话。 

18:14, 无主叫号码的电话。一个 GG，美式发音，先确认了一下我是 XX，然后介绍他叫 Philips。声音蛮大的，稍

有点嘈杂，不过不影响能听清。 

 

几句废话之后，面试开始： 

1. Where r u from ? 

    Is it a famous city in China? 

2. Where r u now? 我答在南京，没有让具体介绍南京。。。 

3. What r u doing in NJ?  我答是 XX 大学的学生。 

4. What‘s your major ?  因为是工科类的，所以又问  Is there more female students in ur major ?    Why do you 

chose this major? 

5. Are u the only child in your family ? 我答是的。What do u think of one-child policy? 

6.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spare time? 答到运动、旅游... 

    因为答到 traveling，所以问了 where have u been? 说了几个国家，然后 GG 说 interesting 

 

之后他又说了句什么，真心没听清。。。 conversation 神马的。。。然后就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了。所以

我估计是说这次对话到此结束吧~ 

厚着脸皮问了一下能不能给个简要评价，他说 You’ve done a good job. But I can't give you any score or result. 我赶快

thanks，说 have a nice evening。他还很 nice 的说 you too. 挂了电话看 18:21，总共用时 6 分半。不知道是不是有点

短？ 

另外 51job 上的申请显示是已提交，而不是已处理。。。昨天点进去重新看了一下，结果申请日期就变成昨天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问的问题基本有准备到~ 多谢前人分享！在此也分享一下，攒 RP 了~ Good Lu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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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 25 号奇葩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3988-1-1.html 

说好 16-17 点之间，LZ 早早准备着。17:04 左右电话，是个 GG 声音很好听。人也很温柔。准备了 26 个问题，

但是他开头就被我带！跑！了！！！ 

刚问了我在哪里，我说 XZ 然后说很美丽的城市，很挤，不过没有上海挤。他在那边笑了。然后我有点放松，他

问我在上海上学吗？我说是的，然后说我现在在香港读书，围绕学校的介绍我们聊了整整 10 分钟啊，他不叫停

我就一直一直说，居然讲到信教的问题。。。不过很轻松啦，什么角色扮演都没有了。真的有点像对话。中间我停

顿了一会想了想词语去介绍香港美食。 

 

好诡异的是今天上 51job 居然简历显示已提交没处理！！没！ 处！！！理！！！ 

有点恐怖片的感觉。 

话说 51job 是不是批量处理，实际上 HR 没有看啊直接被ＢＳ了！！！ 

 

2.2.18 10.26 新鲜电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3941-1-1.html 

看了这么久大家的帖子，觉得需要回馈一下。 

 

早晨九点半接到的美孚电面，是+01 开头的电话，一个男声，很小很不清楚。 

室友早我一小时接到，也是同样的不清楚，强烈建议大家戴耳机接听（尽管我戴耳机依然感觉很小很不清楚）。 

 

 

他先讲了大概六七句话，反正基本听不太清，大概说十分钟面试什么的。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 English name, why？Where are you? Where's your home town? 

然后，然后突然声音就大了也清楚了 。可以感觉到面试官是一个很 nice 的人，有很 standard 的美国口音 

接着他问我家里是 big or small family? 

我告诉他是一个 nuclear family, 他让我简单介绍了家庭成员。 

然后问我最喜欢的 TV series/ movie 等等常规问题 

 

 

我们的问题来了！！！ 

他说既然你在大学校园里，那我们假设这样一个场景，我将要以一个普通英文老师的身份应聘想要成为大学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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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问我两个问题让我回答下成为一个大学教授与一个普通的老师会有哪些区别，最重要的是哪些？  

 

 

这，这。。。 

 

 

我就扯犊子，谢天谢地早晨看了一些教育类的词汇， 

就问了下如何让学生不要受到什么 test-oriented education 的影响，而能够更好地有 thought-provoking 想法什么的？ 

他好像不是很满意地回答了一句说我会在课堂上多和学生互动的，然后他说还有问题吗？LZ 就憋啊，说如何让研

究生能把理论和做实验联系起来什么的？ 

他听完之后马上说，好吧，我们的面试要结束了，thank you for your time。然后就挂了 ，(⊙o⊙)…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通话总共 7 分 30 秒。 

挂了电话我琢磨这个问题估计是想问我对大学教育的理解然后给他讲讲？还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明明反问了他是

不是要提问两个大学教育相关的问题，他说是的啊 

总之觉得看他的反应我有点没有答到点上，希望大家如果听到了这里问题，一定仔细听一下，最好让他重复一遍，

他语速不快的。 

 

但愿自己好运，也建议各位亲们准备一些教育类的词组和话题，否则有些大的话题真的不好一下答上来。 

大家加油！ 

 

2.2.19 20141026 电话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3913-1-1.html 

论坛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前两天接到预约电话面试，就赶紧来这里看帖子。刚才面完了，也来回馈一下。 

1. introduce yourself: name, come from, major 

2. why you choose this major. (Cooker/Chief) 

3. tell me three solutions to global warming? 

4. your plan in five years 

5. how do you think of one-child policy 

6. do you think the Chinese language will be the number one language 

话不多说，大家加油！ 

 

2.2.20 10 月 26 号刚刚出炉的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390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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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挂了电话，现在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电面时间总共 5 分钟左右，问了几个问题： 

1、自我介绍 

2、兴趣爱好 

3、介绍你的家乡 

4、谈谈你自己的弱点 

5、你认为中文会成为世界第一大语言吗？理由是什么 

6、外国人学中文的难度在于什么…… 

 

唉唉，是个外国人打来的电话，信号极端差，从接电话开始，信号断了三次，搞得 LZ 心情非常差，灰常紧张，后

面三个问题就回答不上来……坑爹。估计悲催了…… 

发个帖子，给各位参考，攒人品…… 

 

2.2.21 10.25 电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3418-1-1.html 

刚刚放下电话，过程当中越讲越紧张，声音都颤抖了。分享一下题目吧，第一次发帖，献给 EXXON。 

What's your English name? 

Where are you from?(我除了提到家乡，还提到了学校，所以接下来他问了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 

Do you like travel?(反正含 travel，具体不确定是不是 work travel)？ 

Are you the only child? 

Do you want to have a brother or sister? 

Talk about your favourite book? 

How do you save money?(这题没准备到 ) 

 

就这些，祝大家好运。我的电话从头到尾都觉得他那边很嘈杂，杂音很多，所以我问了好几个 excuse me 和 pardon。 

 

2.2.22 10.24 电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2691-1-1.html 

算是比较晚的电面了。 由于之前好心的同学都有分享经验，我算是准备的比较充分。 废话不多说，直接分

享问题。 

 

1 Self-introduction  

2 What is your biggest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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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at are you hobbies?  

4 What is your opinion on social media? 

5 What is your biggest weakness? 

 

感觉对方有点敷衍，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的感觉，没有面试互动的环节。 Anyway, 希望能通过，去上海和小伙

伴汇合！ 

 

2.2.23 新鲜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2670-1-1.html 

刚刚接的电话, 和大家不一样的事,打电话的是一个英音很严重的妹子,以至于我怀疑是英国打来的. 

问得问题如下: 

1. 自我介绍 

2. 海外交流经历 

3.爱好 

4. 最喜欢的一本书 

5. 怎么样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6.全球化理解 

然后她很客气说答的很好,实际上答解决环境污染完全答的语无伦次了, 然后就说谢谢,还说 CHEERS。我已经晕

了。附件为我整理的电面问题和答案，还是挺多能用上的，需者自取。 

 

2.2.24 2014.10.21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0415-1-1.html 

昨天收到埃克森美孚供应商的预通知电话，今天打来，外国女。 

 

1. brief introduction to yourself. 

2. why choose this major. 

3. what do you plan to do in future. 

4. what's your hobbies. 

5. what's your opinion on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Kong. 

全程约五分钟。 

 

2.2.25 10 月 16 日埃克森美孚上海收到的美国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741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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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约好的今天上午 9 点-10 点的电话面试，今天上午 9:50 一个美国打过来的+0196852201 号码，对方是

埃克森美孚指定的第三方咨询公司 consultancy，听对方口音应该是美国人。电话面试的目的旨在考察英语水平。

问题如下： 

What's your English name? Who give you this name? 

= My English name is Owen. Owen Grant is my favorite CCTV docunmentary narrator. So I choose his name as 

my English name. 

 

Where do you live now?=Shanghai 

 

What do you dislike about this city?  

=Under the surface of hustle and bustle, people here are struggling and working hard to pay their house. You 

know the price of the house is quitr high in Shanghai. 

Shanghai is an exclusive city,whicn means there is a lot of discrimination here. 

 

What's your favorite movie, book or TV programme? 

= My favorite movie is Titanic. It features a couple who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and bravely breach 

the boundaries of classes. It has moved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people and set a milestone pos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vie. 

 

Pretending thatI 'm an English teacher and wanting to go to your university for teaching. We have a discussion, 

you can ask me some questions. 

=What do you know about our university, for example its origins, culture,traditions and people? 

He said he knows nothing. 

=Have checked some information about our university before? 

Not yet. 

=What's your largest difficulty you come across during the past 5 years and how did you resolve it? 

He said the largest difficulty for him is cooking... 

=What's your expectation to be a teacher here or what do you want to get from this postion? 

He said money. 

= You are quite realistic.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you to know different people here, to increase your Chinese 

and have a different experience of cultures, especially Chinese culture. 

Dicussion is over. 

 

昨天几乎没有准备，今天早上在论坛了看了看别人的帖子，算是准备了一下，只有第三个问题没有准备到。特发

此贴回馈大家！ 

 

2.2.26 1015 上海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6796-1-1.html 

昨天收到通知，今天十一到十二点电面。中间让电面 GG 重复了两次问题，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停顿了一次比

较长的，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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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ame,where are you from, your major 

2.why this major 

3.what is the most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 in china 

4.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5.meet a famous people, who, ask one question 

 

blabla good job~ 

如果通过会有人通知你，没过 someone will not 通知你。 

 

2.2.27 1015 美孚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7200-1-1.html 

电面刚结束，我是边看论坛边准备的，问我的问题都准备到了，问题如下： 

先确认下个人信息， 

然后：can you tell me your name? where are you from? what is your major? 

why choose your major? 

what is your bigges weaknes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only child policy?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what is your hobbies? 

which celebrity do you want to see most? what questions do you want to ask? 

 

2.2.28 20141014 美孚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6115-1-1.html 

昨天下午收到今天上午要电面的通知=0=然后今天上午一直在等电话，十点二十左右打过来的~一个外国冷

~~还算是比较亲切啦~问的问题也是比较基础常规，而且测试的是 communication skill,所以我认为答的内容怎么

样无所谓啦~具体问到的问题整理如下~  

1、看之前电面面经，以为会有 self-introduction,结果米有。。。根本不给我机会介绍自己。。背的好熟有木有。。。

 

2、来自哪里，专业是什么，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3、你对全球化的定义是啥 

4、你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 

5、你有没有去过其他国家 

6、你最喜欢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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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你遇到一个名人你最想问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9、除了你去过的地方你还想去什么地方 

能想起来的差不多这么多。。最后老外说了句 doing very well...我也不知道是客气话还是啥=。=然后巴拉巴拉说

一堆什么同事会联系你什么的，我也没听清是说我已经过了会让同事联系我还是说如果我过了再让同事联系我

==在这个神奇的论坛求人品。。。求一面。。。  

 

2.2.29 2015.10.14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6058-1-1.html 

第一次发帖，献给 EXXONMOBIL。我应该是 15 年第一个电面帖子吧？ 这场电面太曲折， 让我必须写一写。 

昨天收到通知，今天 9-10 点电面。 

准时的，9 点 5 分就打来了电话。。。可是，好不巧，人家正在厕所。（我是多紧张这个电话，去个厕所都带着电话） 

于是，5 分钟之后，我又收到了第二个电话，这个电话一上来就说“just one question”。。然后 BLABLA 讲了一堆，

我真心没听清他讲些什么。于是我让他 REPEAT 了一遍，是说如果我有机会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我会问他什

么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太奇葩，于是我又重复了两遍问题给他，生怕自己理解错了，这跟之前 2013 年学长学姐

的电面完全不同啊！！！！！！！！当然我最后还是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EXCELLENT，会再通知我就挂了。 

 

最最神奇的是！30 秒后，我又接到了电话。。。。问，你现在有空了吗？瞬间我就傻了，那刚刚那个是谁打来的，

两个都是男声，根本听不出谁是谁。 然后我就解释说“SOMEBODY ELSE HAS CALLED”,然后对方也蒙了，不知道

我说些什么。然后我又自己解释说，我已经回答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就说“OK, I WILL CHECK MY LIST 

AGAIN” 

 

于是，我有点担心，这么乱最后我会不会没有成绩了  

 

3 分钟后，又一个电话，一个女的，中国人，应该是 HR。 她仔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并向我保证会有成绩的， 并

说一个叫 DREW 的人会再次打电话过来对我进行面试。 给 EXXONMOBIL 点个赞！非常负责！非常 FRIENDLY! 

 

10 分钟后，我又接到了 DREW 的电话，也就是第一次和第三次打来的那个男人。 然后他说他要再次面试我一下，

于是，真正的 EXXONMOBIL 电面才开始了：1.FULL NAME, UNIVERSITY, MAJOR.2.WHY THIS MAJOR3.MEET A 

FAMOUS PERSON, WHAT YOU ARE GOING TO ASK?4.OND- CHILD POLICY   

然后电面终于终于结束了。 

现在 10 点 10 分，我写完了这个帖子。如此曲折，祝我好运。 

 

2.2.30 10 月 14 日上海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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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6045-1-1.html 

昨天收到电话通知说今天 9:00-10:00 有 5-10 分钟的电面，考察英语口头交流能力。 

 

今天 9:24 打入，6 分钟结束。通话有点不清楚，但还是老问题： 

首先确认身份：Are you XX? 

1. First I need to know your name, where you come from, your major, an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your 

major. 

2. Are you the only child in your family? 

3. What's your opion on the one child policy? 

4. If you have the chance to see one famous person (楼主问了一句，补充说 alive or dead), what question will you 

ask? 

 

Ok, we have finished XXX. I will pass you in this process (没听得很清楚也没来得及要 feedback) and my 

colleagues will contact you in one or two days, via E-mail and message. Wish you a nice day, blabla... 

 

2.3 埃克森美孚 2014 经验分享 

2.3.1 美孚电面+群殴-1114 化工部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1366-1-1.html 

 

 

不知道怎么惹着老天了，摊上这么一个群面组，现在写面经，看看能不能挽回可怜的 RP 

 

电面：提前一天预约，但是比预约的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害的我等了好久。问题就是简单的生活对话，感觉外

国 GG 也没有稿子的样子，就是你说到哪里他就问到那里。刚开始比较紧张，没有听清他前几句说了什么，就假

装说信号不好，能不能重复一下，他说了一编之后才听清楚原来是说的电面规则：我问你答，回答尽可能多一些

~然后就从家乡问到了北京的生活，巴拉巴拉，最后一个问题算是大一点的问题吧，就问：既然你是研究生，那

介绍一下你的 daily routine 吧，这个问题没准备过，不过也不难，记得初中英语经常说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干啥几

点睡觉的样子~回答完问题后面试官突然就说结束了，还 thank you~我一听很开心，也 thank you 半天，搞得外

国 GG 不知道该不该挂电话……囧…… 

 

后来得知，电面也是会淘汰人的，因为本来就是很简单的生活对话，如果一个答不上来，很容易被淘汰。看面经

的时候有一个山大的 MM 写了一段话我很不同意，那个 MM 声称自己做过口语老师，觉得自己口语还不错，还写

道电面没啥准备的，如果这个都要准备，那群面全英文的就不要想了什么什么的。私以为，找工作是但凡有机会

都要争取的，即使群面被淘汰，好歹见识了一下大世面，而且，提前准备是对面试的尊重，是自己找工作的一种

负责的态度，不要觉得自己英语好了就怎么了的似的。对于美孚电面来说，提前半天准备确实很有效，如果有一

个 partner 的话，提前两个小时开始不停的用英语对话，灰常有效~ 

 

群面，上海万豪酒店，6 个人，都是理工科，当时就觉得对于市场销售类的问题，很可能会搞不定。面试过程来

看，果然大家都栽到了大方向上。组里有三个人是本来就认识的，面试前还觉得情况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事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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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要相信平时对某个人的认识，面试的时候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露出来的某方面面目是善良的你不可能想

到的……之前说好的和谐局面一开始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整个过程我就没插上几句话，而且小组的结论整体上都

跑偏了，所以估计应该是六个人全军覆没了呵呵。当然也承认我自己不好，对自己不够自信，听题的时候太过紧

张以至于第一遍都没听明白，也不会在这种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激烈讨论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位置。。。。。。给大家的

经验就是：典型的市场案例，多看面经很有用，题目是读出来的，20 分钟讨论，15 分钟汇报，找好自己的定位，

不要对别人有过高的预期，关键还是自己的工作自己争取。 

 

对于美孚，申请的时候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是能走到一面，不远千里跑到上海面试，还是希望能走得更远一点

的。。。真心希望这周写了好几篇面经能够帮我赚到一点点 RP。。。希望大家找工作顺利！ 

 

2.3.2 11.1 电面问题，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6457-1-1.html 

 

上午 11 点 30 左右打来，男考官，问题： 

1）Where are you from？ 

2）What do they do for living? ==| 

3)  Which university ? 

4) How long have you been there? 

5) Most challenging thing living there? 

and so on...... 

都是简单问题，面试官说尽量多说，但本人不喜欢啰嗦。。。。一共 6 分 38 秒，结束了。 

他一直在 OK。。。。随缘吧~ 

 

2.3.3 电面面筋 11.1 坐标上海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6562-1-1.html 

 

一个美音男生，信号略微有点差，但是无碍！ 

 

一开始就介绍说 2 parts，第一部分就是问了问 hometown major 可能我自己喜欢啰嗦他几乎没有插话 

第二部分是让我说的越多越好，问题是 what's your favorite movie/book and why？这个回答的略搓... 

 

然后就是 have a nice day 了，看了下六分钟出头，果然第二部分没说很多，无论如何攒个 RP，筒子们加油！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6457-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6562-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36 页 共 87 页 

2.3.4 11.1 一早电面面经，攒 RP 啊~~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5981-1-1.html 

 

约的今早 7:00-8:00 我现在困得要死了~~是一个声音蛮好听的女人，问题也没什么很难得，5 分钟解决战斗

~~ 

问题如下 

1.What's your full name? Where are you from? What are you doing now? 

2. What's your major? 

3.Why do you choose your major? 

4. What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you met in university? And how did you overcome it? 

5. What  is important do you think to be a leadership? 

6.What's your hobby? 

7.What's your career objective? 

 

2.3.5 刚刚出炉的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5346-1-1.html 

 

时差伤不起啊 

 

一个语速蛮快的姐姐，导致我好多词没听清。每个问题后没有 response 接着抛第二个问题 

 

问了 

full name, where from, what do u do 

比较中国和你所在的国家，我提到 lifestyle，又接着问了为何 lifestyle 会不同 

你的 hobby，我提到 reading，又接着问最喜欢的书 

你的 major（finance），为什么选择这个 major，你觉得 finance 对企业有什么作用 

啥时候回国 

 

有 next step 了会通知的你 blabla... 

 

还是比较常规的问题，没有社会问题 

 

2.3.6 电面终于结束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508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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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benzen619 于 2013-10-31 11:01 编辑 

 

我觉得我的电面怎么就这么悲剧呢  

是一个很友好的哥哥，特意放慢语速与咬清发音，我还一开始跟人家说我已经等你电话很久额，真想死 。 

1. What is your major? 

2. Why you choose it as your major? 

3. what is your hobby? 

Presentation: 

听不清，好长一段，我还复述了一遍问题，大概是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individual 

我就啪啪啪说了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又问了一句： 

你如何应对坏的方面 

慌死了，可是外国哥哥人超级好，每次回答完都会说一句 good 

最后让外国哥哥给我点评一下，他竟然反问我 

What is your performance? 

这句话理解不能，我又脑残地说 

I just want to know whether I can pass the test today. 

外国哥哥说了一句 

Not bad. 

当场死的心都有 

外国哥哥可能听到我叹气的声音，又补了一句。 

I think you are above the average. 

哎，面完后，看了看时间，接近 7 分钟 

问了一下身边的同学，没有谁被问什么全球化这么宏观的经济问题的  

口语还是平时积累，不要抱佛脚了  

 

2.3.7 lubricants 新鲜店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4267-1-1.html 

 

Lubricants,  约得下午两点-三点店面。2:11 打来未知电话，接通刚说一句 HI, 电话断了，瞬间闷等。到了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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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电话再次打来，心花又开。来自俄亥俄的一个小伙子，非常友好，首先说明是外包公司不问技术问题滴，然

后是三大块问题： 

1. 你叫啥，干啥滴，在哪； 

2. 你对自己现在生活有什么是不喜欢的？ 

3. 情景假设，HR 可能是你的新室友，你有什么问题问他？ 

OK, 结束了 7 分钟，祝大家好运! 

 

2.3.8 新鲜出炉的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3931-1-1.html 

 

电话那头是个男的，语速有点快，一开始问听不听的请，我说有点噪音，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最后来了句“call you 

later”...然后就挂了再打过来。 

好了正式开始： 

1.来自哪里？介绍家乡？最有名的景点？为什么这么有名？ 

（这里给跪了：舟山；最有名是普陀山；然后想说是佛教四大圣地，尼玛完全不会说，扯了几句他一直说听不懂

不明白，于是我说可能是中国与你们国家的文化差异，还问了你是哪里的，没鸟我...） 

 

2.学什么的？哪个学校？典型的一天？ 

（化工；浙大；从早上起床说到晚上睡觉，还要做实验巴拉巴拉...） 

 

3.在杭州呆了几年？最著名的景点和为什么这么有名？ 

（妥妥的西湖，风景好，古迹多，杭州是个休闲城市，大家周末都爱出来玩，到西湖边欣赏美景喝喝茶） 

 

然后就说 enough 结束了。祝大家好运。 

 

2.3.9 10.28 SH Finance 晚 9 点-10 点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3500-1-1.html 

 

楼主是周五收到邮件说我电话打不通，还以为是诈骗 后来周日晚上收到电话说 28 号晚 9 点-10 点电

面，结果到九点四十几才打来，害我担心那么久  

我的题目都比较简单，没有全球化没有自贸区没有 career plan，就是先简单的介绍，why choose this major？

Hobby；favourite book or movie；dream；如果遇到 obama 问 2 个 question。之前都有看到过哈哈，谢谢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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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伙伴们哪！不过楼主傻逼的没和对方说 have a nice evening  

祝小伙伴们好运啦！ 

 

2.3.10 1029 电面 有新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3454-1-1.html 

 

话说一度以为艾克森就此拜拜了，英语测试预约电话第四次才接到，，前三次要不我在笔试、OT、要不就刚

好下楼没拿手机，不过下个楼也就一分钟的说，，，邪门啊。。 

anyway，说下电面内容好了，打来的电话不显示号码，外国 MM，， 

 

1.问专业和学校是什么， 

2.介绍家乡，说一个方面， 

3.房价问题，为什么现在房价这么高？诡异。。 

4. 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么？ 

5.20 年内，你觉得中国哪个方面变化最大？ 

6.你会去你家乡之外的地方工作么？ 

 

六分多钟吧，，，，，有新题出现了。。 

 

2.3.11 刚刚结束的电面，上午 12 点整打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3117-1-1.html 

 

一个英国口音的 GG，态度很不错，刚开始先确认了信号好不好，我手机信号还不错。很简单的几个问题： 

1. Which city are you living in? What's the most popular place in your city? why? 

2.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China's education systems? 问这题是因为我跟他说我刚从美国回来。 

两个问题中间还闲聊了几句我的 Background，就结束了。 历时八分钟。 

 

感觉每个问题自己回答得都不长。。。。anyway 分享攒 RP 啦~~祝还没面试的同学好运！ 

 

2.3.12 美孚电面 10.29 SH FA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298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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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孚刚刚电面完，是个外国姐姐，题目超级简单，基本全是关于个人的问题。先是自我介绍，我提到我在加

拿大交流了一个学期。然后她问了这些问题 1.你觉得你的 hometown 是怎样的地方 2.hometown 这么好你要留在

上海吗？3.你对加拿大的印象怎么样 4（我提到加拿大很多学生想来中国）她问你觉得为什么他们想来。就是这

样～ 

 

2.3.13 10 月 28 日 Shanghai 财务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2728-1-1.html 

 

楼主此时此刻还在美帝读研，所以店面过程比较纠结。先是 HR 电话我之前网申时候留下的国内妹子手机号，

预约了周日早上 7 点电面（HR 这个时间段还是很苦，赶上 4 大节奏），可是到了点电话迟迟不来，估计被组织抛

弃了。后来发了邮件询问了，对方叫我周一早上 8 点打过去补上电面，结果打通后，对方外籍小哥说一小时打给

我，好吧，1 小时后没有反应，我只能打回去，小哥说抱歉啊，这个美帝号码 h 不住，打不通。不过小哥貌似这

个点 available，然后就电面，电面是测试了我的英语表达能力，问了姓名，家乡，专业，未来发展，还问了一个

情景对话，说如果我招室友，然后小哥愿意合租，我们就此聊了会，最后收了个尾，小哥和我就互相再次表示了

歉意，最后电面在友好气氛下结束了。 

 

2.3.14 刚刚挂电话的新鲜 SH FIN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2606-1-1.html 

 

原本上周五实习开会的时候有“Blocked”的电话打进来，直接被我无视了两次= = 

于是在周日晚上 9 点多我接到了一个 GG 电话非常欢脱地和我定下了今晚 8~9 点的电面。 

 

于是 8 点我就默默地抱着爪机开始等……  

终于在 8 点三刻接到了 019 开头的 GG 的电话~话说真是男女搭配的咩？~ 

信号不是特别好，有点断断续续，基本问题总结如下： 

 

1）Are you × × ？然后我是代表 ExxonMobil 打来给你一个 English Test, do you have a few minutes? 

2) Tell me about yourself. What's your name? Where are you from, and what are you studying? 

3) Why you choose Finance?(我之前说我的专业是 Finance) 

4)What's your dream? Either personal or career. 

5) What do you do in your spare time? What's your hobby? 

6)What's your favorite book or movie? 

7) Do you have brothers or sisters? What do you think of only-child policy? 

8) If there is a chance to meet president Xi, what question would you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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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 You did a good job 啊之后会有进一步的联系啊之类的，然后就是 Have a nice day and Bye~ 

总共就 6 分钟多一些，电面 GG 非常 NICE 非常温油，每个问题答完后会等一下你看有没有补充然后就会说“Good, 

very good”这样的，偶尔也会有 interrupt~ 

 

总的来说就是这样，新人发帖来攒 RP 啊~~  

 

2.3.15 刚结束的 BJ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2244-1-1.html 

 

之前有个 GG 预约说今天下午 1 点-2 点之间有 5-10 分钟英语测试，等啊等，两点 20 的时候终于打来了，热

泪盈眶啊。。。。。 

打过来的哥哥先说他们是代表 EXON-MOBILE 来做 ORAL ENGLISH TEST 的，他们不是美孚的人，并不负责对能

力进行测试，比如你是否适合这个岗位，仅测试语言，他们是一个人力资源咨询机构（估计类似像合益咨询这种，

并不像之前传说的是英孚的外教）。然后讲了面试将持续 10 分钟，分三个部分进行，请我在回答问题时尽量多说。 

PART 1 问答环节： 

你的全名？你来自哪里？家乡和北京相比，你更喜欢哪里，为什么？ 

 

然后告诉我第一部分结束，进入 PART 2.  

 

PART 2 即兴 presentation 他说他将描述一个题目，然后我据此来进行 presentation. 

他没有问全球化的问题（据说这个题目是美孚之前已经指定好的，每个人似乎不太一样。。。。） 

 

PART 3 情境翻转，我们需要假设一个情境，他则负责回答问题。 

 

最后的最后，问我有什么问题。于是开始套磁，问他通过标准是什么，他说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负责记录

我们讲话的语法和发音之类的，并不清楚具体标准，包括题目也是按照拿到的东西照着念而已。于是就愉快的结

束了，GG 好像很面还有很多电话，于是我们就 HAVE A NICE DAY AND SAY BYE 了~ 

 

2.3.16 我也要来发电面面经来攒人品，5 分钟前刚挂下电话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2232-1-1.html 

 

约的是今天下午 1 点到 2 点，1 点 35 分的时候打来的电话，是个美国口音的姐姐。非常 nice, 语速很慢，信

号清楚，大家可以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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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先自我介绍了一下是 exxon mobil 派来测英语的。然后就问：tell me about yourself. 然后楼主就开始 blah blah 

了。 讲到今年夏天从纽约毕业回到中国，现在开始找工作，一边和家人朋友聚聚。 

 

她然后问我对纽约的印象，然后我就说了一些纽约的 diversity，学校，专业什么的。然后她问我纽约工作难不难

找，我就说对我来说是挺难的，我是中国公民，没有 PR，基本上所有的工作都要求 PR，再看资质，不过我之前

做了几份实习，家人也希望我回来，我就回来了。对我来说在纽约找工作比在中国难找因为我是 Chinese nationals.  

 

然后她又问我是不是还想 come back to visit new york, 我说肯定的，以后结婚的话还带家人小孩来纽约玩。 

 

然后问我一个问题讲的很慢我连 ”only child" 都没听清，问她什么问题，她加了句“ do you have any siblings" 我

才反应过来，再开始 blah，说我没 sibling，我有一堆 cousins,小时候一起玩一起吃饭，也不算很孤独的童年吧神

马的。 

 

然后她就接着问我对“一孩政策”的看法。我就说这个有它的 perks，政府试图控制人口过量增长，有积极的影响。

但是从小家庭的角度来说，我很多朋友的父母都不高兴，希望有更多的小孩。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有两个小孩。

算是进步吧，之类的。不能说这个 only child 政策是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 

 

然后 JJ 就说她没什么时间了，今天就到这里吧，然后我最后问了一个“ can i get some feedback on this." 她的原

话是：“i think your english is excellent." 总算给我吃了颗定心丸。 

 

然后就互道“ have a great day"就挂了电话。总共三分钟的样子。美国 JJ 发音很准，语速故意放慢，大家不要太

担心，不会听不懂的。（规律估计是男申请是女考官打来，女申请者是男考官打来，异性相吸的原则吧） 

 

接下来攒人品求群面啊，也祝还没电面的大家好运，问问题的方式是从你前次讲话的内容里引申开来的，和托福

雅思口语考试类似，考过的人不用太担心了。希望能帮到大家吧。 

 

2.3.17 10.28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2216-1-1.html 

 

ntroduce yourself 

introduce your hometown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people and Chinese people 

The weather in the UK 

Do you like Shanghai? Have you been to Shanghai?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hina's air pollution? 

 

It took about 6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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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8 滚烫的电面~不知大家都面好了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2071-1-1.html 

 

本来说 10：00 到 11：00 的电面，然后等呀等呀终于在十分钟前打来了，GG 很友好的态度，还有点感冒，

声音不是很清晰，他介绍了一下，说分为三个部分电面： 

Part 1.  full name，where R U from?  

            introduce Shanghai and ur hometown?which one do you prefer? 

Part 2. your major? 

           your favorite movie or book? 

Part 3. 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面试官，他是面试某英语老师职位的面试者，你要问他什么问题？ 

 

介个，整个过程音效不是太好，一直伴随着 GG 的咳嗽声，听着都为他忧心，想说辛苦啦，还一直想不出来怎么

表达... 

看了下之前同学们的面试，感觉题目差不多，不过好像木有看到第三个部分的介绍，所以给小伙伴们报告一下，

希望我们大家都有好的归宿~~  

 

2.3.19 【电面】埃克森美孚电面，刚刚放下电话 5 分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1965-1-1.html 

 

热乎乎的电面，上周五有个很 kind 的 GG 来约时间说今天早上 9-10 点有电面。今早 9：45 就接到了~显示的

是私人号码四个字。 

是个同样很 kind 的 lady，外国人。她故意放慢速度讲话让我 get 到她的 point，很感谢。 

1、自我介绍（因此要先准备好，LZ 一口气说了 2-3 分钟，把爱好什么的都介绍了） 

2、来自哪里，家乡的天气（外国朋友都喜欢问天气吗哈哈） 

3、问我在实习过程中，感觉学生角色和工作者角色的不一样~ 

4、在上海生活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全程 8 分钟~ 

祝大家好运！加油！ 

 

2.3.20 2013.10.27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108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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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接到预约电话，周日早上 8：00~9：00 

共持续 7 分钟。听一会发现对方的口音不对，嘴有点拌蒜，觉得不是外国人至少不是标准的美国英国人。 

问题包括： 

哪的人， 

家乡有什么特色 

又问我用什么做的，是什么味道 

学习还是工作？ 

问去成都多久了， 

怎么觉得成都， 

成都的吃的有什么特点 

还去过哪些地方， 

大概问了下就 enough 了。 

 

第三章 埃克森美孚其他面试资料 

3.1 埃克森美孚 2016 面试资料分享 

3.1.12017 暑期实习生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9055-1-1.html 

LZ 浙大的，跑到上海去面试，当天来回还是有点累。 

初面流程是 5 个人一组，两个 HR，首先英语介绍自己（基本一句话），然后 HR 读两遍英语题目，接下来十分钟

中文讨论，20 分钟英文讨论。 

我们组的题目是，如果你是 sales 的经理，原来你们是要经过分销商销售产品的，现在公司改变策略，采用直接

销售的方法，你要做些什么来应对这一战略的改变。 

 

我们组很和谐，四个浙大的和一个南京大学的男生。 

大家都没有抢，毕竟团队合作最重要。 

 

具体我们的讨论我也不赘述了，因为并没有正确的答案，无小组讨论的目的是在鼓励大家团队合作。 

 

希望大家都能进。 

 

最后，积点 rp，祝大家终面顺利。~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9055-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45 页 共 87 页 

3.1.2 2017 暑期实习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4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8820-1-1.html 

今天刚面的，初面是群面两个面试官，先自我介绍，面试官再念 case，然后 10 分钟中文讨论，20 分钟英文讨论，

后面 10 分钟英文 presentaion 

我们组还是很和谐的，中文讨论的时候大框架已经有了，但是到后面转英文讨论之后显然是有些乱。。 

整体还好啦，后面面试官说 2 周内给通知 

以上 

为进终面攒 RP。。。  

3.1.3 美孚小组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9156-1-1.html  

 

楼主海归，申请美孚的 financial credit analyst。收到终面通知，但是因为已经拿到心仪的 offer 就没去上海

折腾了。贡献一下自己的面试经历，希望有所帮助。 

 

一面： 

 

电话面试。海外打过来的电话，有说大概那几天会有电话面试，但是具体时间没说。楼主是一天晚上要出门跑步

时突然接到一个无号码的电话，然后就是一个英国口音的女士，很急促的说要跟我面试一下。题目跟之前网上放

的一样样的。就是 where are you now? what do you do ? what is your shortcoming? 还有一个不记得了。。。 

 

二面： 

 

小组面试。美孚报销来回车票。楼主跑去上海面的，一早的高铁，下午三点面试，正好是楼主每天睡午觉的点。。。

不要喷我。。。我平时都这么晚睡午觉。言归正传，群面六人一组，全是海归，案例一页纸，正反面，英文，大概

就是讲，一个工厂下一年预算超了预期，钱不够，要削减预算，给了每个部门可以调整预算的具体信息，然后小

组讨论怎么取舍，使得预算缩减到合理范围。要求英文讨论 30 分钟加 5 分钟 pre。我们组讨论的很和气，但是这

个案例实在信息太少，最后感觉就是在凑数字。总之，中间出现几次冷场，因为没什么好讨论的，真是个挺奇特

的案例。中间面试官，好像也坐不住了，一直在叹气（楼主对此很不满，我觉得面试官面试学生是否 pro 的同时，

学生其实也在面试这个企业，如果面试官这样态度不专业，其实在学生心中的印象很不好，虽然贵公司有钱，也

不能这么任性吧。。。不好意思，楼主一向这样，看不惯的，就爱说说。。。） 

 

本来觉得自己这次面试是几次小组面里最差的了，结果快一个月之后竟然收到终面通知。。。虽然最后放弃了美孚

的机会，但是这家公司应该是挺有钱。筒子们如果有机会，还是要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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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finance 面经 加加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0500-1-1.html  

 

应届生是个神奇的网站，虽然觉得自己有点没戏了 还是发上来求求人品 希望有机会终面 ~！ 

finance 面试这周应该全部结束啦 把 case 发上来应该不要紧了吧 也希望能帮助明年的小伙伴！ 

 

早上 8.40 到的美罗大厦，差不多九点开始的面试。Case 有点专业，我是一家合资公司 ABC 的 C 公司的 finance 

manager，现在石油价格下跌，公司的供应商是 R&S，现在想和他们商量把 payment 的期限从 15 天延长到 30

天，公司还要把股东的股利最大化。A 公司占股 52%，B/C 公司各占 24%的股份，虽然 B/C 公司的现金流充裕，

但只能给出不超过 24%的 fund。 

还给了应收、应付、cash 的报表，让我们给 ABC 公司的 finance manager 一些建议 

只能说面试的时候要打开思维 不要局限在 accounting 的范畴思考 给出的建议会更好一些 可惜我们组当时比较

纠结会计方面的问题 anyway 写个面经保佑下！ 

 

3.1.5  来攒人品，finance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0076-1-1.html  

 

群面，估计是要跪了，但是还是抱着一丝丝希望能够过，毕竟对美孚还是很向往的 

 

面试地点在上海，美罗大厦离地铁站口还是比较近的，找地下会议室有点麻烦，一开始跑去电梯了，结果发现 B1

按钮按不动，去找前台，才知道就在前台旁边的那个小门进去走楼梯就行。 

 

认真来说美孚的招聘还是很负责的，之前打了几个电话确认了参加时间，然后早上刚出门又打了个电话确认能不

能来，到 B1 楼的时候签到，连名卡都准备好了，等待室也有水备着，很贴心。等候的时候按组来坐，一组六个

人，方便大家相互认识一下。看了下安排表，是海龟和国内的学生分开的。 

 

时间到了的时候就会有人把我们带到楼上的面试室。没有自我介绍，面试官简单介绍了一下流程就开始做 CASE

了。我们分的 case 很专业，真的是财务的问题，不得不说自己之前大意了，以为没有专业知识都没有好好准备，

而且英语讨论的效果确实和中文讨论的效果很不一样，我们组讨论的有些混乱，经常在一个小问题上纠结，导致

时间最后都不够用，匆匆的开始了 pre。我觉得面试官也没什么兴趣听我们的结论，最后简单说了下谢谢就让我

们出来了 ，真是一次忧伤的面经，我默默的来攒下人品，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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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美孚初面，不算面经的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6503-1-1.html  

 

终于回到家了，刚刚结束了美孚的初面，个人感觉不是很好，写篇面经分享给大家求个 rp.美罗大厦从徐家汇

站 10 号出口出来，很容易就找到了。到了美罗大厦问一下前台地下一层的入口，好像就在前台边上的一个门。

整个流程挺规范的，签到，候场，每个组有一个工作人员带着去各个房间面试。 

楼主赶上了早高峰那一班，电梯等了蛮久的:( 

分组这一点美孚很人性化，基本硕士和硕士分在一起，然后大家口语水平似乎也是差不多的。 

每个组两个面试官，全程英语，case 不算难，没有特别技术性的问题。重点在于大家的逻辑思维，这一点觉得我

们组做的不太好。 

不过同组的小伙伴还是都挺 nice 的，也学到不少东西。 

听说美孚财务今年招的不多，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不过全程英语的群面也算是一个体验吧。 

祝大家接下来好运，也祝我自己好运。 

 

 

3.2 埃克森美孚 2014-2015 面试资料分享 

3.2.1  2015 运营生产部面试全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2860-1-1.html 

今天刚刚参加完埃克森美孚的运营生产部终面，一路走过来，真心觉着美孚是家好公司，也是楼主在找工作

过程中用心最多的一家公司。楼主是天大的硕士，真心觉着自己能力一般，也从没想过进美孚这样高大上的公司

（主要是英文太差）。 

我申请的是运营生产部的制造与物流专员，下面说说整个面试过程吧。 

 

第一轮：电面。 

楼主电面的时候刚巧也在另一家公司面试（也是一家非常喜欢的公司），所以电面之前也没怎么准备，觉着这

种全英文的电面肯定是 hold 不住的，心想就随便发挥吧。打电话过来的应该是个外国人，语速巨快，我说的也磕

磕巴巴的。大概问了些学校的情况、对 leadership 的理解、对 environment protection 的看法等等。 

 

第二轮：小组面试。 

接到小组面试通知时我正在家里养腰（楼主不小心把腰给闪了。。。），知道自己进了下一轮，别提多开心了。

去太仓面试的那两天刚巧赶上天津这边也有几家公司面试，楼主都给推了，一心来美孚面试。 

之前没有过英文群面的经历，来面试之前主要准备了一下英文。我们小组是当天的第一组，一共五个女生，

有三个面试官，其中一个是太仓工厂的 manager 吧。案例大概是讲有一个 label 的供应商不打算跟公司进行合作了，

有六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解约。但是这家供应商是国内比较优质的供应商，其他的国内供应商很难达到公司的标

准。最后问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我当时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也没有什么结构、逻辑可言。我感觉只要敢说就可以了，让面试官知道你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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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思考，表现出自己有团队合作的特质，如果能提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就更好了。 

 

第三轮：终面。 

群面之后没两天就收到终面通知了，没通知具体时间地点，说是等确定之后再通知。群面是 11 月 13 号都在

太仓，终面是有一部分在太仓面试，是 11 月 27 号，主要是南方的同学。天津工厂这边是 12 月 10 号终面，主要

是北方的同学。这一点来看美孚还是很人性化的，充分考虑到大家的地点。 

我是在天津工厂面试的，距离群面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终面是五个人，两个天大，一个南开，一个北大，

一个大连理工，都是女生。我又是第一个去面的。。。两个面试官，一个新加坡人，是天津工厂的厂长，另一个应

该是香港人，听别人说好像是 supply chain 的，职位都蛮高的。我进去时超紧张的，自我介绍都说的磕磕巴巴的。

之后面试官根据简历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如何证明你的能力，实习期间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之类的，基本都是看

着简历来的。另外，还给了一份材料，内容是关于使用梯子时发生的两个事故，给了五分钟的时间阅读，之后要

跟面试官说明从材料中了解到什么。此外还给了一张数据表格，应该是美孚公司内部的一些运营数据，也是五分

钟阅读，之后给出一些看法。楼主表示真心看不懂啊 

终面差不多 40 分钟吧，我后面的两个小伙伴也都是 40 分钟左右，面试官对时间的把控还是很严格的。 

 

楼主终面的感觉不太好，面试官一直比较无奈和迷茫的看着我目前正在等最终的消息。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都很感谢美孚公司，给我面试的机会，我感觉通过几轮面试我都学会了很多东西，至少敢开口说英语了今年的就

业形势真心不太好，工作不好找，女生就更不好找了。。。不过努力总会有收获的，希望其他的小伙伴都能拿到心

仪的 offer 撒！ 

 

3.2.2  2015 美孚化工部面试全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1791-1-1.html 

 

这是第一次在这儿发帖，感谢应届生的帮助哦。这周二下午接到了美孚的电话，还挺激动的，虽然找工作只

有一个月时间，但之前被挺想去的公司挺奇怪地挡在了终面之前，也有一些公司连简历都没过，所以很感谢美孚

能给我这个机会吧。应该是在剩下的有可能的机会中最适合自己的了吧，所以决定签了。 

 

1 个人背景和简历筛选 

 

简历筛选阶段就是考察个人基本情况和经历是否符合公司。我是天津大学的本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的硕士，都是学的高分子材料，本科硕士阶段的成绩，比赛获奖情况和社团活动方面都挺好的，但是我没有任何

实习经历。我想这也是部分化工公司在简历阶段就把我拒了的原因吧。不过没有实习经历的盆友不要伤心啊，毕

竟还是有美孚和一些其他公司不那么看重实习经历的，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优势还是可以填补这方面的劣势的。还

有一点值得提的是我是截止前一天才投的简历，感觉有些公司投完了几乎都不怎么看了，但美孚还会看，感觉这

公司在招聘上挺严谨的。 

 

2 英语测评（电面） 

 

美孚挺看重英语能力的，所以就有了这个环节。我是 10 月 26 号接到的预约电话，记得很清楚，因为是刚回

国的第二天。然后在 28 号进行的测评。约的是三点到四点，三点五十才打过来，当时在街边等的，足足站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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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电话是一个外包的咨询公司人员打过来的，先他自己介绍了一下情况，然后就开始了，听起来挺清楚的，

他说得也比较慢，只是中途断了两次，就当没事儿就行。问题分为三个部分。 

 

1 简单介绍情况，名字，英文名，怎么来的，加拿大天气，为什么回来。感觉这部分就是随便说说就好，他

会根据你说的进行一定的追问，所以最好保证你说的东西都有后话可以接。我有个朋友就是把对方带到了一个他

不熟悉的话题，弄得自己说不出来了。2presentation 说说最喜欢的电影或小说，主要内容，为什么喜欢。3 互换

角色 假设他是到你的学校面试商学教授的人，对他进行一个面试 。 

 

整个过程大概十分钟吧，感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口语化，不要像在念或在背(有一个盆友就是因为念自己写的

没过)，自然一点就好。 

 

3 群面 

 

群面是考察个人综合能力是否符合公司的。筛选比例今年大概 3 进一吧。我是十一月 10 号群面的，情况和之

前大家说的差不多，就是一次有五六组，每组六个人，但是貌似很多组都只有五个人左右。面我们一个是销售部

的，一个是市场部的。读题目时是一遍英文一遍中文。讨论时是十分钟中文，20 分钟英文，最后英文做展示。 

 

我们的题目是埃博拉病毒被报道已经在城郊乡村地区有案例了，因为十年前非典来时很多员工不愿来上班造

成了公司很多损失，面对现在的形势，作为公司的经理应该怎样做。我们当时提出的方案是这样的：从大致来说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预防，因为现在只是在城郊发现。第二部分是如果扩散很快员工中已经发现案例了，应

该怎么做。第一部分我们说得比较多，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说的。1 做调查，调查原来十年前的数据，了解埃博

拉病毒的情况等等 2 internal 部分：这方面又分为两方面，一个是 generalmethod, 就是对于每个员工都做的，像测

体温，发小册子，提供预防器械或药，精神上鼓励等等 第二是 departmentalmethod，针对不同的部门方法可以不

一样，比如说生产部，可以实行轮流制，工人在工厂每周呆三天，然后剩余时间放假，减少流动性。销售部，尽

量少去偏远或郊区。市场部，可以在家里通过电话或视频开会什么的。3external 部分：增加与医院和政府的关系，

密切了解相关政策和形势；公关部做好危机公关的准备；如果资金足够可以向医院或社会提供帮助提升公司形象

等等。第二大部分是如果病毒已扩散严重怎么做，这部分没来得及讨论太多，大概就是有症状员工隔离送医院，

大范围家里办公等等吧。 

 

大家看看思路就好，很多细节毕竟是半个小时讨论出来的，不是很完整，我想题目应该每年都不一样，但看

面经还是有必要的，像这个题目虽然和之前不是完全一样，但类似。群面的话考察的是综合能力，但每个公司考

察的能力应该不太一致，美孚相对比较低调吧，所以感觉他更喜欢能提出想法，思路清晰的人。对于有些太积极，

或者显得有些着急的同学反而不是那么喜欢。感觉群面还是做自己比较好，淡定一点，如果别人太过积极或说了

很多不要着急，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抓住机会说出来，不要抢，但也不要每次都让。然后了解自己最擅长

的地方，在这方面尽量争取自己来，比如我自己觉得在英语展示和逻辑上还不错，就主动提出最后来展示，我想

这也是我能进的原因吧。但如果实在没拿到也不要急，总有别人没想到的，而且如果场面有点着急，你可以成为

控制场面和节奏的人。 

 

4 终面 

 

终面感觉更大程度上是看匹配度，公司考察个人是不是适合这个公司。我是 11 月 17 号终面的，就在紫星路

那个地方。总共有两天，感觉大概 100 个人左右，所以筛选比例应该也是 3 个或四个进一个的。面我的是一个销

售部的，一个市场部的，人都很好，非常好，感觉整个过程就像在聊天一样，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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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是中文自我介绍，我的个人建议是在自我介绍是说出自己最闪光的地方，因为我看到我说的过程他们

也在我的简历上做笔记，而且我在介绍中提到的后面几乎都问到了。接下来就转成了英文。因为我在自我介绍提

到了自己在国外得的两个比赛奖，就问了一下这两个奖项的基本情况和怎么得到的。这两个奖项都和研究经历有

关，就问了一下研究经历，做的大概是什么。对于研究经历，我觉得重要的是用很简单易懂的方式解释，因为很

大可能对方对你的领域一无所知。然后就问了一个社团经历，问了自己担任的职务，怎样体现领导力，学到了什

么，有什么困难怎么解决的。然后是实习经历，我就说我没有，然后解释了一下原因。好像我的经历比较简单，

除了各种奖项和社团经历，没什么实习工作经历，面试官又回到了我的成绩上。问了一下怎样能平衡学习和社团。

感觉他们没什么可问的了，居然问了一下高中竞赛的东西，然后为什么要选天大，选高分子专业。。 

 

问了自己的经历，接下来就是个人意愿方面的了，比如职位偏向，为什么技术支持，可以做销售不，可以接

受到其他地方出差不什么的。其实公司是按照统一标准招人，入职前才定岗，所以最好还是说不介意职位吧。至

于出差还有工作地点，虽然应该也会影响他们的判断，但是我想还是说自己的想法比较好，没准他们也会根据你

的实际情况和想法做适当调整和考虑的。最后再让我问问题，简单问了问一些就完了。 

终面大概就是这样，总共半个小时吧，最后可以表示感谢什么的，友好地握手再见。 

 

5 Offer 

11 月 25 号下午收到的电话 offer。还是感觉很幸运的，毕竟大多数其他公司的情况都不是很好，今年化工行

业招人也不多。最开始都不了解这个公司的情况，是奔着其他几个化工企业回国的。不过还是觉得上天总会眷顾

那些坚定自己的想法并坚持走下去的人，就算最后结果和之前的目标不是那么的一致，但朝着自己想走的方向就

会离目标更近，而且没准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这只是工作的开头，不管大家最后是不是拿到自己理想的

OFFER，别忘记初衷就好，坚持下去就会收获惊喜。共勉！ 

 

3.2.3  2014 美孚 finance 面经：电面／群面／终面全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0467-1-1.html 

10.31 

电面。blocked 号码，应该是 51job 打来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自我介绍，然后问了 hometown,weather. 目前

居住城市，以后安排之类。Little chat 只要口语流利应该就 ok 

11.4 

groupinterview。2 号早上接到的短信通知。4 号下午 3 点到了美罗大厦，4 点的小组，7 个海龟群殴貌似是最

庞大的组了，4 个美归 2 个英归 1 个港中大。候场时候 7 个人聊的挺欢乐的，本来很紧张的，后来都忘记自己来

面试的了，一个劲的聊。。。。。。 

跑题了，面试官是两个 lady，看上去都很 nice，进去就跟我们打招呼让我们坐下。桌子上每个人面前一张纸，

一个 case。 要求 discussion 和 presentation，共 45mins 自己把握时间。我们大概花了 5min 阅读，然后开始讨论。 

关于内容：公司有个 project，budget 短缺，具体是项目完成 60%但是预算已经花掉 90%，还需要 10 million

（还是多少忘了），可以争取到的 extra funding 是 4-8 million。。。给了 4 个 hint，要求 solution。 

1．        生产线一直用的都是进口的设备，（意味着价格比较高）但是质量是全球顶尖的。给了个数字，

是购买进口设备需要的资金。 

2．        已知购买设备的 agency 是某一个 manager 的朋友（还是亲戚什么的忘记了。。。） 

3．        生产车间雇用正式工和 contractor worker 所花费的 expense 差距很大（又有俩数字，劳动力成本

分别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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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定计划中有 oversea training program，花销是 x million（总之有点多），员工们对这个培训热情

的度很高。 

大概就是这些了。 

我们逐项讨论了 hint，然后一个同学记录（我先自己提出的，在纸上先写了个大概的方案，标注了未 settle 的），

一个同学做 time controller。第一轮讨论完了，大家就进行一个确认总结，我在题板上写下讨论的几个解决方法关

键字，然后跟大家一起估计了每一项能节约的多少米，写在旁边标注红色。最后 add up ，差不多可以达到题目要

求的 budget。至于我们讨论的结果我就不透露啦，写完以后我们大概还剩 20 分钟，因为我话说的比较多又做了板

书，为了公平起见，就问了有没有 volunteer 做 pre，最后另外两个男生共同完成了 pre。整个过程还是挺顺利的，

还剩下 5mins，我们还问了 interviewer， any questions？结果人家说我们不参与也不提问，你们自己完成吧。。。。。。。

迫于无奈我们又讨论了几分钟，最后被面试官打断了，说你们是在 pre 还是在 discuss，pre 已经 finish 就结束吧？ 

（我们是看时间没用完就想再完善一下，结果囧。。。。。）小组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两个 interviewer 都起身送我

们出门，还说 u did a good job. 

11.19 

9 号晚上收到 51job 的 email，说进终面了我还稍稍开心了一会儿，等到了 19 那天现场一问，finance 大概只

招几个人吧，candidate 竟然有 100 个人。。。。。。。。。。。感觉如果过了大概就是买彩票中奖了。。。 候场时候又随便

问了几个小伙伴，都是海龟。。。。。八个 interview room，压力还蛮大，final 是 2v1，面我的是一个香港口音（或者

什么华裔。。不懂）男士和一个中国女士。进去以后先自我介绍，这个肯定少不了了，我瞥到桌子上有之前 final

通知时候发的 application 表格，果然。。。他们就是针对这个表格提问的。。。。下面就是疯狂回忆内容： 

先是问我之前怎么 overcome 那个 form 上填的 difficulty 了。 

紧接着 latest working experience，要我详细的介绍做了些什么，然后开始 challenge 我这些 work 跟 finance 有

多少紧密性，我做的 proposal 有没有被 supervisor refuse 过，举个例子，描述一下这个项目。说完又问我从这个 refusal 

中你学习到了什么。 

然后又问了一些专业知识，做 finance 审核什么 KPI, 然后财务分析模型一般用什么，怎么做的 公式上什么 怎

么分解。问我如果单纯做 accounting 是否有信心做好。 

为什么本科和研究生会选择不同专业。 

还有问到既然你有海外实习经验，有没有考虑留在 UK？为什么要回国？ 当时为什么选择到 UK 而不是

US。。。当你到了英国以后是否觉得和想象中不太一样呢？ 

女面试官又问我你是否碰到过非常 uncooperative 的人，当时情况是怎样的？你是怎么面对的。 

请描述一下你非常喜欢和非常不喜欢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选择美孚？ 你有哪些优点优势？ 

最后剩下时间就让我提问了 ，我问好两个问题然后差不多就 have a nice day 结束了。。。整整好好 45minis（面

试官人超级温柔， 还帮我开好门，送我到门口，说有消息一周到两周通知） 

可是过了一周了，到现在都没接到电话 T^T 感觉是挂了。。。。但是我尽力了，除了一两个单词说错了 final

几乎没大卡壳，也比较顺。。。。可能是竞争太激烈，别人比我优秀吧。。。诶，来补个面筋攒 rp 吧。。。 

 

3.2.4  化工部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9676-1-1.html 

今天下午收到了化工部 offer，进去签之前再定岗，来写个帖子回馈坛子里的父老乡亲们 

 

电话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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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人聊天 5-10 分钟，分为很常规的三部分 

part1：你的英文名字以及由来是什么？你现在住在哪个城市？你的家乡在哪里？这两个城市你喜欢哪个？为

什么？现在这个城市你不喜欢的地方是什么？ 

part2：（presentation）给我推荐一本你最喜欢的书，或者一部电影 

part3：（互换角色）假设我是一名英语老师，打算去你所在的大学教书，你是我的面试官，可以问我一些问题 

tips：最好能够在电话面试的时候跟电话那头的人有一些互动，不要照着东西读，略微可以口语化一点 

 

一面（群面）： 

按照电话面试的口语分数分组，目的是尽量减少语言对于案例讨论带来影响，地点在南京西路万豪酒店 

 

3.2.5  chemical 终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5913-1-1.html 

很感谢美孚给这个机会让我走到最后。来说说终面吧，2 个面试官超好，都很和蔼，一开始主动介绍了自己，

让我有不要紧张。 

之后是全程英文面。 一开始自我介绍，我的自我介绍被打断了，绕着介绍里的一个点开始 chat，之后的问题

主要围绕简历，会比较细节，所以对于自己的实习以及学校经历最好做好充分准备。整个过程持续了四十分钟左

右，整个 talk 非常和谐的。 

看到美孚的公共厨房，真的好希望可以在里面工作，默默地对自己说还会再来的，也特别喜欢美孚的企业氛

围。  

要到 12 月初才能知道结果，求职季耐心很重要~小伙伴们一起加油~~面经希望帮到有需要的小伙伴，也为自

己攒攒大把的人品！！！ 

 

3.2.6  financial 终面感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5723-1-1.html 

作为一个海龟，今年找工作其实满艰辛的。被四大拒绝，外企也鲜有回应。很感谢美孚给这个机会让我走到

最后，虽然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还是很感谢这难得的体验。来说说终面吧，面试官一个老外，一个中国人，都

很和蔼，一开始都主动介绍了自己，让我有机会平复紧张的情绪。 

问题主要是围绕最后提交的简历，许多都是环环相扣，会比较细节，所以对于自己的实习以及学校经历最好做好

充分准备，不要编造，不然很容易答不上来。整个过程持续了四十分钟左右，最后问了两个小问题，跟面试官 say 

goodbye，整个 talk 还是非常和谐的。通过面试，也特别喜欢美孚的企业氛围。 

这次 financial 终面两天有 70 多个 candidate，最终录取人数虽然没有确定，但是参照往年，估计最多十几个吧，

因此竞争还是满激烈的。一切顺其自然吧，我也会继续准备其他的面试，在拒信收多了之后悟出的道理：求职季

耐心很重要~小伙伴们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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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群面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7701-1-1.html 

 

刚刚结束的群面，热腾腾的面经... 

还是读题，不是 A4 纸，但是 HR 很好，读两遍,还翻译了一遍，HR 也很 nice，我们的题目是：客户收到产品

不满意，你作为 sales 怎么办。 

小伙伴们还是按照基本的框架老套路的讲了一讲，我觉得还不错啦，气氛很和谐，HR 最后鼓励了我们一下。

希望大家过啊~~ 

结果会这周出，下周就二面了。祝福一下自己和小伙伴们。 

 

3.2.8  回忆 11.5Finance 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7116-1-1.html 

废话少说，简单说说群面的流程和我们组讨论的 case 吧~ 

 

话说 EXXONMOBILE 面试通知和组织的过程都让人觉得蛮舒服的，可以感觉到这个公司的文化还是很 nice，

楼楼是当天上午 11 点半也就是最后一场面试，同一时间段一共有 5 组左右，分别在不同的 room 面试，根据楼主

和同一时间别的组的同学交流，貌似同一时间段的 case 都是一样的。就这样，在 waiting room 等候的时候大家就

可以跟一组的小伙伴交流沟通一下啦，对之后和谐讨论还是有帮助的~ 

 

我们组 3 个交大，一个复旦，一个外经贸。题外话说一下，美孚的面试分组还是很体贴的，研究生本科生一

般不会分在一起，口语水平的话也是根据电面的时候评分来分的，所以大家不用但是会被学历比自己高、口语比

自己好的童鞋盖过自己，好好发挥表现就好了。 

 

= =说不废话，还是说了很多废话，下面说说我们的 case 

 

感觉我们的 case 还是很 tricky 的，刚看完我其实脑子也短路了一会然后勉强强迫自己往那个方向想，具体是： 

 

1. 如果你是ABC公司的一个 credit analyst，你的客户XYZ公司的 sales来跟你要求增加XYZ公司的 credit limit

从 1m 增加到 4m，tenor 从 20 天增加 35 天； 

2.一些 XYZ 公司的背景资料包括股东、expansion plan 等等； 

3.一些个 financials，真的很少包括 total capital value，exsiting borrowings，NOCF，gross profit 貌似没了。。。。

没了。。。。没了。。。。 

 

那么问题来了， 

 

1. 你认为要 justify 这个 request 你还需要什么数据资料，怎么获取？ 

2. base on 你的数据，你会做出怎样的 justification？你会怎么跟 sales 沟通？有没有什么 miti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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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是不是很 tricky。。。数据又不够，想出来要什么数据也没有明确的数值还要做判断。。。。 

幸好咱们组的小伙伴还是很给力，大家集思广益想了很多方面的资料数据，然后第二问我们觉得做了情景分

析。还是老话，讨论结果固然重要，因为代表着你们小组的合作结果，但是重要不代表要求结果的精准，只要言

之有理即可，关键还是过程当中大家的思路如何，如何去 collaborate。 

 

大概就是这样，希望楼主能攒下 rp，求职季一切顺利！！！ 

 

 

3.2.9  11.4finance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2656-1-1.html 

简而言之，30 分钟看 case，15 分钟 present，全程英语。 

case 就是一页 A4 纸，大概 4~5 段话吧，不太难理解。主要是说一个从事低端蔬菜买卖的公司，目前面临发

展瓶颈询问有什么方案。1 继续发展低端市场，2 扩展到低端水果，3 扩展到高端市场，让你作为 CEO 决策并说

明原因。 

中间还涉及到一个叫什么 peter 的投资者，可能也要从投资者角度考虑一下。。anyway 

 

我们组四个财大，一个外贸，一个复旦，讨论的时候大家也都有表达意见看法。 

我的感觉是群面有一个主旨思想很重要，提纲挈领之后的讨论都可以按这个标准来做。但标准之下重要的就

是点子啦！自我感觉这是我的弱项，比如这次讨论中有队友们想到现存业务的 cash cow 作用，建新品牌，城市试

点 etc...总结的时候我们出了点 bug，结论貌似有点不统一评委又问了下。 

 

Good luck~结果已经过去了，感觉即使是个小群面也会学到东西，需要多增强自己商业意识。今天是美孚刚

开始群面，接下来的同学们也加油吧。 

 

3.2.10  2014.11.04SH-Finance 群殴事件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2159-1-1.html 

趁楼主还有残存的一点记忆，请让我来给出今天这个非常不爽的面试体验。 

 

首先去美罗大厦地下一层报道，然后在会议室等，一组六人，同时会有 4 组一个时间面。可以稍微聊一聊，

我们组号称全是酱油党，只有我认真得打了酱油。 

 

case 今年改了还是怎么滴，反正是发给你看的，不是读的，一整面 A4，45 分钟，包括读讨论 pre，自己安排。

5 分钟读不完，所以安排时间的时候久一点。当然，对楼主这种专业盲是完全没看懂它在说啥的，以我仅有的智

商，大意是说一个母公司要子公司把在中国市场转的钱转移到美国母公司去，给了一些利率啊收益率之类的，坦

白讲我没有把 case 看的很仔细，因为楼主捉急的智商完全不够用。问题是，比较这个用中国市场收益去还美国市

场借款费用合理吗？给出原因。第二问题就是假如你是 CFO，你会继续这个方案吗？给出你的原因。希望我没有

解释错吧，还是等大神来指点江山吧！关于 case 请坐等其他真的看懂了的面筋。虽然 HR 不让告诉后面的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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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出局，楼主还是本着一点点良心透露点我 get 的点，所有答案 case 里有，你们自己找，还提了一个这种资金

转移是内部的流动，还提了一个 interest rate parity 还是 exchange rate parity 的，后期实在无心再战，大致这么几个

关键词。 

 

我可以分享的是作为一个没看懂 case 的在干的事情，楼主全程没有给出任何一个点，楼主也完全不知道我们

的讨论已经跑偏了，楼主只能发挥自己强大的抓关键字的能力，尽可能的在大家讨论一阵子之后给个小总结，只

是把大家的点总结出来，具体细节，作为一个没明白 case 的人就已经完全不 care 了。看看时间，差不多大家就下

一个，楼主这组有非常有想法的女生给出了很多达到点子上的东西，很受欣赏。当总结的差不多了，不管你跑没

跑偏，必须上，如果你跟楼主一样不太明白大家说什么，去做 openning，你只要来个开场白，把大家的 point 总结

好，你就完工了，于是楼主就做了这部分，detail 的就让真的懂得人来。这场面试我的感受是：1）看不懂不要紧，

做你擅长的事情，比如总结比如看时间；2）跑偏了就跑偏了，被 HR 吐槽也别太担心，拿出你的气势来，不要因

此一言不发；3）楼主相信不会有比楼主更不懂的人了，所以希望你要表达观点的时候逻辑清楚，如果你跟楼主一

样爱总结，那就抓关键词，不用后面再跟一大堆解释。 

 

以上仅适用于看不懂 case 的，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应该也是极少的。如果你了解了 case，请不要再隐藏你的智

商，带着你的小伙伴一起冲吧。这场感觉 HR 更注重观点，像楼主这种理顺序做总结的大概真的是酱油了，以至

于后面楼主产生了很强的抵触情绪，后阶段全程黑脸，小弱就是小弱。至于队友，看缘分，我们组人都很好很厉

害很有想法，还有个美女，当时我坐她边上，全程看她眼睛扑扇扑扇。仅仅希望我没有给队友留下猪一样的印象，

楼主已经尽力。其实还是一句话，做自己擅长的事，楼主很认真地打完了这场酱油，虽然一个点子也没有，也不

知道已跑偏。 

 

祝组员们顺利吧！希望你们拿到 offer。 

 

3.2.11  Summer Intern2014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5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1987-1-1.html 

 

终面是 2 对 1，面的我一男一女，女恰好是群面时候我那组的一位 mm，非常气质漂亮的一位~~~而且一见面她

说我们是不是见过，原来还记得我。。。 

但是我感觉面的不好，特别是 GG 问我的职业规划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没有太完整的职业规划，回答的特别

不好，不知道是不是悲剧了~~~ 

我记得是上周 1 还是 2 就面了吧。。。到现在都没回复，我感觉是不是挂掉了 T-T 

特别想去美孚看看的啊 5555 

3.3 埃克森美孚 2012-2013 面试资料分享 

3.3.1  11.26 润滑油 Marketing Specialist 终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760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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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面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收到了终面的通知。11.26 日周二终面在美孚的办公大楼其中一层的小会议室举行。

美罗大厦。 

进入市场专员终面一共有 6 个人，据前程无忧的人员所言，会在这其中选出最多 2 个人。 

面试官都是润滑油部门的亚太地区市场 director 级别，职称比较高。一个新加坡人，一个叫 Gus,已经忘了是哪里

人了。 

面试之前，面试官会跟你寒暄让你放松下来。 

然后开始自我介绍 

接着就着我的简历问了其中一个项目的始末， 

然后让我举出一个我在困境之下如何处理的例子。 

最后问我为什么一开始要选市场营销专业。 

然后就结束面试了。面试过程持续 30 分钟。 

 

这一次的感觉没有上次好，目前还没任何消息。听天命吧! 

 

3.3.2  美孚终面网申问题和终面问题集锦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7387-1-1.html 

 

BINGGO 

祝大家早日拿到 OFFER 

 

美孚终面网申问题和终面问题集锦.doc 

36 KB, 下载次数: 44, 下载积分: 应届生币 -2 枚 

 

3.3.3  美孚面试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7374-1-1.html 

 

怎么说呢，昨天下午面完美孚，还是挺多感慨的。在回宿舍的路上破天荒的祈祷耶稣给我点好远，然后蒙着

被子睡不着。 

我希望美孚能给我 OFFER，但是我也明白，这概率不大，留有蛮多遗憾。 

我还是努力不够吧。 

 

求职过程中，一直在摇摆。开始是市场类，后来是供应链类，销售类。开始是快消类，后来是化工类。有时简直

失了心智，只要有机会都去投，包括非广州地区的，包括行政的助理的。那时 M 说我是不是急了，我想我是真急

得没了目标。 

事实上，我静下来问自己，我最喜欢的是哪个方向，我会说是快消类的市场类。但是我一学化工的跟那些市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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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的人比起来真的太逊了。我喜欢是一回事，我有没有这样的能耐又是一回事。我都不敢报联合利华和宝洁的市

场部，连客户服务部都不敢呀，都是报的供应链。供应链，供应链，只不过因为我去工商管理学院上了一门《生

产系统计划与控制》的课。 

至于美孚的销售，最吸引我的是美孚这家企业，全球市值 TOP1，有很好的文化和基础。我不想卖聚乙烯聚丙烯，

我看着这样的化学品名词，就有点不爽。但是公司好啊，又是做销售，工资好，工作环境好。我还是蛮向往的。

如果给了我 offer，我会毫不犹豫签的，因为我最向往的企业——玛氏，连简历都没让我过。玛氏和美孚是我最喜

欢的企业了，至于宝洁，一面后被刷还有亲临宝洁办公室的经历，让我觉得我真不属于宝洁，气场不合呀。（可能

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但是真真讨厌八大问！） 

 

以前从来说没有为一个怎样的目标努力奋斗过。在准备美孚的过程中，现在我想了一下，我也没有付出百分百的

努力。 

昨天晚上才知道 AY 也进了广东审协，多少女生的梦想啊。她说她为审协付出了很多精力，包括下文章翻译，放

弃联合利华的笔试和其他面试机会。这才知道，每个人，在她说她有多么不济多么迷茫的时候，她也是追随她的

内心在努力的，至少是向前的。 

很多人都在奋斗。我没必要因为自己早出晚归而自豪，而决定自己的付出多么伟大。世界上比你努力的人多得去

了，你才做了点什么，牺牲了点什么！ 

 

美孚，我的一个遗憾。我完全能做好美孚的销售，不管是销售知识还是英语。但是心里素质不好，终面的时候太

紧张，准备的东西没有用上，说话太快。要是有群面的那个状态就好了，当做无所谓结果的样子，尽心参与就是

了。 

我的美孚呀，好想收到 OFFER，然后给老爸打个电话，去找 M happy，然后去上海潇洒一趟，回来搞毕业论文，

说不定兼个职，来个小旅游，然后毕业，进入我梦想的外企工作。 

我使劲的回想，终面过程中有哪些细节是加分的，是可以让我得到 OFFER 的，是表示面试官喜欢我的。但是我也

想到哪些东西面试官没问没关心，别人都面五十分钟，我三十分钟啊。好想大吼一句。 

求美孚的 OFFER。 

 

话虽如此，还得安慰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就当美孚拒了我吧（心中可能还有点希望），一切清零。好好准备联合利华的 AC。 

2 即使进不了外企又怎么样，你要做的是一个快乐健康的小猪，爸爸妈妈的最大希望是我能过好自己的生活，健

健康康。M 最大的希望是我能有自己的朋友圈自己的工作，简简单单。 

3 照这么说来，从我找工作开始，我就没有什么压力。关键看我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了。选择男女同时主外，可能

我会累会有压力，但是我会有更大的成就感，更加自信；选择男主外女主内，可能我会比较轻松，也可能有小小

的遗憾。一切，看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心态。 

4 我喜欢美孚，最大的还是因为他的光环。如果这次进不了美孚，我还是要努力学英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就像 M 说的，找到工作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学习和成长。尽管我很菜，但是我优于自

己的昨天。（这几天没有六点半起床，该罚！）  

 

3.3.4  2013.11.14 群面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693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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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收到终面面试通知，感觉还是十分开心的，到这里来说说我的电面和群面的经历吧，就当为一周后的终

面攒点人品吧。 

记不清楚是 9 月还是 10 月在网上海投的时候投了埃克森美孚，后来一直没有消息，也没有关注过，毕竟从来没

有想过这个 level 的公司。后来有一天晚上收到一个电话，跟我预约电面的时间。当时也没有特别兴奋，毕竟电面

太基础了。但还是认真准备了，准备了自我介绍，准备了科研方向，准备了兴趣爱好等，后来打电话的时候就把

准备的东西放在边上，先是自我介绍和课题介绍然后就是根据我的回答引申了两个问题，前后一共 8min，感觉好

快，打电话的应该是个中国人，英文很不错但是还是能听出中国人的感觉，语气很好，会让你放松。电面过后任

然没有放在心上，过了大概一周收到一面通知，才开始有点兴奋，也着手好好准备。 

关于一面，先是网上下来面经，我把应届生 2013 年的大礼包从头到尾，认真研读了一遍。感觉面美孚的同学都

是很有责任感的同学，面经写得很好，很详细，有很多 case，也有答案。我同学收到巴斯夫的面试通知，去找了

巴斯夫的大礼包，看完之后完全没有帮助，各种灌水，都是感受啊经历啊。我当时看完面经，然后整理了 30 个

case，当然有类似的，有些有别人的思路，有些没有，我仔细看好这 30 个 case 然后自己想思路，就这样算是准

备了。 

11.14 号到南京西路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屌丝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感觉酒店屌爆了。进去之后，感觉很好。在

等候的时候，我们组的一起，大家互相了解，一个交大的材料的 GG，三个华理化工的 MM，都是很牛的人，本人

上海理工热能工程的硕士，没有 500 强公司实习经历，有一年德国交流经历，英语还好，过了中口。看了 list，

我应该是学校最一般的。所以，上理的同学不要灰心，我们也是可以拼一下的。先互相问了学校，时间不多，约

定好交大的 GG 作为 leader，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步是很关键的。交大的 GG 确实很牛！ 

10 点钟，进入一个会议室，也是很赞的那种，石油公司就是有钱啊。里面一男一女，态度还好，我们 5 个坐会议

桌这头，他们两个坐那头，还是有点距离的。先很简单的自我介绍，姓名，学校，专业。然后开始 case。case 是

念的，念完一遍问有没有问题，可以再念一遍，我们要求她又念了一遍。我们的 case 是这样，我是 sales manager，

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生产，运到中国来卖，现在运输过程中遇到恐怖分子劫了，我们不能按时供货，我们中国这

边的客户很不爽，要换供应商，问我们怎么办？这个 case 我是准备到的，所以面经很重要，面美孚的同学很有责

任感。按照前面说的，交大的 GG 做 leader，他很快给出框架，我们往里面填 detail，大家没有抢，也基本没有人

打断别人说话，反驳别人观点，不管我们的观点是不是老套，但是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整个过程，最后交大 GG

做了 presentation，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那个男的面试官问了他很多问题，我们四个基本没有问，最后让我们

做补充，大家简单说了一点。我认为我们组如果有一个人进了，就应该是交大 GG，如果有两个人，应该有我，因

为我还是说了一些东西的。 

下面我说一下我们的解决方案，其中有一些属于框架性的，其他 case 也可以用的，希望能够帮助后来的同学。首

先你要 communication，你要道歉，要解释原因，要给出解决方案，然后还要考虑将来（这个是我提的，吼吼）。

这个过程中分为 internal 和 external 的解决，internal 就是公司内各个部门合作，比如 R&D 部门做出有数据的报

告，说服我们的客户，marketing 的人要有策略，legal 的人做好准备，防止有法律方面的问题等等。external 的

话就是看看有没有库存，可不可以从兄弟公司调货，我们还提供了阶段供货的方式，就是先大家都给一些货，不

影响我们的 consumer 的生产，然后等等我们的货，后续再供应，等等。我认为从 internal 和 external 解决属于

框架性的，很多 case 都是可以用的。另外，我们也不能老是赔偿别人，shipment 公司要给我们一个解释，最关

键的是要考虑将来，要把这次的事故做成一个方案，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就直接解决。另外，我认为，case 中每

个词都可以扣，比如说 case 中说你是 sales manager，你又调这个部门又调那个部门，你没有这个权利啊，所以

你要先跟上面的经理汇报，请求他的支持。另外，强调要以公司的利益为首位。 

后来出来之后，又跟交大的 GG 聊了很久，大家互相留了手机号，感觉交大的 GG 很强，人也很好，他已经拿到

了苹果的 offer。 

我的群面经历大概就是这样，现在紧张准备终面，希望我们经历能对大家有帮助，一起加油，如果我们都足够幸

运，也许我们某一年能在美孚公司的茶水间聊到我的这篇面经。上文中提到我整理了一些 case，我的邮箱：

jiaxun.liu@163.com 有想不劳而获的同学，欢迎给我发油价索要，供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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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美孚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6738-1-1.html 

 

 

纯粹自娱自乐，想找面经，绕道吧。 

 

不常发帖的一个人，今个儿在这发泄一下吧。 

今天美孚终面，觉得没有发挥水平，太紧张了，说话太快。准备的东西居然都说不出来，也是没准备好吧。 

最主要的是，人家都面 50 分钟，我不到 30 分钟就出来了。 

没气场。 

 

上次群面抱着打酱油的状态，事后觉得自己表现出了应有的水平，没有遗憾。 

今天这一场，回头想，在宿舍蒙头睡时发现一堆不好的地方。 

其实，我更倾向于日化品，而不是聚乙烯聚丙烯。但是美孚真的很好的一家公司，无论是公司理念，市值，工资

还是工作环境。 

美孚在我们专业去年招了三个人，今天我发现我们专业（我认得出名字的）至少有四个，其中三个还是大牛，还

有一个就是——被实习各种矬的小菜鸟——我。 

本来对大外企不抱希望的，不曾想过了群面，燃起希望后又摔在地上的感觉真是不妙。 

M 说找工作的过程就是这样。 

发泄一下，最主要的还是调整状态。不管怎么样，我试过了，努力过了。 

我是一头小小猪，不管是当小猪还是当职业女性，我都是快乐的。 

真的，找个小企业，支持 M 的事业，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即使是如此，小猪还是会奋斗滴，要对得起自己的座

右铭呀） 

能找个好外企，外面女强人里面小女人，也蛮好的。 

 

3.3.6  11.18 美孚 finance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3907-1-1.html 

 

年埃克森美孚 finance 终面的人好像比以往多啊，可能最后 10 进 1 的概率吧，反正楼主下午去的时候同一批

很多人。 

 

楼主是一男一女，男的是老外，人都很好，楼主面了将近一个小时，反正我出来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了一刚…………= 

=（楼主比较能扯淡） 

 

全程英文毫无疑问，而且准备的东西是用不上的啦，因为两位面试官一直在随机问问题，还情景模拟来着，所以

英文水平该咋样就咋样，真的没法准备= = 

 

可能楼主话很多，还常常被告知"just one case, one case is enough"……楼主太话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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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感觉呢就是能进终面的同学都很优秀了（我确实遇到了几个其他场合也遇到的大神），所以把心态放好，剩下

的就是看这家公司想要什么样的人啦，一切都是缘分。 

 

不过祝自己好运，也祝每一个同学都能进入理想的公司。 

3.3.7  美孚 finance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3670-1-1.html 

 

终面人还是还多啊啊啊……一小时一批，一批大概就有 10 个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两个

面试官。 

 

全程英语（因为有外国人嘛……） 

 

根据简历随机提问，两个人轮流提问（车轮战啊尼玛……） 

 

不过其实都很 nice 啦，LZ 遇到的两个都是女的，老外已经在美孚做了 30 年了（快退休了吧该……），中国人也做

了 12 年了…… 

 

聊了半个多小时吧，LZ 是我们那批里面最快出来的貌似……反正 LZ 也没抱什么希望，心态炒鸡好…… 

 

就这样吧，反正进到终面就已经出乎意料了……洗洗睡了……还是乖乖去做四大狗好了 

 

3.3.8  12 号广州 chemical 初面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0146-1-1.html 

 

楼主挫人一个，据说发面筋可以攒 RP。。于是，开始吧。 

12 号广州的 chemical 初面，俺就不说哪个场了。提前一天晚上飞去广州。好辛苦~ 

废话不说了。进场后，三个面试官，只记得一个是 sales manager,一介绍完，心想完蛋了（没有商科知识伤不起，

以为面试的时候会紧张，进场发现一点都不紧张，楼主的处女面，还是英文的），另外一个貌似供应链的，还有

一个应该是 HR 姐姐超级有气质，超级漂亮（忍不住多看了 2 眼，好怀森啊~） 。 

同组的战友有三个华工的，2 个 MM，1 个 GG，还有中大的一个 MM。总共 5 个银。桌子上有铅笔和纸，没有小

黑板。开始时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就开始战斗了。 

CASE 是面试官念出来的。艾玛那口音真的太坑了。。 刚开始还听不懂，不过迅速找到节奏，大体听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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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意思。本来还想建议每个人先自己 study 一会儿，没想到中大 MM 思维敏捷，没过一会儿就发动攻击了。华工

GG 也不甘示弱。我比较淡定了。。等他们说的差不多了，我才开始讲。讨论期间有点小偏，被面试官及时拉回来。

有个华工 MM 可能比较害羞~时间过得很快，讨论期间大家非常和谐，中大 MM 火力超猛，我们时间掌握的还不

错，discussion 最后 2 分钟我建议我们总结一下观点，准备做 presentation。最后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大家互相

谦让，想让给那个说的比较少的华工 MM 做。略囧啊~ 面试官提醒不要浪费时间。后面就由另外一个华工

MM 做了 presentation。面试官说了句 you did a good job。。还 challenge 了 2 个问题，中大 MM 又跳出来侃了。。

楼主也跳出来扯了 2 句。 

 

总结：时间要把握好，充当什么角色不重要，不用刻意给自己定位角色。面完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的更好的。最重

要的是不要紧张，be yourself，teamwork，just speak out! 

 

具体 case 不重要，重要的是思路，在上海面试的童鞋加油。发个面筋，攒点 RP....竞争激烈，希望我们组的战友

都能进 final。。看造化了~  

 

3.3.9  11.14 一面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9980-1-1.html 

 

刚刚面试回来，很愉快的面试经历！ 

 

先 brief self-intro，然后面试官会读两遍题目，剩下 40min 全英文讨论，最后 5min presentation。 

 

我们的其中一个面试官是 supply chain 的 manager（英文很好气场很强大的女 manager ），题目就是有关

supply chain 的，大概是假设你是 sc 的 manager，上个月 sales 的目标没有达成，inventory 很多，你如何给 sales 

suggestion，和 plant 如何协调（不记得了.. .） 

 

小组讨论非常和谐，赞一下思路清晰提出 framework 的 FD 本科 MM 和句句都在点上不慌不忙的东华博士 GG（都

是拿了很多 offer 的牛啊~），其中讨论略微有些偏差时面试官打断并提示了下。 

 

祝小伙伴们都能拿到自己想要的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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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  润滑油 市场岗 11.11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9067-1-1.html 

 

11.11 下午两点  

面试官都是来自润滑油市场的 supervisors 

一起面试的小伙伴都是名校背景出生：复旦新闻系本科女/复旦新闻系研究女/上交工商管理哥哥/浙大工科男，小

的门第最差 中大女 

面试官都很 nice，时间控制很严格，一共 40 分钟，25 讨论，10 分 present，5 分钟自由问答 

我们组的题目是： 

你是广州地区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销售代表，业绩很好。在广州区域和同事关系非常好，和销售关系也很好，深谙

广州地区的市场。可是老板突然要把你派到北京地区去，希望你能提高北京地区的业绩。面对这次任命，你应该

怎么做？ 

 

我们组的合作还算不错吧。就看面试官喜欢什么口味的人了。听天由命吧。 

 

3.3.11  上海财务群面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4217-1-1.html 

 

今天上午去面美孚,听说全英讨论,心有余悸啊 . 

五个人一组,都是女生.大家都很和谐. 

题目是: 

Amy 被提拔为 manager。现在有项业务原来是外包的，因为技术很容易变更和投资很庞大。但是为了公司的长远

发展考虑，现在决定将其转为内部发展。可是现在设备的折旧年限都很长，残值又很大。导致 NPV 算出来是符合

投资要求的。可是董事会已经决定要投了。现在问 amy 如何解决这个困局。 

看了老半天都看不懂。个人觉得讨论过程中还是贡献挺多点子，就是最后木有 pre，脑抽了当时。 

现在想想我们组完全讨论偏了，面试官什么也没说，估计对我们无语了吧。果然还是应该先把题目看懂再开始讨

论的。我们组有个催的非常紧，只有五分钟看。  

 

讨论的太细了，完全忽视了题目的要求。  

听说 17 号终面，求人品大爆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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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SH finance 群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4042-1-1.html 

 

7 号群面，6 号晚上飞过去，在徐家汇吃了顿大餐，然后第二天去面试~~话说美罗城好明显，美罗大厦就很

隐蔽啊 

全英文面试，小组讨论。就和通知的一样，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们面试的 CASE 很易懂，5 个备选的战略，评

价优缺点。然后面试官针对感兴趣的个人进行提问。 

就是大家交流一下想法，我觉得主要是口语能力的考察 

我们组北大的姑娘很厉害~LZ 估计不会有下一次了，不过在上海玩的很开心，也遇到了很 NICE 的队友~今天开始

多投投上海的公司~ 

 

3.3.13  20131107SH Finance 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3372-1-1.html 

 

看到交大 mm 写了经验贴，我也写篇抒发下心中的郁闷吧 

一大清早跑到徐家汇去面试，在论坛上看到五湖四海的人要来面试，美孚还报销路费，真是大款。 

 

话说我算很早到的，然后等在我们那组的位子上，看着一个一个的女生看了眼前面的组号然后默默地离开，那个

郁闷啊。 

 

在等候室里等啊等啊，等了好久才等到我一个组的有人来，而其他组都来的差不多了，最后面试的时候也只有 3

个人。By the way，一屋子 8 组人，每组 6 个人，只有 4 个男生。。。 

 

同组的一个财大，一个交大，后来临时从别的组抽了一个给我们，也是交大的，于是乎，史上最少人数的 panel 

discussion 开始了。（对了，我是同济的男生，很稀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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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知道是英文面试，但是真的要用英语互相交流的时候才发现什么是真正的伤不起，别人说的不一定能听

的懂，自己想的不一定能说出来，空学了那么些金融知识。像财大 mm 说的 debt-ratio，直到她后来写出来我才

明白她在说什么，伤不起啊。 

4 个小伙伴们，不温不火地讨论了大概 30 分钟，美孚的人还很贴心地给我们加了 5 分钟，讨论起来实在是好尴

尬啊。最后做 presentation，我回答 case 里第二个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实在是不能全抓住她们说的东西），写

板书的时候由于角度问题实在写不好，财大 mm 来帮我写，再次表示感谢。 

 

唉，满满的都是泪啊。  

 

3.3.14  2013.11.07 SH Finance 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2998-1-1.html 

 

首先还是感谢 EM 给我这次机会 

EM 可是楼主的 dream company 啊  

本来过了英语测试就够幸运了 

废话不多说了 

 

最早一班面试吧 9:30 

美罗大厦进去后从左边小边门下 B1 

到达会议室，出示证件、签到 

然后进等待室（一进去就扫到 5 个同校同专业童鞋 都是大牛有木有） 

一组 6 人，一共有 7 个小组的样子 

我们小组一开始只有 3 人。。。事实证明到最后还是只有三人 

无奈 hr 临时从第二组拉了一个同校童鞋 

我们组一个同济 GG 一个上财 MM 剩余两枚是上交 

 

两位 manager MM 看上去比较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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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说实话比论坛里分享的都简单很多了，只有 1 个，而且纸质 

全程 45min 5min 看案例 25min 讨论 5min 分工 10min 展示+Q&A 

我们小组本来就人少而且都比较腼腆 

所以讨论气氛不浓烈，开始讨论还是 manager 鼓励的  

案例具体内容出于公平和尊重 EM 考虑还是稍微保留下吧 

总之是公司目前有困境又有发展可能，如何做取舍和决策，比较常见，两小问，时间还是比较充足，建议可以深

入思考一点 

我们组因为口语说实话也不咋地，又有点紧张，所以最终的 solution 比较浅 

展示的时候四个人都上去讲了 

最后 manager 只提了一个问题（估计是对我们也不怎么满意，也没啥好深究的 ） 

上财的 mm 口语很流利所以主要她回答 

 

然后就是 peaceful ending 

消息会在两周内通知 

 

恩怎么说，自己还是有点拘谨，还有就是。。。英语好太重要啦 楼主好后悔啊啊啊 

祝大家能在未来的 panel interview 表现出色吧！ 

 

3.3.15  EMIT 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1656-1-1.html 

 

周一下午去的美罗，下午 2 点开始，一组八个人，一个交大，三个复旦，两个华师，两个华理，开始介绍，

面试官有三位，中间的一个就是传说中的 xiaowei（中南男性）应该是个经理，一口北方口音，旁边两个姐姐，

ms 一个是主管一个是 leader，总之都很有气质啦，特别是年轻的姐姐，整体看上去很有美感，然后重点，讨论题

目：由于 IT 是做 help desk 的，有很多电话，平均一个月还是一年，有 6000 个 calls，现在要减少数量，也就是

减少工作量，问有什么办法，其中很多电话都是由于员工们不愿意自己去查阅 help 文档产生的，这次的讨论，一

反常态，已经不需要全英文了，只是最后的汇报需要全英文而已。ok，讨论 30mins，汇报 10mins，大家先冥想

了 5mins，然后我旁边的哥们（我们俩坐在中间的位置），就开始说，差不多了，开始讨论了，就说，从那边第一

个开始说吧，第一个刚说完，他就直接把话接过去了，我在想，不是一个一个来吗？好吧，又要开始抢话，痛苦

啊，然后整场以交大 mm，复旦 gg 和 mm 以及华理的一个 mm 为主导讨论，华理的另一个 mm 很喜欢做总结性

工作，把大家的话又说一遍。。。。我主要负责 time control，交大 mm 和我旁边的 gg 很有想法，当然，我还是抽

空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想法，讨论快结束时，我们还是差不多有了结果，主要从产生原因，还是解决办法两部分想

办法，去陈述，最后交给留过洋的复旦 gg 去陈述，结果，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陈述了，当面试官问到还有人补

充吗？这个，这个，交大 mm，复旦 mm 和华理俩 mm 分别作了补充，其中，我只觉得复旦 mm 说了还有点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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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方案的优先级，不错，good idea，应该加分不少，其余的，我觉得，如果不是口语超流利，想 show 一下，

还是算了吧，现在看来，其实大家的英语口语水平是差不多的，一定要勇敢的说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最后

没有说，因为没有好的 idea，当时思维还是不够敏捷啊，建议大家之前先准备一下主要的方法和思路，练好英语

的说法，会有用的。最后，结束之后，面试官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说，请问我们如果有幸进来，主要工作

什么，年轻姐姐很有范的给我介绍了两个职位，很 nice，然后我明显感觉到旁边两个面试官在低头在纸上记什么，

难道，这个提问也有加分？yy 了，哈哈哈，还有一个华理 mm 的问题也很好，问，这问题，实际上是怎么解决的？

然后最后，面试官说，这是其他 site 的遇到的实际问题，最后解决是以积分奖励制，哦~自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会自己消除一个问题，加一分，积分换礼品，鼓励自己来解决问题，原来还是以人为本，充分从源头来解决问题，

预防，而不是有了问题，再去解决。Good idea。楼主应该跪了，希望此贴能给以后的面的人给个好的参考！ 

 

3.3.16  Exxon Mobil Financial Analyst 终面准备及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19535-1-1.html 

 

找工作是个实力加运气的综合结果，昨天早上收到埃克森美孚的电话 offer 确实挺开心的。分享一下面试的经

历，希望能给以后面试的同学一点借鉴。 

 

楼主背景比较简单，同济小硕，一年海外交流经历，没有名企实习（基本都是小企业的独立项目经验，但有海外

项目经验），而且我的实习经历仅仅有一条是跟财务相关的，其余分散在咨询和运营。 

终面准备： 

我准备的基本思路十分简单，分为层层递进三个方面：我想在 Oil&Gas 工作，我想在美孚工作，我能够胜任 Financial 

Analyst。再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相关行业\企业信息，找出支持上述三个方面的理由。个人认为这个思路适合于所有

所有面试，如果一个面试者自己都没有确定以上关于行业、公司和岗位的问题，用人单位为什么要帮你确定呢？ 

关于前两个方面，我查阅了相关的行业报告和年报，以及一些机构给出的公司分析。这里的建议是不要被数据淹

死，及时的整理自己的思路，摘取能够支持你观点的关键数据。Exxon Mobil Corporate 网站上是能够查到很多相

关信息的，善于提炼总结就好。 

第三个问题，建议参考宝洁八大问。回顾自己的经历，并跟应聘的职位挂上钩。 

 

终面过程： 

终面一位老外，一位中国 MM，都非常的 nice。简单的打过招呼自我介绍之后，就开始面试了。（除了第一个问题

以外，其余排序不分先后） 

1.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基本上就是组合了一下准备的三个方面，单没有具体展开我为什么能够胜任财务分析岗，只说自己很早之前就把

自己的方向定为财务分析了，因为符合我个人的兴趣。接下来就说了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谈了我对行业和公司

的一些见解。这些观点在接下来都被老外提到，并且会更进一步的问一些问题。 

2.讲讲你在欧洲学习的经历，你觉得和中国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我很扯，我说法国人一直都在度假中，然后又提到 party 是他们的 social 的方式。（同学们，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值

得借鉴的好例子）、 

3.中国近几年发展很快，欧洲却相对迟缓，你对欧洲经济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我答的不好，当时脑子一下没溜到这个层面来。就简单说了一下欧洲人力资本高，另外就是福利太高使得有些年

轻人不愿意工作而靠社会保障。提议可以降低社保刺激他们去做一些低端工作。面试官就问什么是 low-end 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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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呢？我说比如 baby-sitting，当然这一点被老外笑说你能想象一个在路边讨钱的游手好闲的人去照顾孩子吗？我

说当他决定去工作的时候，就不再是从前的他了。 

4.中国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你有什么建议吗？我提到了产业结构改革之类的，忘了后来怎么又扯到退休和福利

制度之类去了，大概是由购买力过渡过去的。 

5.针对简历和实习经历的一些细节问了一些问题。 

6.你实习经历有很多方面的，这些是怎么和你应聘的职位相关的呢？我主要强调了 multi-cultural 环境下的

flexibility 和以及都跟处理数字挂钩。 

7.你对石油行业发展面临的威胁的看法？之前也有一些我对行业的看法，我个人感觉这一块是我的亮点，有观点

有数据。当然我坦言自己并非是这方面的专家，可能答的比较浅显。老外开玩笑说我已经开始把你当专家看待了。 

 

终面总结： 

1.心态平和，不卑不亢。适当有点幽默感会更好。 

2.准备充分才能真的做到自信稳重。 

3.其实重点还是挖简历，但是那些问题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所以上面罗列的比较少。 

 

 

关于一面： 

因为不知道一面的挑选标准是什么，所以仅仅罗列一下我个人认为表现好的地方：1.思路清晰，逻辑明确，能找

到相关事实支持 2.表达清晰 3.团队合作精神（我 prez 的时候会强调是来 present 我们小组共同合作的结果） 

 

总而言之，找工作其实也是挺凭缘分的事情！大家好好准备，不要着急，肯定能有合适的好工作等着大家的！！！ 

另外分享一下找工作的心得：找的准方向，才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 

 

3.3.17  2013 年埃克森美孚暑期面试 广州化工生产部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5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97369-1-1.html 

 

初面：无领导小组群面 

不用带任何资料，只要身份证就可以了。一组 6 个人，一共 6 个组。36 选 7 

三个面试官，两男一女，我们组只有我一个女生。面试官先自我介绍（其实我没听明白他们具体叫什么名字，具

体是什么部门的，只知道他们在自我介绍，呵呵），然后是面试者每个人自我介绍，我是第一个，完全按照面试官

的要求就说了几个信息，我的介绍过程特别短，大概 30 秒（名字，专业，学校和教育过程），我后面的伙伴都添

加了其他信息（其中一个伙伴说自己在金发实习过，面试官貌似很感兴趣，反问了他的工作内容。）。接着其中一

个面试官念 CASE，我们的 case 是，分销商一直在卖产品 Y，而且销路不错。但现在公司研制出新的产品 X，认

为未来的市场盈利会大于产品 Y。现在希望我们跟分销商谈判，让他们卖我们的新产品 X，另外分销商主要担心

卖了新的产品，实际没有好的市场盈利而且还影响了原来的产品 Y。面试官在念的时候特意把口音变成了印度人

口音，瞬间大家都懵了，反正我是懵了。面试官念完之后就让我们提问题，很显然我们提出来的问题表明大家都

没听懂啥意思。面试官挺 nice 的，再重复说一遍，这次是正常的口音。然后是 30 分钟讨论，包括汇报。讨论到

一半，面试官突然提示我们讨论的方向错误，再解释一下 case 的目标。囧啦~~~到后面，我们超时了，小组每

个人都参与汇报。汇报之后，面试官说我们的讨论方向依旧不对，呵呵，但每个 case 没有绝对的 right answer. 

我在这次 discussion 中的 role 是 1.提出先分析 case situation ,然后大家讨论确定我们的 goal，接着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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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2.关于 solution，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讲话，我们组的口语水平还 OK， 就一个男生貌似表达比较困难，

但我特意让那个同学表达一下观点，然后帮助他总结他说话的内容。3.先提出我们的汇报由大家一起完成，每个

人负责一个部分。4.在讨论过程中，做了会议记录，这个我不是刻意的，只是我的个人习惯，喜欢讨论过程中做

笔记。 

个人觉得有个地方表现的很不好，在汇报过程中，我没有坚持听完每个人的观点阐述，而且插话表达了自己突然

想到的想法（这个想法其实跟伙伴提出来的是相反的），个人觉得这样不礼貌，毕竟人与人交流过程中，倾听很重

要。 

 

终面：单面 

一周后，收到二面通知。我们组进了 2 个，某一个组进了 3 个，所以有两个组一个都没进。 

两周后面试。准备时间很长，战线越长越纠结。 

我是中午一点，三对一面试，两男一女。他们先自我介绍，然后是我。接着问了关于简历上的 experience 还提到

我的 open questions，每个人问的貌似都不一样，主要根据实际情况，我回答了什么，面试官根据我的答案又提

出新的问题。还记得几个问题：1.manufacturering 部门很苦，男生很多，工作环境不好，如何面对？2.关于以后

reallocate 的问题，因为我在 open question 上写 我很喜欢广州，希望以后留在广州工作。3.举例子证明自己的

能力，这个就看每个人自己写的东西咯。4.对 marketing or sale 的看法，我申请 manufacturering, 一直没有准备

关于其他部门的看法，所以随便乱答了，说不了解这个部门，答的很不好啊！4.对美孚的了解，这个问题我回答

的不好，因为我读错了专业单词（芳烃，烯烃）。 

我的面试时间比较短，不到 30 分钟。个人觉得这次面试表现很一般，英语表达还 OK，主要是自己回答的思路很

不清晰，部分问题没有听懂，然后答非所问，o(╯□╰)o。而且事先准备了很多例子，但真正到了表达的时候，说

了一大堆，却忘记说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关键信息，╭(╯^╰)╮。。。 

两周之后才会通知。希望不大，但愿我的面经对以后申请实习的人有帮助吧。 

 

3.3.18  EMIT 暑期实习群面 13 年 4 月 24 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4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92974-1-1.html 

 

面之前看了好多面经，于是也来分享一下。lz 西南某高校研二。 

当天很早就到了徐汇校区。提前一个小时到的美罗大厦。之后遇到各种本校同学。我们组两男三女。面试官两男

一女，其中一个男的是部门 leader。进去之后面试官就用中文讲，说讨论环节中英均可，演讲英文。有点莫名其

妙，本以为是全英文面试。面试题目是关于石油公司 A 的邮件系统和 sap 被黑客黑了，200 人受到牵连，公司内

部无法沟通，也无法收到 consumer 的订单，无法与油厂沟通。问 it 部门如何处理好并度过这一危机。我们最后

的方案分为四步，一，通知所有内部员工，与其他部门取得沟通，提醒他们如何应对，比如客服，市场和销售应

该与 consumer 依靠电话或传真取得联系，致歉并提醒重新发货，油厂也是类似套路。二，分出一个小组，启动

备份系统，暂时度过难关。三，另一小组开始修复系统。四，事后处理，取得教训，进行相关培训。我们小组还

是挺和谐的，同组同学有想法又不张扬，有合作、实用的氛围。 

求职生涯的第一面给了埃克森美孚，只能说表现一般，期待人品爆发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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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9  埃克森美孚 Financial Analyst 拿到 offer 全过程+感想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29 日 

 

今天早上刚收到了美孚 finance 的 offer，很开心，也就没心情准备笔试了。之前从应届生上获得了很多信息，现

在是时候回馈一下了，写一篇详细的面经送给后来人~这还是我的第一篇面经哦！ 

先介绍一下本人信息，复旦经济学院直研学生，有两次短期的出国交流经验，英语口语还不错。十月中的时候还

准备 CPA 来着，所以找工作这件事开始得特别晚，在此告诫大家——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任何事情都要赶早！很

多国内的企业都在截止日期前就笔试面试了，相比之下还是外企比较靠谱。另外之前暑假在 GE 的 FMP 项目实习，

结束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拿到 offer，还消沉了好一阵，导致我做网申各种慢、准备笔试面试各种不积极，所以

第二个告诫就是——心态很重要，要积极要稳定。另外别抱侥幸心理，没有收到 offer 之前什么都是假的，要有

忧患意识！我虽然是学经济的，但是一直不喜欢，很想往公司财务的路上走，因此作了一些努力，在 GE 的那份

财务实习成了最好的敲门砖~ 

下面说说具体的流程：网申——电面——群面——单面——offer。 

10.19 网申： 

我是赶在截止日期前做的网申，在此再次感谢外企以及前程无忧的靠谱。网申全英文，有 OQ，我会把 OQ 专门

放在 word 文档里，并每做一个网申都保存一份。这里把 OQ 贴出来： 

1）Please describe the learning from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you have had in the last 5 years. 

2）Please give an example on how your personal attributes have helpedyou in the past. 

3）Have you ever completed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areas of PolymerProcessing, Polymer Physics, or Polymer Science? 

If yes, please brieflydescribe your research project area.（这个我当然没有啦） 

4）Please provide any other information which will be relevant to us inassessing your suitability for employment with us. 

10.26 电面： 

电面是约好时间的，由某个第三方机构的外教打电话来，讲大概十分钟，问的问题不难，前面也有人整理过 question 

list，今年没有变化。给我打电话的是个女人，约的时间是 9 点到 10 点，她在 8:55 的时候就打来了，一开始还有

十几秒钟互相听不见声音，之后也经常信号不好，我深刻怀疑她是在边走路边打电话。她说话比较快，信号又不

好，好几个问题我都问了两遍，甚至两遍以上，挂完电话我一看只讲了 6 分钟，顿时就心都凉了。但是思前想后，

我觉得就这么死了太不值了，下午我就鼓起勇气给美孚的 HR 打了电话（之前第三方机构打电话约时间的时候提

供了一个号码，说是美孚 HR 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没想到真的用上了），gg 人很好，说会跟机构联系，如果情

况属实，会让外教再打过来。后来没过多久，我在等一家面试的时候，那个女人就打过来了，这次很清楚，又是

很例行公事地问了三个问题后就挂了，但是我感觉这次好多了。所以第三个告诫就是——求职路上要抓住每一个

机会，要勇敢地去寻找机会！ 

11.13 群面： 

电面后过了大概十天，11.6 我接到了 51job 打来的群面的电话，当然早网申早电面的同学等的时间肯定更长。群

面在美罗大厦他们的办公室里进行。那天可多可多人去面试，一屋子女生就一个男的。我所在的 Group 1 一共六

个女生，大家都来了。我在等待的时候偷偷瞄到了电面的分数，他们把分数一样的人排在一组，这样不会因为语

言能力的参差影响表现，我觉得这样很好。我的分数是 57，其实就是不及格吧。。。我看到后面有些 64 分的，也

有 47 分的。所以我觉得美孚没有在语言上特别苛刻。 

言归正传说群面，我们组两个面试官一男一女，全程除了开始的介绍和最后说一句“还有补充吗”就一句话都没说

了。讨论 30 分钟，present10 分钟，全英文！Case 比较难，这是大家的共识，讲得是一家公司的 R&D 的子公司老

亏钱，应该怎么计算价值，要不要减记价值（突然想到了 HP 的事，题外话啦）。我们组有个小姑娘一上来就说用

净现值法，大家也没有其他好的想法，就这么说下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计价方法真的不好。我在里面的表现很

一般，至少是我参加过的群面里面表现一般的。我自己觉得比较有用的地方就是提醒大家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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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做个 coordinator，具体我已经忘了。结束之后在电梯里我们组有人提出了别的方法，我觉得那个方法就很好，

我当时怎么就没激发她说出来呢，可懊悔了。 

这里我有第四个告诫——用英语讨论真的跟中文不一样，这个时候说话舌头都是打结的，但还是要说！一定要说！

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别被语言吓住，提点有用的建议能加分很多。 

11.27 终面： 

面完群面，心情很差，我觉得我又把一个机会放走了，我离我的财务梦想越做越远了。但是三天后，也就是 16

号晚上，我刚吃好晚饭，就收到一条短信，说我通过了群面，邀请我参加终面，我那个开心啊！！！ 

周末的时候按照要求去美孚自己的网站上又重新做了一份网申，还挺繁琐的，提交简历，做 OQ。这里的简历是

终面时面试官手上拿的，所以可以好好改改。OQ 跟 51job 里的有些重复，还加了三道： 

1）Please give details of a project or group work undertaken as part ofyour studies. (If this is not part of your curriculum, 

give an example ofproject/group work in employment.) What was your role in achieving the endresult? 

2）Why are you applying with ExxonMobil?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position applied for? 

3）Please describe any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during youreducation. Describe the type of activity and your 

role/responsibilities. 

等到 19 号晚上的时候，51job 就打电话过来约时间，我当时可以在 26、27 上午下午里面随便选，因为我很怕会和

联合利华的 AC 面冲突，就挑了 26 号想早点面完。可结果就是冲突了！于是在 21 号接到 AC 通知后赶紧发邮件

给 51job 要求改时间，那边说已经把安排发给美孚了，正好加场，把我安排在 27 号上午 8:30。那可是我在面完一

整天 AC 之后啊，而且我超怕这样改时间会给他们不好的印象，但总比错过这个机会好。 

26 号面完联合利华的感觉就不好，事实证明最后真的挂了。所以可想而知我去美孚的早上，心情是多么复杂，它

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最后一个机会一样。我很早就到了美罗大厦，去 KFC 吃了个早饭才上去。8:30 一共四个人，大

家都来得挺早的，我们听到 27 号一共 25 个人，所以我猜一共六七十个人进终面吧。 

八点半准时进去面试，面我的又是一男一女，都是中国人，可能男的是香港人。我一进去男帅哥就起来跟我握手，

感觉很好很舒服。坐下来直接英文，一句中文都没有哦。整个面试过程 40 分钟，我觉得沟通得非常流畅，比起去

HSBC 跟发音不清的 HR 沟通顺畅多了。面试官会时不时点点头、笑一笑，感觉很好。 

问题大致是根据简历来的，我凭印象在这里列一下： 

1）进去先问我有没有去听宣讲会，我说 10 月 11 号我在准备 CPA 所以没去，之前正好看到了他家宣讲的日子，

所以我讲得出来~ 

2）自我介绍，这边我讲了我想做 Finance，详细说了两份财务实习的经历。所以之后他就没针对 internship 问我，

只是一个劲地说你实习好多啊，我就说自己时间多，但是后来觉得这个回答不好，完全可以把握机会说点好的想

法。而且自我介绍要 brief，不适宜详细描述，我连学生工作、性格特点一个都没说。 

3）谈谈你出国交流的经验。感觉这里我说得不错，他们听得蛮有劲的。 

4）这么多实习，觉得各个公司有什么不同。这个我发挥一般，没有准备就是不行啊。 

5）既然是学经济的，说说你觉得中国经济转型最主要要做什么。我当时没想清楚，就说扩大内需，哎，后来很懊

悔，要是说个创新啊科技啊什么应该会很好吧。 

6）你发表的文章，数据是哪里来的。这种问题就是因人而异了。 

7）然后有个间隙，他说要我回答“做过的一个 project，遇到什么困难，是怎么解决的”，我可以思考一下，他们要

给我之前的表现打分。我就看到他们在我面前打分哦！还瞄到连着三个 2 分（0-3 分）。。。思考的时间很短，我说

了一个故事，他们听得还蛮开心的~ 

8）我有什么问题问他们。我就抓住机会再次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工作的向往，然后问了个无关痛痒的问题。 

9）再次握手，出门。 

11.29 接到 offer 电话： 

面完终面其实心里很没底，一方面觉得自己有很多问题可以答得更好的，后来又慢慢觉得答得还行。面完当天我

就写了封 thanks letter 发给了 51job 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帮我转一下，因为我没有要名片，又想通过感谢信稍稍起

点正面影响。结果第二天，也就是昨天，51job 说我的邮件是乱码，我就重新发了一封，他们还说可能要下周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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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没想这件事了，也不知道感谢信有没有转出去，昨天下午就在等待联合利华的

焦灼中度过了，然后很郁闷地睡觉了。结果今天睡眼惺忪的时候，就接到了美孚 HRMM 的电话，真的好开心啊！！！ 

我的求职整整持续了 44 天，期间网申了 43 家公司，招聘会大概投了三十家不到。相比较其他同班的同学，我的

努力真的少很多。所以我之前没有拿到什么保底的 offer 只能怪我自己的懈怠，而我现在拿到这个 offer 是我在求

职季之前的积累和美孚给我的运气。每一次都感觉要和美孚擦肩而过的时候，她就又出现在了我面前，所以我觉

得我们是有缘分的，我很大可能是会把这份缘分维持下去的，即使 pay 没有别家好，即使不是管培，即使我没有

和同学一起进入金融行业，但我相信，坚持自己的喜好，付出不断的努力，最终不会后悔的！ 

最后再加几个告诫：告诫五——保持适当的自信，不要徒增烦恼。我这个人比较谦虚，这是真的，所以总是会放

低姿态，想着别人有多好多好，但其实自己也不赖嘛，尤其是做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告诫六——多想想自己喜欢

什么，早做准备。求职的时候很多经院的同学也想去财务部门，可是没有财务的背景、没有财务的实习怎么说服

别人你是真的想做财务呢？我觉得在群面的时候，我的简历上有 GE 的财务实习，说不定帮了我很大的忙，不然

我真想不通我是怎么把其他人 pk 掉的。 

在此祝福所有看完文章的人求职顺利！还有以后要找工作的小朋友们，大学生越来越多，今后找工作只会越来越

难，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才是王道！不骄不躁，不卑不亢！ 

 

3.3.20  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13 日 

 

第一次的面经献给美孚啦 早上 10 点半的 赶快写下 不然会忘记 也好造福后面的童鞋 

 

LZ 面的是 finance 的 真心不是学 finance 的 CASE 就做不来啊  没想到今天的 CASE 那么专业 两个 MANAGER 都

是 finance 部门的 CASE 也是 一面多几行的样子  讲的是一个公司这两年利润下滑 问是否继续投资的问题 问怎

么去 value 这个公司！！！大家注意这个词 HR 问了好几次 你们要怎么 value 他。。。用撒方法什么的 我们组做的不

是特别好 因为感觉案例有点难度 也没有怎么深入的分析 我到现在也有点稀里糊涂的  再加上不是金融背景 真

心发挥不出 给大家提几个关键词吧 我记得有 cost method, CAS， impairment 总之觉得必须有专业知识的孩子才

能表现好！另外 presentation 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说，形式都很灵活的，大家可以推荐一个，也可以一起上，重点我

觉得还是齐心协力把任务完成是最加分的。还有就是注意你们的问题，不要讨论讨论就讨论偏了，也不要一味盯

着某个细节不停的说重复的话，浪费时间，也容易忽视其他的问题，我们 CASE 的问题总共有四大个，所以都得

注意到，不能忽视任何一个问题，比如 WHY?这种 最好也列几个原因去阐述。 关键还是楼主没有金融背景 真心

扯不出来啊有木有！！！！！ 大家加油吧！！ 攒 RP 啦~~ 

 

第四章 埃克森美孚综合求职经验 

4.1 埃克森美孚电面到终面全过程 2016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513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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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报的是成都的润滑油事业部的销售顾问，目前还在等结果，想想之前在应届生上看了好多前辈们分享的帖子，

如今自己也想写个面经回馈广大同胞。 

1 电面 

楼主是前一天晚上正打算去玩游戏时意外收到了美孚的邮件，约第二天中午电话面试，当时完全懵逼状态，赶紧

停下手中的游戏，准备了一个晚上，也就是搜搜网上的题目，想着怎么回答，约准备 3h 左右。大概问的问题和

应届生上的面经类似，这里要强调的是提前准备确实会好很多，哪怕只有那么几个小时。电话面试时，并不 care

你说的多有逻辑，主要考察日常口语，尽可能把答案说的长一点，这样面试的人会相对少问你几个问题，自己会

占优势。楼主并不属于口语特别牛的人，但是好好准备准备对付电话面试那么 5-10min 还是可以的，大家一定要

对自己有信心。 

2 群面 

楼主在 11.11 接到了小组面的通知，早上刚收到另外一家单位的拒信，也算是上帝关了一扇门又给我打开一扇窗

吧。小组面就是 case 讨论，应届生上也有很多关于 case 的题库，楼主就按这个复习了一下，最好找个人和自己

模拟讨论一下，思路很重要。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们小组的 case 是推销一个产品，价钱贵但是性能好，问如何推

广这个产品。这个 case 楼主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所以发挥的还行。讨论时是 10min 中文，20min 英文。小伙伴

不要担心英文讨论，其实楼主这也是第一次英文小组面，也没有那么的难，多找几个 case 练练，你自然会发现套

路。 

3 终面 

大约 3 天后收到终面通知，终面是 1v1，全程大概 30-40min，一个新加坡人面试。楼主准备了一堆关于宝洁八大

问的东东，但是面试的时候只问到了一个领导力的例子，其余的几乎就是根据简历在提问，全程还算和谐。但是

中途问道职业规划时，楼主答的不是特别好，面试官问我 10 年后的职业规划，这个表示之前没想过。。。。，就说

10 年后目标是做 sales manager。由于楼主自我介绍的时候用的英文，所以几乎都是英文交流，根据前面的小伙

伴反馈，刚开始会有一段中文交流，之后会切换到英文。这次终面感觉没有看到的面经上那么有套路，面试官也

是随机提问，类似于聊天性质。 

期待有个好的结果，还在等待 ing 

4.2 埃克森美孚电面/群面/终面全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5936-1-1.html 

电面。blocked 号码，问题很简单，就是自我介绍，然后问了 hometown,weather. 目前 居住城市，以后安排之

类。Little chat 只要口语流利应该就 ok 11.4 groupinterview。2 号早上接到的短信通知。4 号下午 3 点到了美

罗大厦，4 点的小组，7 个海龟群殴貌似是最 庞大的组了，4 个美归 2 个英归 1 个港中大。候场时候 7 个人

聊的挺欢乐的，本来很紧张的，后来都忘记自己来 面试的了，一个劲的聊。。。。。。 跑题了，面试官是两个 lady，

看上去都很 nice，进去就跟我们打招呼让我们坐下。桌子上每个人面前一张纸， 一个 case。 要求 discussion 和 

presentation，共 45mins 自己把握时间。我们大概花了 5min 阅读，然后开始讨论。 关于内容：公司有个 project，

budget 短缺，具体是项目完成 60%但是预算已经花掉 90%，还需要 10 million (还是多少忘了)，可以争取到的 

extra funding 是 4-8 million。。。给了 4 个 hint，要求 solution。 1. 生产线一直用的都是进口的设备，(意味着

价格比较高)但是质量是全球顶尖的。给了个数字， 是购买进口设备需要的资金。 2. 已知购买设备的 agency 是

某一个 manager 的朋友(还是亲戚什么的忘记了。。。) 3. 生产车间雇用正式工和 contractor worker 所花费的 

expense 差距很大(又有俩数字，劳动力成本分别是多少) 4. 原定计划中有 oversea training program，花销是 x 

million(总之有点多)，员工们对这个培训热情 的度很高。 大概就是这些了。 我们逐项讨论了 hint，然后一个同

学记录(我先自己提出的，在纸上先写了个大概的方案，标注了未 settle 的)， 一个同学做 time controller。第一

轮讨论完了，大家就进行一个确认总结，我在题板上写下讨论的几个解决方法关 键字，然后跟大家一起估计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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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能节约的多少米，写在旁边标注红色。最后 add up ，差不多可以达到题目要 求的 budget。至于我们讨论

的结果我就不透露啦，写完以后我们大概还剩 20 分钟，因为我话说的比较多又做了板 书，为了公平起见，就

问了有没有 volunteer 做 pre，最后另外两个男生共同完成了 pre。整个过程还是挺顺利的， 还剩下 5mins，

我们还问了 interviewer， any questions?结果人家说我们不参与也不提问，你们自己完成吧。。。。。。。 迫于无奈

我们又讨论了几分钟，最后被面试官打断了，说你们是在 pre 还是在 discuss，pre 已经 finish 就结束吧? (我们

是看时间没用完就想再完善一下，结果囧。。。。。)小组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两个 interviewer 都起身送我 们出

门，还说 u did a good job. 11.19 9 号晚上收到 51job 的 email，说进终面了我还稍稍开心了一会儿，等到了 19 

那天现场一问，finance 大概只 招几个人吧，candidate 竟然有 100 个人。。。。。。。。。。。感觉如果过了大概就是

买彩票中奖了。。。 候场时候又随便 问了几个小伙伴，都是海龟。。。。。八个 interview room，压力还蛮大，final 是 

2v1，面我的是一个香港口音(或者 什么华裔。。不懂)男士和一个中国女士。进去以后先自我介绍，这个肯定少不

了了，我瞥到桌子上有之前 final 通知时候发的 application 表格，果然。。。他们就是针对这个表格提问的。。。。

下面就是疯狂回忆内容： 先是问我之前怎么 overcome 那个 form 上填的 difficulty 了。 紧接着 latest working 

experience，要我详细的介绍做了些什么，然后开始 challenge 我这些 work 跟 finance 有 多少紧密性，我做

的 proposal 有没有被 supervisor refuse 过，举个例子，描述一下这个项目。说完又问我从这个 refusal 中你学

习到了什么。 然后又问了一些专业知识，做 finance 审核什么 KPI, 然后财务分析模型一般用什么，怎么做的 公

式上什么 怎 么分解。问我如果单纯做 accounting 是否有信心做好。 为什么本科和研究生会选择不同专业。 还

有问到既然你有海外实习经验，有没有考虑留在 UK?为什么要回国? 当时为什么选择到 UK 而不是 US。。。当你

到了英国以后是否觉得和想象中不太一样呢? 女面试官又问我你是否碰到过非常 uncooperative 的人，当时情况

是怎样的?你是怎么面对的。 请描述一下你非常喜欢和非常不喜欢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选择美孚? 你有哪

些优点优势? 最后剩下时间就让我提问了 ，我问好两个问题然后差不多就 have a nice day 结束了。。。整整好好 

45minis(面 试官人超级温柔， 还帮我开好门，送我到门口，说有消息一周到两周通知) 可是过了一周了，到现

在都没接到电话 T^T 感觉是挂了。。。。但是我尽力了，除了一两个单词说错了 final 几乎没大卡壳，也比较顺。。。。

可能是竞争太激烈，别人比我优秀吧。。。诶，来补个面筋攒 rp 吧。。。  

4.32016 暑期实习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4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8928-1-1.html  

 

2016 暑期实习生项目 化工方向 

 

昨天中午刚面完终面，现在终于有时间来写写了 

 

可能写的有点儿乱，各位看官凑活着看吧。。。。 

 

1.网申： 

    基本和以前一样，OQ 也和以前差不多 

    贴几道题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Please describe the learning from the most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you have had in the last 5 years. 

     2.Please give anexample on how your personal attributes have helped you in the past. 

     3.Pleasedescribe the learning from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you have had inthe last 5 years. 

    我大概是最后一两天才做完的网申（3 月 31 号截止），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样了，太惊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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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面 

可能是暑期实习项目，取消了电面，直接进入群面环节 

时间：04.05 

    地点：上海紫竹科技园，美孚研发中心 

    2 个面试官（中国人），6 个小朋友：三个交大（均研究生）、一个复旦（本科）、两个华理（本科）。 除了华理

两位外，均没有化工背景。 

    流程：基本和以前一样，自我介绍 - 面试官念题目（中英文各一遍） - 中文讨论（10 分钟） - 英文讨论（25

分钟）- 展示（英文、10 分钟） 

    case：一款包装产品想打入中国市场，质量很好，但价格相对较高，你作为经理，将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note：总体大家还是很和谐的，基本每个人都能有话说。但稍有遗憾的是，我感觉大家的思路都有些混乱。

然后时间控制和分工不是特别明确。 

     

3. 终面 

    群面三天后收到了终面通知，但一直忙着一些杂事儿，所以直到前两天才有时间做些准备。。。sign。。。 

    时间：04.14 

    地点：上海紫竹科技园，美孚研发中心 

    2 个面试官（一个香港人、一个马来西亚人），人都很 nice，全程大概 40mins 

    流程：自我介绍 - 简历深度挖掘 

    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比较蛋疼：你没有啥化工背景，为什么来美孚呢？ 这个确实没准备好，硬着头皮答。 

    然后问了一下我的实习经历、做了啥、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与人交流有啥困难的地方。 

    还问了我许多关于球队的事情（本人是校运动队的），一些困难的地方呀、球场上采取的策略呀等等 

    最后是我问面试官的环节，我直接反问他们是否有化工背景，然后为何选择了美孚。。。面试官都笑了呵呵

呵。。。。 

    不过不出所料的是，他们也都没有化工背景蛤蛤蛤。。。。 

    当然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可能还是稍微有些跳了吧。。。大家慎重。。。 

    总体来说，终面面得确实一般，不过我还是挺满意了，毕竟本来没想过能到终面。。。 

    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口语好好练一下啦，我就是口语太捉急啦。。。。此外，自己的简历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感谢 BBS 上的各位前辈，你们的帖子确实给我们这些后来者很多帮助。 

感谢美孚，虽然最后应该拿不到 offer，不过这次确实是一次非常赞的经历！ 

     

——————————分割线———————————— 

居然拿到 offer 了。。。谢谢美孚。。。 

 

4.4 美不止终点，不止 ExxonMobil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199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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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 Thanksgiving，楼主没有去学校，这学期以来第一次没有去学校，第一次睡到 10 点才起床，第一次

赖在家里睡睡睡。 

从 7 月中旬到现在，找工作历时 4 个月，终于拿到了 ExxonMobil 化工部的 offer。楼主本科小 985，硕士美国某

工科小名校，化工专业，但也不是那么化工，硕士做的东西基本和化工不怎么沾边。志在回国，所以一直找的是

国内的工作，美国的公司也面过几家（以 campus interview 为主，主要是当练习）。在坛子上收获了很多有用的

信息，所以也回馈坛子，写点东西给后来人，希望大家都能积极进取，争取到自己的机会。具体面试的过程内容

什么的就不说了，因为对比之前帖子的内容和我自己的经历看，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参考价值。每个人都被问到的

问题都是那些很基本的问题，剩下的就全看个人了。 

一面的 case study，楼主之前完全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准备过，所以面试的时候完全是想到哪就说到哪。

我觉得还是要利用好工科生特有的批判性思维，尝试把问题逻辑化，从多角度分析，尽量把方案考虑周全。另外

面试官中间给的 hint 一定要抓住，反应要快，不要自说自话，给你 hint 就是要你往这上面想往这上面说。个人觉

得 case study 看的是思维，所以脑子转起来吧，不要被框框架架所束缚。 

另外我觉得一面对我更有帮助的是跟面试官的交流，之前有问我的申请职位，然后我就很模板化的讲背景跟这个

职位有多么 match 之类的。然后面试官呵呵了，马上丢了几个问题把我砸晕，换句话说，你这点墨水，还能 match

到哪去。最后面试结束到我问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过的希望不大，差不多又是一次失败的练习，就想着吸取点经

验什么的，于是就问了面试官关于职位的问题。哪有求职者问这个的，呵呵，问了就等于说自己没戏。不过面试

官很 nice，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们并不看重你的 background，也不看重你之前做了什么。我们看重的是你的人，

你自身的素质，已经对于工作和 ExxonMobil 的态度。其实这些话我到现在也不敢说太懂，所以只能理解成，要真

诚饱满地表现自己，而不是吹嘘自己做过的事情。想想也是，学生时代做过的事再牛逼跟职场也是两回事。 

 

之后也没再多想，以为必挂。过了三天，通知过了。可能是 case study 做的比较好吧，让面试官觉得可以再给我

一次机会。 

 

终面大家都知道了，1V2，其实我觉得这两位前辈对我并没有那么的“nice”，大家描述的不怎么讲话的美国前辈也

在一直不停刁难我，比如问我硕士做的跟化工不沾边是怎么回事儿，比如问我好几年前本科时候做的项目，到后

来中国前辈都忍不住出来帮我打圆场了。。。不过现在想想这是件好事，不停刁难我说明对我感兴趣，而很多时候

过分 nice 其实是在掩盖交流有障碍，大家体会下。 

 

下面我说下跟两位前辈交流之后的体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和理解，因为他们跟每个人谈话的内容都是不

同的，关注的重点也不同。 

 

首先是职业规划，他们比较看重个人的职业规划和公司的契合度。我的建议是实话实说，面试官很有经验，你的

职业规划是根深蒂固还是专门为了公司而编造的，他们听的出来，即使听不出来也会问问题刁难你。比如我说我

重视自己长远的个人发展，中国前辈立刻问，你这么年轻，未来日子很长，也会有很多机会，为什么就这么急于

说长远的发展。如果你真的没有很好的思考过，这种问题还是很难回答的，何况还是英文。另外是能够反映你个

人品质或者职业道德的言行举止，比如该说感谢的时候要说感谢，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等等。美国前辈一直

揪着我本科的项目不放，问到经济成本这些，我就很直接地跟他说，经济成本很高所以目前的可实现性并不大。

说这些的时候我很清楚地看到两个前辈都在赞许地点头，他们比我懂，就是想看看我会不会说实话。最后是 flexible

的问题，我觉得职场跟学校的一个不同就是你要时刻准备好做任何事，只专注做一件事在职场是一种奢侈，看你

够不够牛。我还是建议大家实话实话，想做什么，能接受的底线是什么，要讲清楚，这是对自己和对公司的负责。

最后是提问的环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利用提问来彰显自己的高大上，比如我之前有看到帖子说问行业发展这

类的。如果你真的懂或者真的感兴趣当然可以问，但问的时候一定要有互动让面试官知道你懂，不然的话很容易

让他们失去耐心。如果没有那么高大上，请问一些自己真的想知道并且尽量也能让他们有兴趣回答的问题，比如

我问了关于个人工作感受方面的问题，看得出他们俩答得很开心，我听得也很开心，最后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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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关于面试能想到的只有这么多。总结起来主要是自己的运气比较好，再就是四个月找工作收获的经验教训以及跟

职场人士交流建立起来的良好习惯。最后还想说一下海归和国内研究生的问题，美国前辈跟我说，在他们眼里海

归和国内研究生并没有不同，最大的问题还是从学校到职场的转换，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拿到 offer 的海归和国内

研究生都有。找工作中海归有海归的优势，比如英文和知识面；国内研究生也有国内研究生的优势，比如扎实和

人际圈。我觉得作为海归，千万不要洋洋自得，远离光环脚踏实地，这年头国内研究生大多数比我们厉害，恕我

直言。另外国内研究生小伙伴们也不要敌视海归，很多海归并不想你们想的那样潇洒，海归也有海归的苦。总之，

大家都渴望甚至有勇气在祖国守着父母朋友闯荡，都是好样的。 

 

最后祝战友们同学们找工作和以后工作生涯都能有所收获，祝后来人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大家感恩节快乐。 

 

4.5 美孚是个好公司,Say Goodbye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10051-1-1.html 

 

过去一段时间了，最终还是把美孚 sales 给拒了。总觉得该写点什么， 

说一下终面： 

终面是在美孚总部徐家汇进行的。那一天大概 20~30 个人吧。不单有面总部的，还有人面成都等分公司的。 

前半部分英文，后半部分中文。 

你必须对公司背景，渠道，个人，团队，应变，协调等等.....都心中有数，建议多看看他家的主页。 

但了解自己是最重要的，深刻领悟 8 大问。 

据我了解，大部分人终面的都有海外交流实习经历。 

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要怕，毕竟以后主要在国内混。 

 

4.6 求职美孚准备资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7376-1-1.html 

 

关于终面资料（网申+终面），整理下稍后几天再发。 

 

 

本主题由 吃吃 于 2013-11-22 11:54 审核通过 

 

2013Mobil 大礼包.pdf 

1.86 MB, 下载次数: 81, 下载积分: 应届生币 -2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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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 2013 求职大礼包.pdf 

1.07 MB, 下载次数: 36, 下载积分: 应届生币 -2 枚 

 

埃克森美孚 2014 校园招聘求职大礼包.pdf 

984.93 KB, 下载次数: 46, 下载积分: 应届生币 -2 枚 

4.7 美孚 Financial analyst 申请全纪录（电话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3475-1-1.html 

 

前天下午收到来自 EM 面试官的电话 offer，这一刻实在是等的太久了。从九月底回国到昨天，近两个月的求职季，

其中的辛酸苦辣也许只有自己才能体会。本人非名校北欧小硕，商学院在欧洲能排 top20，不过在国内几无知名

度（同济的小伙伴们可能听说过，是贵校在北欧的铁杆 partner school）。求职期间陆陆续续投递了 60 多家公司，

只有 20%左右能通过网申，能更进一步的就更少了。能最终拿下美孚，更多的是一种缘分，还是那句说烂了的老

话，运气再加上一点点的实力吧。 

 

 

电面 

当初申请美孚的原因很简单，发现进了群面就可以去上海，公司管报销。楼主坐标北京，感觉能去上海玩一趟也

不错（虽然后来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根本没有时间享受大上海的繁华。。。），更何况是去面美孚这样顶着巨大光环

的石油巨头，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填了网申。她家的申请环节相对简单，只有三轮面试（电面、群面、单面），对

于经常倒在笔试或 OT 的我来说实在是减轻了不小的压力。10 月 28 号第三方如约打来电话，电面进行得很顺利，

是一个操着纯正美音的 mm。由于本人在欧洲这些年走南闯北还算外向，再加上口语还算过的去，和 mm 沟通得

比较流畅。和之前的面经一样，大部分问题都是大同小异，可以事先想好答案，不过面试官也不傻，有一些问题

会根据你的回答进行追问。记得当我说完自己留学经历后 mm 即追问让我比较芬兰和荷兰的不同，还有当得知我

是北京人后问我当地天气怎样，雾霾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及应对措施。可能是她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吧，当我

最后提问让她 evaluate 我的 performance 的时候当场就给予了肯定并祝我后续环节顺利，让我非常开心。 

 

群面 

我的群面被安排在 11 月 7 号，小组五人，三个北大，一个澳洲硕士，再加上我。很幸运，Case 算是我的菜，给

出五个合作战略的方案，要求评价优缺点。由于此前的相关学习实践经历，我对 M&A 和战略联盟这一块相对熟悉，

所以讨论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个人以为，除去英语口语、teamwork、communication 这些必备的 skills 以外，通

过群面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对Case的掌控力。就拿此次群面的这个题目来说，拿到Case后马上针对五个 strategy

进行讨论分别归纳优缺点也许并不是一个最佳的方案。如果先用点时间来纵向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五个 strategy

有其内在的规律，那就是从第一个的 acquisition 到第五个 distributor collaboraiton，其实这些 strategy 实施起来

是从难到易的（risk 由高到低），当然，protential synergies 也会相应地从大到小。把握住这个大原则大规律，给

出的 evaluation 就不会离题太远。二是对 discussion 的掌控力。感谢我的组员，大家讨论得非常和谐，全程没有

争执，答案互相补充，所以进展很快，在小组正式 pre 之前我们剩了不少时间，因此还特意演练了一遍，让两个

manager 非常满意。 

 

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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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后如愿收到终面通知，要求在公司官网上重新填写网申，包括 6 个 OQ。在这里我必须要感谢之前一个申

请成功的前辈所发的精华帖，其中有一句话使我受益匪浅：“我准备的基本思路十分简单，分为层层递进三个方面：

我想在 Oil&Gas 工作，我想在美孚工作，我能够胜任 Financial Analyst。再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相关行业\企业信息，

找出支持上述三个方面的理由。” 诚然，如果都不能说服自己胜任这份工作适合这家公司，又怎么能说服面试官

呢？关于第一个问题，why petroleum industry，肯定不能简单地泛泛而谈其高福利高利润，虽然这是众所周知的

motivation，不过在面试官面前显然不能算是加分项。我个人的准备思路是从石油行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对经

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包括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对于像美孚这样外资石油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种种利好条件展

开，做到有备无患；第二个 why EM，完全结合个人经历：美孚进入中国的历史悠久，听老一辈提起过解放前美

孚洋油非常受欢迎，对人们日常生活扮演者不可替代的角色等等，在此不再赘述。第三个问题 why financial 

analyst 更要小心，这个问题在面试时往往会结合个人职业规划连续提问，因此往往不是一句金融会计相关专业背

景契合就可以 support，必须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才可应对自如。这个问题的回答因人而异，

不过最重要的是让面试官感受到自己对于胜任此职位具备相关能力的潜质及自信。面试时主要是挖掘简历，由于

是面试官根据个人经历随机提问，不太存在事先压题的可能性，这里强烈推荐按照宝洁八大问进行准备，每个问

题都最好准备两个以上的例子，这样就比较游刃有余了。虽然本人的宝洁财务最终倒在了最后一轮，被放进了

waiting list，不过还是很受益于其一轮一轮严谨的选拔流程，至少在准备问题的过程中，我对自己有了一个更加

清晰的认识。 

最后还要啰嗦两句最后的提问环节。个人认为是自己表现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由于整个面试过程基本是围绕自己

的个人经历，鲜有机会表达对公司的了解程度，而这一点完全可以通过最后的提问来体现。我之前的准备比较充

分，查阅了公司 2012 年的 annual report 和 2040 energy outlook 及公司投资策略分析等相关研究报告，所以有

针对性地对其财务报表中的某一特定指标表达了自己的关切，让面试官比较满意。 

 

面完其实自我感觉还算不错，不过在论坛上陆陆续续看到大量上财和上交的同学接到了 offer，情绪非常低落，感

到希望渺茫。想到群面终面两次奔波，特别是第一次回京高铁还遇到了故障而晚点，导致我只睡了 5 个小时就爬

起来参加宝洁的 RT，最终未被录取；再加上不认识任何上海本地高校的战友，无人交流，感觉单打独斗真心不易。

好在在我最低落的时候接到了面试官打来的 offer call，实在是太过激动，我想我的求职季也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 

 

求职是场持久战，自己收获最深的一点就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一定要咬牙挺住，一定要学会调节心态上的波动

并相信自己最终能拿到满意的 offer。永不放弃、保持高昂的斗志，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与诸位战友共勉，祝大家最后都能拿到心仪的 offer! 

 

是为记。 

 

4.8 在得知美孚 finance 终面被挂之后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1351-1-1.html 

 

刚问了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得知 finance 的终面挂了，有些意料之外，因为终面的感觉其实是比较好的，只能说

没有缘分了。从来不在应届生上写总结帖，只希望积攒点人品并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实在是挂不起了。。。。 

 

自己总体来说面试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外企，记录下美孚的全过程，也算是对这份迄今唯一通过求职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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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流程的公司说一声不舍的再见了！ 

网申：因为参加了之前美孚财务部组织的参观活动，当时说参加过这个活动的网申基本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在认

真填写网申后没有太大悬念地收到了 language test。 

Language test：在前一天晚上，看了几集 friends 和唐顿庄园，把英音和美音都熟悉了下，算是心里有底。很

幸运收到的电话是一个美国人（还是对美音最熟悉），记得当时信号不太好，整个聊天过程不是非常流畅的，因为

许久不开口说英语自己的感觉不是很好，只能硬聊，好在通过了。这里的经验就是首先自己不能慌，你自己越自

如对方也就越轻松，这样你们才可以聊天顺畅。 

群面：我们组一共 5 个人，除我之外，两个复旦的，一个央财的，还有一个也是交大的，唯一的男生。很幸运，拿到

的案例比较简单，一目了然（有同学反映其他组有些案例比较难）。大家都是学会计的，公司的问题一下子就发现

了——盈利和现金流问题，以及一些内控的问题。我一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尤其是通过之前的聊天发现至少

另两个复旦的 mm 也不是那么 aggressive 的人，所有没有抢着先说话。开始，我们的讨论是由一位复旦女生和那

位男生主导的。在讨论进行了 5 分钟左右的样子的时候，我提出由我来为大家在展板上整理信息以为最后的 pre

做准备。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加分项，因为当时小组的讨论整体有些混乱，我为大家做梳理一方面可以让大家都

静心想一想，另一方面可以争取做 pre 的主动权，同时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我们小组整体是比较流畅地做

完了整个讨论，面试官并没有提问。这里想说的一是关于面经的问题。关于面经大家见仁见智，我是一般不会参

考面经的，从本科开始前前后后参加的群面很多，每次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很固定，基本上都是看临场情况。二是

如何随机应变以及明白自己的优势所在。一开始讨论，就发现做 leader 是不可能了，当时全组其他人没有人有意

识要去写展板，我就自告奋勇了，而且我一向善于做总结，后来发现这是不错的选择，但也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还是那句话，随机应变最重要。 

终面：我是终面的第一场，之间还因为时间问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不提也罢。早上 9 点的场到，同一时间段的

好像是 6 个人吧，当时大家算了下比例，发现终面接近 10：1 的录取比。。。看网上说面试官都是一个大陆的，一

个香港或外国人，但我很神奇的是两个中国人（听她们的口音应该没有香港的）。很常规的做了自我介绍，聊了简

历的内容，聊得非常顺畅，两个面试官也非常 nice。关于终面没太多好说的，因为没觉得自己有失误了，最后没

过也没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说。。。 

 

关于这个工作机会，我觉得从 finance 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平台了，而且从和里面的工作人员交流接触看，

我觉得他们的幸福指数很高，我认为这是一个企业成功的地方。通过的小伙伴们都加油啦！ 

 

4.9 美孚 financial analyst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7079-1-1.html 

 

上周收到来自 EM 的电话 offer，非常高兴。来应届生说说我的面试过程，感谢应届生上的各位在我找工作过

程中分享的各种经验，希望大家都能拿到心仪的 offer！ 

 

美孚的招聘流程相对简单，没有标配的 OT 之类的，只有电面、群面和终面三轮。 

 

电面 

在电面之前，有 hr 小哥先电话和我预约了电面时间。约定时间之前，大家一定要找个安静、手机信号好的地方准

备好哦！不然因为信号问题没有发挥好，会很遗憾的。 

我的电面是一个男性外国人打来的。电面据说是委托英孚的外教做的，所以整个过程感觉像是英语考试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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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面试问题。问到的问题有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喜欢看什

么书，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等等。我感觉回答问题时不要过分关注答案本身的内容和深度，而是要注意语

音语调、连贯性，反正把这个当成英语口语考试就对了。 

 

群面 

电面后不久就收到了群面的通知。如约来到美罗大厦（这里要赞一下 hr，会提前半小时打来电话，确认你等不能

准时到，很周到的）。到了等候的会议室，就根据自己的小组编号坐下，顺便可以和组员聊一聊，互相认识一下。

这个时候 hr 也会把印着英文名字的 A4 纸发给大家，大家三折一下做个名牌，一会儿群面的时候用。 

我们小组一共有五个人，都是女生，大家互相认识了一下，就随着 hr 乘电梯上楼了。进入面试房间，两位 manager

已经坐在位子上等着了，每个 manager 面前还会有名牌，大家可以留一下哦，因为终面的时候可能面试官会和你

聊起群面的感受，这个时候说出之前面试官的名字可是加分项呢。 

大家坐定了之后，两位面试官首先会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没有自我介绍环节，直接就开始看 case 了。整个 case

一共 45 分钟，包括了阅读、讨论、pre 的时间，所以大家要把握好时间，当然面试官也会适时提醒一下的。 

由于美孚有规定，所以不方便透露 case 的内容啦！但是美孚的 case 是比较简单的，只有 1 页纸，然后有 2-3 个

问题，相信身经百战的童鞋们一定没有问题的~~不过据说有些 case 会涉及比较专业的财务知识，这点 lz 没有碰

到，所以 rp 神马的很重要。pre 完了之后会有 Q&A 的环节，我们组的面试官非常公平，每人一个问题，大家都有

回答机会，要好好把握哦！ 

对啦，最重要的一点，美孚的 case 是全英文的，连讨论都是！所以大家如果英语一般的话，要提前准备一下，专

业词汇最好看一看，免得想得到说不出，很痛苦的。 

 

终面 

群面结束没几天，就收到了终面通知，美孚的效率非常高的。在终面之前，先要在美孚的官网上填写 job application

（之前网申是外包给前程无忧的）。这个还挺复杂的，有 cover letter 和 6 个 OQ！lz 拖延症爆发，拖到了 deadline

前几分钟才提交，大家千万不要学我！这里还是啰嗦一句，OQ 最好在 word 里写好，再复制到网页里，否则网一

卡，就白写了！ 

提交好 job application，就会有 hr 来和你约面试时间的。再次来到美罗大厦，心情是既期待又紧张啊！这次面试

是二对一，两位面试官面我一个人，并且依然全英文，压力山大。由于这次是单面，所以安排在办公室里的小会

议室，大家有机会穿越办公区域的格子间，观察一下美孚的工作环境。 

每组面试官的风格各不相同，我的是宝洁八大问型的，但是有些问题问完，会有一些延生的问题。这个大家各自

准备啦，example 神马的。lz 在宝洁八大问时总是发挥不佳，这次美孚成功拿到 offer，算是有所突破。 

 

终面过后，就是忐忑的等待啦。在第二周收到美孚的 offer call 时，真的很高兴呢！这几个月的求职过程中，有许

多的欣喜若狂，也有许多的失望，还有许多的自我怀疑。不过这大概就是成长中的必经之路吧！再次感谢应届生，

感谢各位，在我的求职过程中分享了这么多信息，希望大家都能拿到心水的 offer！也希望自己攒攒 rp，之后一切

顺利~ 

4.10 美孚终面归来，发面经攒人品--Chemical--Sales Assistan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5796-1-1.html 

 

电面：外包给英孚的吧，随便聊聊身边的事儿，你的家乡啊，你爱吃什么啊巴拉巴拉的，这一轮刷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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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是很高的，我身边的接到电话的，基本都进了（ps 楼主理工科，理工科学生的英语平均水平大家可以自行脑

补 ）。 

 

群面：群面是在高大上的万豪里面面的，全英文，我们组的讨论一直在跑偏着 ，但只要你把你的思

路说出来，配合团队合作就可以了吧，反正楼主就是这么过的 ，个人觉得还好，不是很难。最后两个面试

官给了很中肯的建议，瞬间就觉得这家公司的人很 nice 啊，嘿嘿    

 

终面：面试形势：一对 2， 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具体职位他们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太紧张完全木有

听明白  

    具体过程：我是两点场的，一点左右就到了，是在交大旁边的紫星路那边，坑爹的打的用了 50 大洋 ，

早知道就地铁过去。面试的全程支持还是由前程无忧的 HR 来负责的，先在一个大会议室里集合，然后再领你到

具体的小会议室。我有点奇怪的是在集合的大会议室里还有两个美孚的工作人员，也不是 hr 的样子，很淡定的在

那里办公。不知道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办公了所以暂借那里呢，还是说是行为面试官。额，要是行为面试官的话，

想想怎么都有种恐怖的赶脚……  

    然后到了两点就被领过去受虐了 ，说实话两个面试官都很 nice，只是在说完自我介绍后，让我说一下

校园活动里最大的 achievement，这个是有准备，但是到了现场完全背不粗啊有木有 ，自我介绍都是背到

半截卡了壳有木有 ，然后自我介绍完那个美女姐姐就一直邹眉头啊有木有 ，她一皱眉我就感觉马

上要跪了的赶脚啊有木有 。然后宝洁八大问的部分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跳过了，尼玛老子吐血准备了三天啊，

中英的啊啊啊啊啊，都木有问到哇 。都是根据你的简历的来问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啊，你为什么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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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啊，你觉得 sales assistant 是神马呀。蓝后，那个印度哥哥对我的辩论队经历很好奇，就很 nice 的问啊，说

你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啊，你自己选择的吗，为什么啊，你觉得辩论赛最重要的是神马啊……那是老子 6 年前的

经历啊，岁数大了去哪儿记那么清楚啊 ，蓝后，他温柔而亲切的说，那我们来 mock 一下吧，假设你支持

的几个 sales 对你有意见，你该肿么办？我很淡定的说给我一分钟准备下下，他们点头应允，可是，这一分钟里

我脑袋完完全全的空白啊啊啊啊，是纯蛋疼的一分钟好吗！！！！！！ 后来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完全忘记了

 

    然后他们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吗，问完就结束了，我优雅的转身，留下一地的艾桑……  

    最后总结一下吧，美孚算是我花心血准备面试的一家公司，是目前为止最认真对待的一家，不管结果怎样，

我都不会有遗憾了。最终结果虽然还咩有出来，但还是期待好的吧  

 

 

 

 

4.11 我的美孚之路 

 

我的美孚之路 

 

    之前就想好了，这是第一次认认真真的找工作，怎么样也要对得起自己，不能马虎。找工作就想找老婆一样，

宁缺毋滥，我做事情一直都是这个原则，不能凑合，要做就要做好。于是在九月底开始了我的网申事业，拼命的

写简历、投简历，原则就是一个宁缺毋滥。 

      第一份简历我献给了 Shell（壳牌石油），因为它 10 月 7 日就截止了，后来的就开始多了起来。可能是本科是

石油类高校的原因，我一直都很亲睐这个行业，而且工资真的很高，后来投了 BP（英国石油公司）、Exxon Mobil

（埃克森美孚石油），还有安东石油、斯伦贝谢等，总的来说感觉蛮好的。但是结果是悲惨的，首先是 Shell 在十

月初就发给了我拒信，让我很不爽，虽然它很牛。 

      十月中旬 EM 给了我电面，说来惭愧，提前一天公司就已经说了明天 15:00-16:00 会有 EM 的电话面试，我也

没有当回事儿，等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一点，真的来了电话，一个叫 Joe 的人一开始就 balabala 的开始了电话面

试，而且是全英文的。我也没有什么准备，本来就知道这个职位太难了，才招三个人，于是我就用自己都听不懂

的英文和他狂说了一顿。他先用很纯正的美语要我自我介绍一下，我也没客气，就用纯正的中式英语介绍了一番，

他听了之后反而更 High 了，又 balabala 的问了一堆问题，问我“你有什么爱好”“你怎么看历史是一位老师”，我也

没想太多，也回答了许多，和他狂扯了几分钟。最后他说了一句我的英语 perfect，哈哈，当时把我乐坏了！后来

也没有想太多，尽人事听天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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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的时候，接到了 EM 的电话，说我进了二面，在 11 月 8 日在徐家汇美罗大厦美孚的上海总部面试。

我当然不能怠慢，反正英语就这样了，不是太好，但肯定不会太差，毕竟是复旦的学生，总不能给学校丢脸吧！

从学校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一号线到了徐家汇，找到美罗城，然后就是美罗大厦。个人觉得不是很气派，因为

昨天才从环球金融中心 43 层下来，今天这个才 17 层，心里有点落差。进了美孚办公区，前台的 MM 很可爱，也

很热情，问我的名字，我说 Bolink，于是带我到了泰山厅（等候区）。过了一会儿，突然看见好几个哥们和姐们拖

着行李箱进来了，我心里顿时“汗”了一把，心想这几个是干嘛呢！后来聊天，才知道两个男的是北大光华管理学

院金融学的硕士，女的一个是浙大的管理学硕士，刚刚从杭州赶来，另一个是悉尼大学金融学硕士，长得很漂亮。 

      我们都是应聘的 Finance，心想我一个学法律的，能和这些专业人士比吗？而且，好像我投的不是 Finance，

是 Sales&Marketing，被人调剂了还说不定呢，不管怎么样，硬着头皮上吧！进去以后是一个英国人和两个中国人，

英国人坐中间，两个中国人坐旁边，可能是好久没有听英式英语了，我开始不怎么适应，后来才好些。我真佩服

他们的工作效率，一上来就是两个全英文的 Case，连自我介绍都没有，每个 Case 是 10 分钟阅读和讨论，5 分钟

做 Presentation。 

      Gash！时间太紧张了！第一个 Case 是说“X 公司在中国近三年来开展了 aggressive approach of expansion，成

立了三个 branches in Shanghai，Beijing and Nanjing，还有很多 Offices，聘用了很多的人，然后又和一个公司合并，

等等的，最后财务出现了问题，要向 GM 报告，提出问题，并作出解决方案。”第二个 Case 要稍微简单一点，是

说“EM 公司在和 Sinopec（好像是中石化）关于 supply 出了问题，作为 EM 的 Supplier，他们要价太高了，我们要

拿到 best price，而且 paper 上还说 charge EM different prices with same items，好像有点歧视的味道（我当时就想到

了《反垄断法》），但是他们给我们的项目人员提供了去英国看美国某支足球队对赛 Liverpool，还提供住宿、门票、

机票，问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一直以为讨论的时候和 PwC 一样，可以用中文交流，谁知道全部都是英文交

流，OMG！ 

      第一个 Case，我就随便打了酱油，从 4P 说到 4C，这都是营销学中最一般的概念了，然后他们又说了一些，

什么 cut the cost down 之类的，我又讲了 cut the labor cost，说了我在 Sony(China)实习的经验，可以外包给上海外

服之类的公司。第二个 Case 我就从法律角度，给他们分析一遍，说里面有法律风险，不能从 Marketing 的角度来

看了，后来那个英国人和两个中国人就一直问我有哪些风险，我就说“According to Anti-Monopoly Law,they violated 

the terms that……”，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竟然都听不懂我说的 Monopoly 是什么，我就说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s <反垄断法>，真搞不懂这种基本的经济学概念他们没有理解，可都是专业人士啊！反正后来又追着我问

了很多问题，我这时也不紧张了，就一个劲儿的大说特说这里面的 legal risk，大谈市场伦理道德。 

      然后我们 team 里幸亏还有一个复旦管理学院的女生和我两个同门，她的那个英语简直是叫一个溜啊！还有之

前说的那个悉尼大学的 MM 也在我们这一组，我自己汗颜，虽然自己的水平还勉强，但比起他们还是有差距啊！

曾经有一段美好的英语时光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珍惜，直到失去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

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考托的机会，我会对他说两个字“NO Way！”因为心里严重受到打击了！后来我们的 EM 小组

面试就结束了，那个男的对我说，第二个案例成了我的主唱了，我不得不说这是赶鸭子上架啊！回来的路上大家

留了 MSN，觉得大家都挺友好的，还说谁拿到了三面的，要哼哼一声。很让人怀念的一次面试，总的感觉这次面

试才有技术含量，之前 PwC 的面试虽说也是全英文的，Case 比这个要难，但是 team 的感觉不是很明显，虽然也

有澳洲回来的，但肯定比不过 Sydney University，牛人也不是很多，这次虽然死了但没有遗憾，心甘情愿被我的

队友 Pass。 

     回来之后，依然还在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很开心，认识我的队友！希望他们都能多多拿 Offer！Bless all！ 

4.12 我对埃克森美孚的肺腑之言 

 精心准备的肺腑之言居然没有打动面试官，求职之路真是充满坎坷，明天又要去深圳 

面试了，破碎的心情急需收复，希望自己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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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化院的人，尤其希望化院的朋友可以找到好工作! 

 

Firstly, I’d like to talk about my story with Exxonmobil. From the story, you can see some of my personalities. 

 

My story with Exxonmobil began with the release of your company’s recruiting advertisement. I felt in love with your 

company at my first sight. I sent my application form on September 16, more than a month before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Frankly speaking, I was a bit nervous when I was in the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Exxonmobil because it was my first 

English telephone interview. About two weeks later, your recruiting team telephoned me and asked me whether I would 

like to change my position from “customer services representative” to “sales engineers”. I was very happy for this rotation. 

Unfortunately, I was in interview with another company, so I didn’t answer the phone for my mobile phone was in the 

condition “silent”. Your recruiting team dialed my dorm number again and my roommate answered the phone, however, 

he couldn’t make a decision for me. When I returned to my dorm, he told me that your team would phone me later on. 

 

I was anxious waiting for your call, because I indeed would like to start my career with Exxonmobil. I couldn’t wait to 

dial chinahr the next morning and told them what had happened. They agreed to transfer the messages to your recruiting 

team. 

 

The next few days, though I’d try my best to contact your recruiting team and dialed chinahr several times, I still had no 

reply. I didn’t know what process was wrong. I knew that Exxonmobil always keeps their promises and judging form the 

phone calls, I believed I was qualified and suitable for the position sales engineers. 

 

So I went to the hotel where the panel interview was located. After explaining my special situation to your recruiting team, 

I finally was allowed to join one group. I believed this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interview I’d ever encountered with and I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interviewers’ kindness. During the interview, we had a discussion on how to launch products 

in the USA market and how the management response to “9/11”. I was active in the interview and made the conclusion for 

the first issue. 

 

I believed I’d given a good performance, as could be seen from the words the interlocutor talking with me after the 

interview. He asked what I had brought in my paper file. After I told him these were th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when I 

did a part-time job in the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he smiled and said to me, “good preparation! Good job! 希望可

以再次见到你。(I wish to meet you again.) ” 

 

Maybe it was these encouraging words that push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career in Exxonmobil 

after the panel interview, I felt that I was ready to face the new challenge in the first or second round interview.I also 

dreamed of the exciting and challenging life in Exxonmobil in the near future. 

 

I felt it kind of ridiculous because I didn’t receive the invitation letter for the first round interview. Seeing the happiness of 

my friends when they received the letter, I felt extremely disappointed. “God must play a joke on me.As long as there is 

any possibility, I will never give up.” I said to myself. So I went to this office with my friend yesterday and told your 

recruiting team my special situation again. 

 

HR was really nice! It touched me a lot when she immediately helped me to check my situation. Only a few minute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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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her, she told me I had passed the panel interview in fact and chinahr would contact me in a 

while to arrange the schedule for my first round interview. You can imagine how happy I was. I made a joke to my friend, 

“ It was more difficult for me to chase Exxonmobil than to chase my girlfriend.” 

 

So I am here today and I’d like to talk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love Exxonmobil, I will treat it as my wife if 

I am an employee of your company. ” 

 

 

4.13 埃克森美孚人力资源顾问的建议 

张毅(埃克森美孚人力资源顾问) ：我们希望能够加入这个公司的是一个很全面的人，有着完整人格的人，他在学

业或者是在技术方面需要有所专长，但是我们希望他在各个方面都能够表达出自己的能力。埃克森美孚是这样一

个公司，他希望员工在这里长期服务，最好能到退休。在国内我们是签无固定时间合同的，在一些国家，很多退

休时都服务了 28 年，35 年，现在退休了。我们希望在中国，在将来某一天 ，我们也会很高兴地宣布，你在埃克

森美孚服务了 30 年，现在光荣退休了，我们对新的这些人来说，我们希望他不仅仅是要花全部精力在工作上，我

们希望他既能努力地工作，又能快乐地生活。如果他在学习好地同时，又能从事多种的课外工作，他是一个综合

素养高的人，而不是单独某一方面的偏才，这样的人会在公司里面可以有机会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他自己的才

能，这个是我们把课外活动作为一个筛选标准的背后的想法。 

 

网友：埃克森美孚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呢？您能介绍一下吗？我怎么样才能知道是否适合这个公司呢？ 

 

张毅 ： 这个问题真的提的很大，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界定企业文化。埃克森美孚的企业文化我觉得很难只字片言

概括出来。这跟埃克森美孚发展的时间和历程都有关系的。比如说在一个工程里面，都希望你看到很远的时间，

因为每一个工程的谈判可能要持续十几年，对人来说就要认准一个目标不要放弃，如果你把坚忍不拔作为企业的

特点的话，我们可以说埃克森美孚有这样的环境，所以他招进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从事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工

作当中又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如果说文化，这只是我很粗浅的看法，我不知道专家们对文化这些是怎么样界定的。 

 

主持人 ： 他怎么样比较直观的了解他是否适合这个企业呢？ 

 

张毅 ： 我建议他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你对这个行业了解越多，你对这个行业当中的公司就会了解越多，你

今天可能在埃克森美孚工作，明天你可能觉得在中石油和中石化更能发挥自己报效祖国的决心。可以这样说，你

能胜任埃克森美孚，你到其他的石油公司，或者是石化公司，或者是能源公司，也可以获得不错的发展，其实他

们对人的要求和对人素质的关注程度和我们是一样的。 

 

网友：我是一位面临毕业的学生，我们现在快要毕业了，对于名企招聘是特别敏感，请问有什么能让我们值得借

鉴的地方，可以让我们脱颖而出，得到青睐呢？ 

 

主持人 ： 您能不能在大学生应聘过程中给一些指导和意见？ 

 

张毅 ： 我在网上包括很多的学校的 BBS 看到很多的消息，说很多的面霸经过多少不眠之夜的煎熬制成宝典。 

 

主持人 ： 这种面经你们是觉得可笑，还是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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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 ： 我觉得那些写的非常好，我要去找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一笑）。不过对于

每一个应聘者来说，最好不要把面试看作大家都在斗志斗勇。其实面试是一个机会和挑战，这说是机会，因为你

可以坐下来看这个公司是怎样的机会，和这个公司里面的主管能够更多的更深入了解这个公司。说是挑战，其实

所有的面试都是一个了解你自己的一个机会，这样的挑战。苏格拉底的墓碑上说："人啊，了解你自己吧！"我们

知道人最难了解是你自己，在对面坐的 HR 和主管，他就是一面镜子，能够帮助你找到自己职业的目标在什么地

方，你自己的特长在什么地方，：作为一个人来说，你的弱点在什么地方，面试仅此而已。我希望更多听到，并不

是说我今天又被美孚公司给拒了，或者被某一个名企拒绝了，我希望听到，面试之后，这家公司不错，但是我不

适合这个公司，不适合这个行业，我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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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强烈推荐：应届生求职全程指南（第十二版，2018 校园招聘冲刺）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yingjiesheng.com 

该电子书特色：内容涵盖了包括职业规划、简历制作、笔试面试、企业招聘日程、招聘陷阱、签约违约、户口问

题、公务员以及创业等求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同时包含了各类职业介绍、行业及企业介绍、求职准备及技巧、

网申及 Open Question、简历中英文模板及实例点评、面试各类型全面介绍、户口档案及报到证等内容，2018 届同

学求职推荐必读。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中国领先的大学生求职网站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APP 下载，扫扫看，随时随地找工作 

http://vip.yingjiesheng.com/app/index.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download.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vip.yingjiesheng.com/app/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