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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福建电信简介 

1.1 福建电信简介 

中国电信福建公司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建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分公司，下辖 9 个市级分

公司，58 个县级分公司和 3 个直属分公司。 

 

  按照国务院关于中国电信实行整体上市，分步实施的批复和中国电信集团的要求，福建省电信

公司于 2003 年 8 月 28 日进行重组改制,成立福建省电信有限公司，并于 2003 年 12 月 15 日被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购并在香港、美国上市，公司注册资本 103.6 亿元。 

 

  2008 年 1 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了福建省电信有限公司，福建省电信有限公司更

名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统一使用"中国电信"服务商标。2008 年 1 月，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了福建省电信有限公司。2008 年 10 月 1 日,中国电信福建公司正式承接运营

CDMA 业务,推出天翼互联网手机,由此迈入全业务经营时代。 

 

  中国电信福建公司经营范围：福建省内的国内固定电信网络与设施(含本地无线环路)业务、移

动通信业务;基于固定电信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的话音、数据、图像及多媒体通信与信息服务；按国

家规定进行国际电信业务对外结算，开拓国际通信市场；电子、通信技术服务、信息咨询；通信设

备销售。经营与通讯及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咨询、广告、设备生

产销售和进出口、设计施工等业务。目前主要经营品牌及业务 :商务领航、我的 e 家、号码百事通、

天翼互联网手机、信息田园、经典固话、电信宽带、全球眼、互联星空等。 

 

作为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中国电信福建公司秉承 让客户尽情享受信息新生活的企业使命；追

求企业价值和客户价值共同成长的经营理念；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服务理念；并以安全畅通的网络、

健康环保的产品、方便快捷的服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通信支撑和综合信息服务。 

1.2 福建电信企业标志 

 

新的中国电信企业标识整体造型质朴简约、线条流畅、富有动感。以中国电信的英文首个字母

C 的趋势线进行变化组合，似张开的双臂，又似充满活力的牛头和振翅飞翔的和平鸽，具有强烈的

时代感和视觉冲击力。传递出中国电信的自信和热情，象征着四通八达，畅通、高效的电信网络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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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每一个角落，服务更多的用户；也强烈表达了中国电信"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服务理念，体

现了与用户手拉手、心连心的美好情感。同时也蕴含着中国电信全面创新、求真务实，不断超越的

精神风貌，展现了中国电信与时俱进、奋发向上、蓬勃发展，致力于创造美好生活的良好愿景。 

    标识以代表高科技、创新、进步的蓝色为主色调。文字采用书法体，显得有生命力、感染

力与亲和力，与国际化的标识相衬，使古典与现代融为一体、传统与时尚交相辉映。 

1.3 福建电信企业文化 

企业使命 

 

让客户尽情享受信息新生活 

 

战略目标 

 

做世界级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 

 

核心价值观 

 

全面创新，求真务实，以人为本，共创价值 

 

经营理念 

 

追求企业价值与客户价值共同成长 

 

服务理念 

 

用户至上，用心服务 

 

企业行为准则 

 

恪守承诺，为客户提供卓越服务 

 

诚信合作，在共创中寻求共赢 

 

稳健经营，持续提升企业价值 

 

精确管理，科学配置资源 

 

关爱员工，让每块金子发光 

 

回报社会，做有责任心的企业公民 

 

员工行为准则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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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学习，高效工作 

 

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尊重他人，坦诚沟通 

 

服从大局，忠于企业 

企业形象口号 

 

世界触手可及 

第二章  福建电信笔试面试资料 

2.1 福建电信法律岗笔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1397-1-1.html  

 

笔试有点久远，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下午 2 点开始，行测一个小时，剩下时间是性格测试。行测个人建议

在找工作前找本国考的教材看看练练。电信行测里明显数学题偏多，快 20 题吧，如果我没记错，言语有很多国

考真题，难度倒是不大，但问题时间不够。     笔试结束一个月多，收到面试通知。这次面试是福建电信总公司

统一举办的，地点在福州梅峰宾馆，面试持续了 4-5 天，可见去面试的人还是挺多的。面法律岗的至少有两组，

每组至少 6 人。现场有学生引导，休息室还有吃的，个人觉得招聘服务做得还是很不错的。法律岗的面试也一共

分两轮，第一轮无领导小组讨论，第二轮单面，就简历提问题。无领导小组讨论开始之前先每个人一分钟自我介

绍，超出的时间在无领导小组时间里扣，而无领导小组讨论时间也只给了 30 分钟左右。至于无领导小组讨论的

题目，就是典型的无领导小组题目，排序题。大家在面试之前先去看看这类有关的面试题和面试经验。其实怎么

排序不重要，重要是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还有，就是团队能力等等。无领导小组讨论完之后，

面试的考生到面试房间外的凳子上等着，依次进入面试。主要是由面试官针对个人简历，提一些专业问题，但通

常问题都和电信运行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有关，例如劳动法和民法、侵权责任法之类的。也可能问一些普遍性

的问题，例如对未来工作有什么期望，为什么选择电信类似的问题吧。 

     福州面试之后又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某天可能会短信通知你分公司面试，也就是还是得去你所报的分公司，

让那边的主管相看下你，这个过程依旧是差额面试，别掉以轻心。我报的分公司，是先 4-5 个人一组，和分公司

的老总 OR 总经理？，反正就是最大主管，见一面，每个人自我介绍下，就结束了，并没有问太多问题。再接着，

个人单独到所报岗位部门的面试室进行面试。假如你报的是客户经理，那就是由客户经理部门的人去面试你。这

个过程和福州面试中的单独面试一样，就是先自我介绍后，根据你的简历提问，再问一些该岗位可能遇到的案例

问题问你怎么做。对了，整个环节里，笔面成绩都不会公布。 

     分公司面试后大概半个月吧，可能会某天收到体检的短信。这个环节据说也曾经刷过人，所以大家依旧别掉

以轻心。体检之后，应该就是通知签约了吧，一般都会在年前完成签约。 

     个人觉得福建电信还是挺人性化的，几次接触，都觉得企业文化颇为人性，比如我笔试的时候愚蠢地笔袋忘

带了，而准考证也在笔袋里。考场的监考人员还安慰我说别着急，请示了上级之后让我登记后还是让我考试了。

我觉得如果有幸在里面工作还是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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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经验写得有点口语化，但大家应该能看清楚具体流程。希望这个帖子能给后来人一些帮助，毕竟感觉就

业会越来越难了。同时也是为我自己找工作攒点人品。最后，祝大家最终都能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2.2 2016 中国电信福建公司笔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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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39-1-1.html  

 

面试前搜了下福建电信的面经，找到的不多，也可能是我收集信息能力不够，没找对地方，比如才看到 2016

校招大礼包...因为电信面试回福州，一晃就过去一星期了，秋招已经差不多了，这几天没有任何消息，心情很低

落，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周末邮储银行笔试，之前笔试地点选的重庆，又要回学校了，折腾倒不怕，就是后悔

没规划太犹疑不定，没早点回家这边找...今天逛论坛搜笔经，看到一坛友写的，希望总是在最绝望的时候出现，

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会看到希望，很及时的鸡汤，虽然话不是新话，但人往往被一种情绪主

导，不能自已，陷入危险的境地，适时的提醒如手拨开愁云，重见光亮。从九月到现在过得太快，都不知怎样 2015

年就快结束了，目前还没一个 offer，确切地说一直在原点徘徊，虽然身边朋友也有说不在快慢，不要着急，但心

里怎能轻松呢...说着说着又扯远了，看到大家都在写经验攒人品，觉得自己毕竟也在坛里受了这么多恩惠，需要

回报，所以也来写一写笔经和面经吧，也攒攒人品，希望元旦前有个 offer。 

网申时间 9.25-11.5,挺长的时间，首页有个热门职位，点开可以看到每个职位的招聘人数与报名人数以及二者的

比例，在截止日期前可以参考职位热度修改自己的志愿，感觉挺好的。 

笔试时间 11.15，我在重邮考的，指示牌工作做得不是很好，那个楼很大，教室很偏，找了好一会儿，安安静静

的，都要怀疑自己记错时间了...到了时一个监考已经在发试卷了，门口一个妹子监考检查证件。缺考人数有点多，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有 offer 了吧。两小时，14：30-16:00 是行测，最后半小时是性格测试，纸质试卷，发答题卡，

在类型处涂 01、02 以表示行测与性格测试。我所在的一排就两个位置，旁边缺考了，但发答题卡时放了两份，

我以为是两个同时发的，都填了我自己的，半路监考检查时才知道是给旁边缺考的发的，给我收回去了一张，到

了性格测试时再发给我。带的矿泉水会帮你把外边的包装撕了，没注意有没照相或录像了。题量挺大的，具体数

目忘了，题型就是数量分析、语言理解、资料分析等基本的，觉得难度不大，但就是因为不难放松了警惕，以致

还剩几题没做完...大家考前做几套国考真题，笔试部分是很常规的，相信可以做得不错。然后是性格测试，187

道 30 分钟，其实题目之前有个银行笔试（工行还是浦发忘了，银行笔试后至今一个面试也没，伤心啊）时做过，

所以又放松了！然后高估了自己涂卡的速度，到监考提醒还剩 10 分钟时才觉得来不及了，开启疯狂模式到最后

还有没做完的...妹子监考比较心软，先去收其他人的了，但另一个男监考就不怜香惜玉了，一把夺了我的答题卡，

留我在座位目光茫然，心想完了，没机会了...这时，福建电信的一个领导在讲台发言，说到了缺考情况比较严重，

大家觉得没做好没关系，面试与大家答题怎样是没有很必然的关系的，按一定比例确定人数，作为应届生，没什

么经验，找工作要注重平台，去磨练一下才能卖个好价钱等。 

面试时间 12.2-12.6，鉴于我的笔试情况，收到面试是很开心的，而且当时又是挺久没有任何动静了，感觉又看到

了希望。觉得电信面试挺正规的，之前有听过国企比较看重学历，电信对这些证件的检查确实比较仔细，面试通

知说的那些证件（包括三方协议，有看到面经说如果没有三方协议就说明你已经签了，就算再牛人家也不要，不

知是不是这样，参加面试的人还是挺多的）准备好，到了等候室（引导员真的是初高中生，一路上立有四张海报，

分别写着问题、责任、执行、效率，记性比较好，记下来了，可惜面试时没用上），先签到，填一张表，然后点名

逐一检查证件原件，上交复印件，再找位置等候。看到有一个同学四级没过，真的没让面试。9：50 签到，11:00

左右才轮到面试吧，我报的产品运营，4 号那天是最后一组了，就 5 个人，不过 2 号时已经面过好些了，后来听

说 9:00 前也有面这个岗位的，又听说 9 月份还有提前批，招 5 个人，本来觉得相比其他岗位人数还算多的，这么

一说瞬间觉得希望之光弱了又弱...面试分两轮，群面加单面，和其他公司不一样的是，群面是不刷人的，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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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单面的机会（然后又听说体检刷人，然而我还不知道有没体检机会，言过尚早...）。我们的群面题目是给不同

市场定位的 4G 用户制定营销策略，5 分钟看题，每人一分钟陈述，我感觉题目很详细了，想到一个 4P，紧张下

除了价格忘了其他三个了...没什么话说的节奏，我是最后一个，是幸也不幸，第一个说的话我没思路，到最后，

前面四个同学都说得差不多了，我也没想到新的点...在陈述前，面试官说如果你们这部分超时，后面的讨论就要

减时，说完时面试官说我们超了一点，而且人数比较少，把原来的 20 分钟讨论减到了 18 分钟。看大家都没看时

间，做了个计时员，面试官剩 5 分钟时也会提醒。讨论氛围是比较和谐的，有个厦大的妹子在陈述时说的就比较

详细，另一个男生也比较有点子，我对这些确实了解不多，做了记录员，时间差不多时，厦大妹子对我说，你记

得比较详细，你来总结吧，我们补充，面试官提醒说只能一人总结，所以我顺势反推荐她来做总结了，其他两个

男生也比较赞同，我提供了记录，妹子总结得挺不错的，面试官还是问了谁还有补充的吗，4 号妹子举手说了一

点不同的看法，面试官问刚才为什么不提，她说刚才大家都定了，没插上吧，大概这意思，确实，4 号妹子在讨

论中话不多(其实我最怕群面了，不好插上话，但好歹做了记录)，她提了一点被否了，也有因为她没进一步说清

楚的原因，不知她这样补充是好还是不好。话说被推荐当总结还是第一次啊，不擅长，但这样再推别人估计更是

给自己减分了，后面的单面就被问到这个了，问为什么拒绝..感觉也没回答好... 

群面完就出去等待一会儿，然后按刚才的序号一个一个进去单面，面试官有提醒面完不要交流，大家都挺听话的，

出来就直接走人了，也可能毕竟存在竞争关系吧...两分钟自我介绍，然后根据你报的岗位、简历、成绩单、群面

情况问问题。问到我的有专业与岗位不匹配、大学和研究生为什么都跑到那么远、找工作看重什么、为这次面试

做了哪些准备、博弈论分数挺高的，用通俗的语言给解释下这门课的内容....其实都不难，事前也做了好多准备，

可是一到场就紧张加反应不过来啊，反正回答后都想扇自己一巴掌，出来后都可以想到更好的回答，特别是博弈

论那个，结结巴巴说了半天，把自己都绕晕了，真是无语。都是 10 分钟左右，就结束了，觉得面试官兴趣不大，

希望渺茫啊，唉，最后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出结果，说下周，关注网站，这几天没收到消息，心惶惶，今早登录网

站看到最新通知说月底才出结果，漫长的奢望的等待吧，出现个惊喜奇迹吧~~~码字太慢，第一篇经验分享，望

能给下届一点帮助。 

 

2.3 2016 电信校招经历 ing 笔试+一面+体检+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5982-1-1.html  

 

今天刚参加完二面，感觉论坛里关于四川电信很少，趁着还有印象，造福下后人吧！笔试：电信的营销岗的

笔试比较简单，基本都是行测题（不记得有没有性格测试了），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关于电信的内容，稍微做过

几套行测题的就 OK。财务岗好像有专业课考试，不知道网络技术有不有。 

一面：笔试完过了一段时间，就通知一面。一面好像都是群面形式，不管是网络技术岗位还是营销财务岗位都是。

刚开始进去坐上后，要求自我介绍并说明一个你最崇拜的人以及崇拜的原因。好多人都说的自己身边的人，我感

觉说自己熟悉的人比较奇怪的吧，面试官又不认识，我说的是马云，并且把淘宝的模式和我们应聘的岗位扯了一

下关系。 

      然后就开始无领导讨论。我们小组是关于普及落实手机号码实名制的问题，给了四个方案，让根据有效性排

序。方案有短信通知；社区密集区宣传；营业厅宣传；在商场如万达广场等场所宣传。有三分钟的看材料时间，

要求在三分钟内看完材料，并排好顺序写在纸上。三分钟后，写好排序的纸会被收上去。然后就开始挨个陈述自

己的排序并说明观点，挨个陈述完以后就开始自由讨论。时间好像是 20 多分钟，要求最后整个小组要达成一致，

但是不能通过举手投票的方式达成一致（这一点比较不理解，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全世界通用的吗？），因为我们小

组包括我在内，有三个人的排序是一致的，所以整体讨论基本是按照我们的方案进行，中间也有人有不同意见，

但我们小组比较和谐，没有很爱撕的人，大部分时候还是比较理性的讨论。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右边的女生便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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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timer，她把手机放在桌上，我也可以顺带看到还剩多少时间，加之我自知自己总结陈述能力比较弱，便在讨论

过程中有意识主导整个讨论过程，把控每个方案的讨论时间，有一点点抢了旁边女生的工作。最后剩下三分钟推

选了一个总结人，我们组唯一的男生主动担任，他先总结了一次，大家又补充了一下他的观点，整个讨论还算比

较和谐的结束了。 

       最后会有面试官提问的环节，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提问。一共有 5、6 位面试官，他们会根据之前的表现和自

己的喜好提问不同的人。因为我是学金融的，投的是营销岗位，被问到为什么不选择进银行工作？因为之前在银

行实习过，对银行有一定的了解，就 balabala 说了一些认为进银行不好的地方，觉得银行坐柜台时间太久。后来

又有一个面试官根据我的回答，问了电信也需要去基层，是否可以接受？最后还问我觉得作为女生，做政企客户

经理最怕碰到什么情况？后来还问了我旁边的男生这个问题。小组其他人被问到的问题还有交上去的排序和后来

自己陈述的排序为什么不一样？和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为什么选择放弃自己的观点？另外还有一个女生本来是

报的财务岗位，但是专业课没有考过，被调剂到营销来，问了她为什么专业课没有考过，还有一些教育经历的问

题。结束的时候，面试官没有让我们问问题，我趁没走，我问了一句什么时候有二面结果？面试官愣了一下，然

后问我是不是外地学校的？告诉我有消息都会提前通知的。 

 

体检：体检没什么好说的，反正就是空腹到指定的医院去就可以了。只是体检那天我有事冲突了出不了，又找不

到电信招聘 hr 的电话，本来都准备放弃了。还是我亲爱的母上大人一大早跑去医院，碰到电信体检带队的负责人，

跟他解释了一下。负责人很 nice 地说第二天也可以去体检。第二天去体检的时候听到某个医生说昨天有 30 多个

人没来体检，灰常感谢我的母上大人的帮忙。 

二面：体检后一个星期才通知二面，二面是在中国电信四川公司的办公大楼进行，先在大厅等着，叫到名字的人

登记了成绩单荣誉证书什么的，才可以排队到 7 楼的等候区。到 7 楼的会议厅需要填一个调查问卷，然后和简历

一起收上去。有个工作人员介绍面试流程，自我介绍+对电信的认识+对工作的期望。事实证明，二面流程之快，

完全来不及说完这些。八个人一组进行二面，我排在倒数第二，排在后面的比较倒霉，因为我说完自我介绍，刚

想说对电信的了解和对应聘职位的认识就被打断了，问我了不了解互联网支付？和我应聘的岗位完全没关系，只

好说了解，稍微解释了一句就被打断，开始进行下一位自我介绍。排在前面的同学还是可以说完的准备的内容，

只是面试官好像也是凭个人兴趣问问题，有些人被问了很多，有些人完全被忽略，都是五花八门的问题，不涉及

专业内容。同组的有两个人还是很完整的说完这些，并且可以看出面试官很喜欢他们，一个是西财的硕士，擅长

文案写作，参与过很多项目；一个是海归，貌似还是某地区电信领导的孩子。幸好我和她报的不是一个岗位，自

我安慰一下。。。 

      反正冗长的电信秋招流程就结束了，结果怎么样，只能听天由命了！希望有好结果吧，都十二月了，手上只

有一个奇怪的 offer。 

 

2.4 2015 福建电信校招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6778-1-1.html  

 

给以后考试的同学们留点东西，也算给自己攒点 RP 哈~ 

 

11 月 4 号收到福建移动短信的笔试通知，要求在网上确认参加考试。考试时间是今天 11 月 9 日下午，全国有若

干个考点，我在厦门参加的考试。 

需要自备黑色水笔，涂卡的铅笔，以及橡皮。需要的证件有身份证，学生证以及自己从网上打印的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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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报的是客户经理岗，考试只涉及性格测试及行测的知识，不知道报其他岗位的同学是不是也一样。 

今天但是在厦门考点参加笔试的就有至少 10 个考场，每个考场大概 300 人，所以估计笔试要哗哗哗地刷掉很多

人。 

厦门具体说说考试内容，考试时间两个小时，总共 343 道单选题。 

试卷厚厚一本，看起来很吓人，发下来之后我先翻阅了一遍，发现其中前 285 道都是性格测试，行测部分 58 题。 

估计了下留一半时间做后面的题也就够了，但还是飞快地开始做性格测性。 

行测部分的题分成了 6 个部分， 

286-300 是言语理解及表达类的题，大部分题型是选择恰当的词填入括号内； 

301-310 是计算题，小学初中高中数学题，你懂的； 

311-320 数字推理题，居然出了 10 题，在别的考试中没碰到考这么多数字推理的； 

321-325 类比题，就是给你两个词，然后让你找选项中类似的一组的那种题； 

326-335 图形推理题，不多说，你们都懂的； 

336-343 资料分析题，算是很简单的，至少数字都很整齐，不用在那算得头都大了。 

 

对了，今天考场不发草稿纸，说是让把草稿打在试卷上，我就直接拿我打印的准考证当草稿纸了。做完还有点时

间，就顺便记了下每部分都有几道题。 

之前有人说电信的题量大，但是今天这个不算大，就难度而言，算比较简单的行测题了，除去性格测试，题量比

福建移动今年的考试小，难度也小。 

估摸着今天参加考试的人都考得不错吧。 

 

不知道能不能进面试，如果进了话，再来这个帖子里更新面经。 

 

2.5 福建电信客户经理岗 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16 日 

 

 刚刚面完福建客户经理岗，给大家分享下我的经历。 

    下午去的时候人好多，通知说的 4 点 10 分，然后我 3 点 50 左右到的！但是现场已经好多人在等了，

跟旁边一个 MM 聊天，她居然 2 点多久到了！！！但是由于她安排的时间是 4 点 10 分，所以就一直等着。

先到先面的原则只适用于同一批次。我勒个去。。。。 

    到了就准备好材料，接受检查吧。好像它通知的原件一定要带，不然不给面试。。。lz 重点讲下面试

过程。面试分为 3 个部分，群 P，模拟推销和单面。群 p 就是 10 个选项排序，群 P7-8 个人，结束后，

一群人到房间外等着，然分成两组进去，模拟推销！她告诉你推销的东西，然后你去向面试官现场推销！

推销，lz 人生中第一次啊！lz 不会啊，，，心中千万个**在奔腾啊。结束后就是个人单面了，感觉有的人

面试的时间多，有的人面试的时间少，估计少的就没有戏了吧。unfortunately，lz 进去不到 5 分钟就出

来鸟，悲剧！~~~~(>_<)~~~~  

   整个面试过程大概就这样，跟大家分享下经验，攒 rp，继续找工作吧！ 

2.6 福建电信面试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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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号早上 7 点早早就到了梅峰宾馆二楼二东会议室，只见门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看来我去

早了，上个卫生间,进来了个女生，一看穿着正装,肯定也是来面试的。于是我们闲聊了起来，没想到她

跟我报一个岗位的，只是地区不同，还特地从江苏过来不容易啊，LZ 昨晚特地赶来福州，住了一夜。后

来陆陆续续有人来了，有个男生坐在我旁边，是河南人，报的也是技术类，我们三就闲聊起来了。过了

一会儿电信的人来了，有三个是负责报到的，我们排队拿着面试通知单给他们核对，然后回到座位上，

等着主席台上各位审核材料的人叫名字和编号，叫到名字的就上去审核材料。审核完回原位，等着安排

分组，每个组大概 6 个人左右，客户经理岗位的 8 个，LZ 很荣幸跟刚才一起聊天的女生一组，她是一

号，我是二号,我们组一共 6 个人，四个男的，两个女的，然后由礼仪小朋友（貌似初中还是高中的）

领到 4 楼会议室，其他分组的有到三楼的，同时有好几个分组一起在面试。到了 4 楼走进去一看，门口

正对面有四个中年人，大多穿着正装，每人桌上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们前方有个小椭圆桌，桌子上放

着编号，我们就对着自己的编号依次入座，我想肯定是无领导小组讨论了，桌上还放着笔和两张纸，然

后最右边的一个穿衬衫的面试官（应该是人力资源的）首先客套了一下，然后说今天面试时无领导小组

讨论，三分钟看题，然后每个人一分钟陈诉自己的观点，中间自由讨论，最后由一个人做总结陈词，时

间大概 40 分钟。LZ 刚开始想完了，最害怕群 P 了，上次工行搞的辩论我就发过一次言，结果被刷了。

LZ 工科的语言表达不行啊，不过一看题目是排序题，LZ 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这个比较简单点，只要

说出自己认为的排序顺序就行了，不用自己想很多观点。旁边的 1 号美女真的很厉害，她是整个讨论的

领导核心，确实表达能力很好，LZ 真是甘拜下风，最后我们也推举她作总结陈词。另外面试前跟队友的

交流很重要，LZ 面试前已经和 1 号美女聊了挺久的（从 7 点刚到就碰到她），后来跟 5 号美女也聊了一

下，没想到面试的时候还挺管用的，当我说出自己的观点时，1 号和 5 号美女，还有 3 号帅哥都对我的

观点表示了同意，看来考前积累人品很重要啊，意外收获。小组讨论完之后就是单面，一个一个进去，

LZ 是技术岗，问的基本上是技术问题，问了 8 个左右的技术问题，LZ 有两个没答上来，其他的答的马

马虎虎，感觉都不完美，都是简单的回答。我面了大概 5 分钟就出来了。感觉面试官都挺和蔼的，这次

面试感觉还行。由于电信要求面试完马上走，不许跟后面的同学交流，LZ 刚开始忘了，出来和 5 号 MM

聊了几句，告诉了她一些流程，还好她提示了我一下，赶紧上了个卫生间就离开了梅峰宾馆。不知道电

信是不是还有三面，希望不要有了，好多国企面试都要去福州，跑来跑去挺累的。好了，就到这吧，给

后来者一些信息参考，顺便积积 RP。 

  

2.7 电信财务岗面试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15 日 

 

 

下午第二场的，写着 15 点 50 前到，15 点 25 左右到的，第一场的还没面完，大家不要等到压哨才

到，最好早点去，先到先面的。 

    到那边就先签到，然后取一张承诺书还是啥的在上面签名吧，找个地方坐填完等人叫你名字，再去

把资料拿给他们看，接着继续等待，等待呼唤。 

    我面是的财务，财务只有一面，三对一，你一他们三。先自我介绍，没有时间限制。接着就问为什

么选择电信、还有面其他公司没等等，然后就是专业的东西噼里啪啦的出来，三个人都会问，大概问了

十几分钟吧，最后就问期望薪资、是否服从调剂、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的。。我就都不服从调剂（我报

的是市里的财务、薪资给报了 4000 以上） 

    差不多就这样吧，客户经理好像是要群面+单面，不是很清楚，有看到要群面的，不知道他们是报

什么的。其他岗位就不知道怎么面了，应该都会问到专业知识吧。祝大家好运吧，求职路上挺艰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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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心态，前行哈！ 

  

2.8 福建电信面试 客户经理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14 日 

 

本来想今晚肯定蛮多面试归来的孩子会在网上分享些今天的面试过程啥的，搜了半天居然木有一

个，让我有点小遗憾。。。正好今天隔壁宿舍一同学面福建福州连江县客户经理归来，向他

咨询了下今天的面试流程，以便后天去面的时候有个底。 

面试形式：群 P+单面。 

群 P：十个人一组进去，不要 自我介绍，直接进入无领导小组面试。三分钟看一个问题（好像是短信轰

炸的处理方式，具体不清楚），根据其重要性列出顺序，然后是一分钟陈诉观点，25 分钟自由讨论达成

一致意见，最后三分钟总结。 

单面：群 P 结束之后，我同学说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按顺序一个个进去。一分钟自我介绍，然后

面试官问你问题。因为我同学是工科生（通信相关），面试官问了他为什么不去选择技术方面的，问他

对客户经理的理解什么的，还有坑爹是叫他临场模拟销售一个热水瓶。。。。最后面试官问他你有什么想

要问的，然后他居然说木有！！然后就这么走了。。。。 

        大概就这么多，希望这些对于以后面试的人有点作用，也希望后天自己面试能够顺利！！！ 

  

2.9 电信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3 日 

 

周日参加了电信笔试。先吐槽下笔试方式是填涂卡。而且在 1 小时 40 分钟内填完 291 道题。。。如

果用计算机一会儿就搞定了。其中卷一会在 80 分钟时交上去。 

卷一内容大多是行测，有数字推理，数学运算，语文，图形推理等。没有英语。没有综合知识。占大多

数的题目都是一些情景测试题，就是给一个情况，问你最倾向于怎么做。这也算是电信的一个特色。我

觉得这类测试比较有意义。。。 

卷 2 是性格测试。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2.10 12.2 福建电信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2 日 

 

笔试的时间总共有 1 小时 40 分钟，分为综合素质和胜任素质测评，综合素质主要是指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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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测试就是一些性格测试之类的题目吧！行测的题目不难，但是后面有很多什么性格测试之类的

题目，所以总的来说时间非常紧的，总共有 291 道题目，100 分钟，1 分钟两道题。但是在填涂卡

的时候要小心，特别容易错位，所以要特别小心。最后：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望以后考电信

的学弟学妹好好复习。电信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以上仅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有说错或者说的不

全面的地方望各位见谅！ 

 

2.11 电信笔试感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3 月 12 日 

 

 潜水很久了，出来冒个泡，给以后的人积累点经验吧。。。。 

       听网上的过来人说要考行测加专业，可是人家电信网页信息就只说考行测，问了在电信工作的亲

戚，很坚决的跟我说，一定会考专业！！！ 

      本人专业电子信息工程，省内二本院校，报了客户经理一职，发现选择笔试类型的时候，选计算机

的，又没有深入学习，选通信类的，又没学网络层次类的课，由于平时自考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所以硬

着头皮选了市场营销类的，于是乎，这些天把市场营销的知识作为了重点学习项目，，，，，，特地下载打

印了市场营销专业的考卷狂做，结果行测没认真准备。。。。。。。结果悲剧了。。。。。 

       早上很早就到了福建省邮电学校这所回来百度后知道，这居然是所国家重点中专！！！汗，，，， 

       综合分析，这种卷子要是叫我那刚考厦门海关的好兄弟去考，我估计肯定进了，，，，，但是我这水

平，还没练五十套国考试卷的功力。。。。。所以自知可能很可能要悲剧了。 

      本来以为我那个职位录取比例是招 2 个人，才报 9 个人，，，，，走进考场前，心中窃喜。。。。 

      回来打电话回去问了一下，结果得到的答案是，是统一计分，就是说，没考高分，，，，，人家电信宁

愿要第二志愿的，也不给低分的第一志愿。。。。。很有道理的逻辑，到这时候令我很不爽了。。。。。 

      今天考的同志们，大家大概估个价吧。。。。。。。。到底要多少才能进笔试啊？？？？？？？？求征集

中。 

 

     大家来报个价吧。。。。。 

 

我报 65 分才能进面试，，，，，，但是自己肯定没考这么高！！！！！！欲哭无泪就是这样。。 

 

2.12 2011 福建电信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3 月 12 日 

 

我报的是福建电信人力资源岗。人力资源只有福州和漳州招聘，福州的需要研究生学历；漳州的则

需要本科以上，最好是 211 工程院校，但招聘的结果仍然是研究生优先。 

    笔试和其他公司笔试一样啦，都是行测，做的时候抓紧时间，不确定或者比较难的就直接跳过，有

时间再回头想。今年笔试是一个小册子，最后一面还有五题，很多人都没翻过来做，很吃亏啊。不过后

来也有碰到没做那五题照样通过的。所以就算没做完也不用太灰心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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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试安排在凤凰假日酒店，笔试的淘汰率不知道是多少，感觉很多人来面试，安排了很多天。面试

前需要检查证件，就业协议书、推荐表、四六级证书、计算机二级等等，查得挺严的。如果有已经签约

了的就直接说，要不和那些人要纠结很久，最后还是得拿出协议书和推荐表才行。最后体检也遇到好多

已经签约了的，一拿到电信 offer 就去违约的不在少数，所以不用担心这会影响面试。我等面试的时候，

有一个女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双方都把嗓门拉高了，我去面试的时候他们还没纠结完。就算最后不检

查你的那些东东，谁知道这会不会影响你的面试结果呢？就算不影响，也影响你的面试心情不是。 

    面试分岗位来的，人力岗面试官一共 5 个，今年只有一面，不过貌似厦门的另外安排了二面和三面。

面试问的问题很多，而且比较随性，因人而异，会问到专业问题。首先三分钟自我介绍，我说得还好，

面试多了介绍随手拈来。第二个问题是，你是预备党员，很多人入党动机并不纯粹，你自己是怎样的情

况？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这是我找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据说电信都是压力面，所以大家要

顶住压力啊~我回答的大概是，从提交申请到成为预备党员，是不断学习不断端正入党动机的过程，经

过党校还有很多叉叉叉的学习，希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就是说你提交申请的时候动机并不是太

端正？” 天啊，再迂回了一下我才绕过了这个问题。还问到，你的缺点，说了一个以后右手边的

秃头面试官还加问，还有什么缺点吗？专业问题问到了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是什么，性格测评方面的技巧，

气质类型和多血质的特点（这个说完，面试官说：多血质的特点不是这些吧？。。。 ）因为之前有

做过人力资源的实习，聊到这个实习，坐在正对面的面试官问我实习公司和电信的校园招聘相比，有什

么不同，还让我给电信校园招聘策划一个宣传口号，泪奔。。。  

    整体感觉还好，另外还有一个面试小 tips，不要太把面试官当回事。双方只是需求方和供应方的关

系，不用觉得面试官很威严，看到会紧张，真实表达自己就好了。他们阅历比我们丰富，我们自然比不

上他们，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大学毕业的时候，估计不比我们本事。 

    面完后本来说年后会通知，但其实年前就通知去各地方体检了。电信的是差额体检，体检就算通过

了也不一定会给你 offer。体检后可能会和老总面谈，随意就好。不过要是问到你愿不愿意服从调剂，大

概就是你报的岗位已经有合适人选，如果你愿意调剂可能会把你调到其他地方其他岗位，可能而已，这

就要靠自己把握了。 

 

2.13 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 月 9 日 

 

本帖最后由 wualin 于 2011-1-9 22:11 编辑 

 

一直有点疑问，为什么前面已经面完的同学一点不透露题目。今天面完了才知道，原来是电信要求保密

的。 

    但是过程可以说下，先拿号，排队，然后电信工作人员会核对下信息。叫到你了就进去面试。5 个

考官，一个接一个问你问题，有时候会笑着反问你，让你摸不着头脑：到底我回答的是好还是差呢。 

    说是问 20 分钟，我 10 多分钟就招架不住了，他们也就没往下问了。确实如前面同学写的，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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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用上，即使问到你也是死，他们会接着深入的问，问的还挺细，横竖都是死，只是死的方式不同，

估计谁死的比较好看谁就拿到 offer 了，当然不排除特别强的同学能活下来的。碰到不会的，只好笑着

对付了，总的来说今天很窘迫，特别问到了一个单位换算，居然不会，my god，还是个研究生啊，咳，

出洋相了。 

   各位同学加油，这轮审判完了，可以歇歇了。 

 

2.14 我也谈谈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 月 9 日 

 

 之前一直在这上面看，也看不出什么 

现在面完了，大概分享一下 

就一面 

早去的人就问得久，晚去的一般会比第一个好点 

看你了，要是实力强硬的话就跟他杠，问越久越能看出你实力 

唉~感觉像审犯人似的，轮番轰炸 

那时候啥啥面经，都是浮云，统统都没用 

我准备那么多一个都没中 

要是中了的话也是悲剧，他还会从你回答里面层层递进，一直问到你无力招架 

等你词穷了，就停了 

再接着下一轮轰炸，就这样，一个接一个 

那气氛，有人出来还说气氛好？ 

晕，我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是我人品不好 

至于题目吧，进去有让签字 ，不能说 

只能说这个是考综合实力的，什么都能问，问得还很刁钻 

只能看你的积累了，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了 

运气运气了 

 

大家加油啦~！ 

 

2.15 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 月 7 日 

 

 电信每年的笔面都不一样，让你们无规律可循，今年 5 个 HR 轮番炮击，什么方面的问题都有，快

让你招架不住～本人人生第一面～一开始还有点紧张，后来感觉还好，就是专业问题有点郁闷，当然在

这里不能透露了，签了协议的，不过就算说了也收效甚微吧？人家的题库量大着呢！最主要的还是要随

机应变，多说话，能自圆其说。所以说大家与其在这里有所期待还不如好好回去多看看专业课，也许本

人跨专业不才吧，确实对那些专业问题不太会～ 

就说这么多吧，5 号面完的，现在回学校的火车上，我这面试算是折腾够了。。。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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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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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