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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官方网站及论坛热心同学贡献，内容属于我们广大的求职同学，欢迎大家与同学好友分享，让更多同学得

益，此为编写这套应届生大礼包 2018 的本义。 

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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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西移动简介 

1.1 广西移动简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壮族自治区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移动广西公司）作为中国移动的子公司，是

成长并服务于广西的移动通信主导运营企业。公司紧密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把广西打造成中国-东盟

信息交流中心战略思路，以“助力广西社会信息化发展，服务政府信息化工程，履行公司信息社会栋梁

责任”为指导，充分发挥网络、服务、业务、技术等资源优势，着力打造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数字生

态系统，助力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建设。 

目前，公司在全区设有 8 个区域市场运营分公司，分别是：南宁分公司，岑溪分公司，桂林分公司，

柳州分公司，河池分公司，梧州分公司，北部湾分公司，贺州分公司，拥有移动电话客户 1200 多万户。

为客户提供“全球通”、“动感地带”、“神州行”“集团网”客户品牌的移动通信信息业务, 与 2300 多家企业合

作建设了企业信息网。客户号码段包括“139”、“138”、“137”、“136”、“135”、“134”（0 至 8 号段）和“147”，

“150”，“151”，“152”，“157”，“158”，“159”，“182”，“187”和“188”（188 为 3G 专属号码段，普通 GSM

客户无法使用 188 号码段）。 

除专属集团网品牌外，个人品牌资费分别为“全球通”、“动感地带”、“神州行”。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GSM 国际漫游通达 216 个国家和地区，GPRS 国际漫游通达 135 个国

家和地区。公司进一步延伸、优化通信络和运营支撑体系，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覆盖广西所有城镇，并

不断向农村延伸；无线网络信号覆盖广西所有城镇和 91%以上行政村；助力政府和企业信息化建设，提

出并积极推进"信息化八项工程"。2010 年上缴税收近 1 亿多元，直接吸纳和带动创造了近 6 万个就业岗

位。公司在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拥军、教育、环保、赈灾、扶贫支援等开

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动，积极践行“以天下之至诚而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企业责任观，用实

际行动践行“优秀企业公民”的理念，不断追求企业、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2011 年 广西移动用户数 超过 2500 万 

 

 

1.2 广西移动发展前景 

 

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国家战略发展部署给广西发展带来多重机遇：  

  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广西的“桥头堡”作用日益突显。广西政府积极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区

的开发和开放，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一极。  

  2006 年，广西政府提出将广西建设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区域性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

地和信息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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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珠三角合作将不断推进，与粤台港奥合作日益活跃，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将带动广西产业结构升级

和经济发展。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推进，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纳入国家战略，成为重要的国家区域经济合

作区，进一步促进了广西经济快速发展。 

 

1.3 广西移动企业文化 

企业使命 

“创无限通信世界、做信息社会栋梁” 

企业愿景 

“成为卓越品质的创造者” 

从优秀到卓越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将秉承中国移动“正德厚生、臻于至善”核心价值观内涵，以“创无限通信世界、做

信息社会栋梁”为使命、以“成为卓越品质的创造者”为愿景，不断追求卓越，努力做世界一流企业，实现

从优秀到卓越的新跨越。] 

企业使命 

中国移动的企业使命“创无限通信世界 做信息社会栋梁”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在全区设有 14 个区域市场运营分公司，移动通信网络信号覆盖广西所有城市、

乡镇、行政村，2010 年客户总数突破 2100 万户，2011 年客户总数达到 2500 万户。是广西区域通信

行业的主导运营商和协助政府推进广西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主力军，在广西百强企业排名中连续多年

名列前茅。 

 

1.4 广西移动组织概况 

（一）公司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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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公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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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广西移动笔试资料 

2.1 上周笔试等结果，怒码一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7293-1-1.html 

 

坐标武汉，移动的考点四个，比起中国银行真的少了很多。考场管的不严，考前还有人在门口发复习资料。（当时

远看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在门口看东西＝。＝）应该是有用的吧。 

考两个小时，主要是行测和性格测试。从行测开始讲吧，语文题目从简单到难，有一定递进关系，所以做起来时

间很充裕。简单题快点过给难题留时间。数学推理和逻辑分析都比较正常，和其他单位的网测差不多难度，数列

找规律有点复杂（好几个都没有看出来，哭）。这一块用的时间比较多，但是题目属于用时间也可以做出来的，所

以不用担心。整体思维（应该是这样类似的名字），和小时候的奥数很像，说白了类似于估值运算，考虑整体思维

能力，有思路的很快没有思路的估计就要很久并且很难做出来了，毕竟数字都很大。然后是资料分析，这一块真

的是，没有计算器所以计算量有点大，以及有陷阱需要仔细读题。然后是企业文化。。。我真的。。。什么都不清楚。

考了在财富榜的排名，校招的口号，移动的口号，未来的规划，上市地这些。（可能复习资料上面都有吧。 

性格测试比一般的要更科学一下，会仔细给你的选择排序，所以选的时候强烈非常强烈这种还是要记住的，不要

随便选。 

其实难度不大，但是出来了很多人反映体谅很大，我是不知道对错但是做题速度很快的人，所以感觉还好。 

造湖学弟学妹，期盼面试机会，更希望有 offer 啊！ 

2.2 2017 江西中国移动笔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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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5221-1-1.html 

 

昨天参加的笔试，去晚了没拿到免费的资料，门口有人发移动考试资料，有很多常识题。考试类型就是机考，将

近一百题，90 分钟，另外加 30 题性格测试，性格测试给了 30 分钟，一共两小时。 

90%都是行测题，数学比较多，有的有点难，溶度考了两题，两题我都不会做，还有数字找规律。完全没有英语

题，最拿手的英语题居然没有。语文病句题很多，还有排序题，选词题。时间不是很够，很多没做完。 

据说在这发帖都能过，许愿许愿许愿 

2.3 2017 中国移动安徽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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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5156-1-1.html 

 

昨天刚刚在合肥新华电脑专修学院结束的笔试，今天想想还是过来攒攒人品。之前看论坛 16 年就统一机试，不考

专业知识,今年果然亦是如此。 

考试内容就是 90 分钟的行测（包括 10 道移动常识）+30 分钟的性格测试。缺考人数 7 人左右，有个哥们 30 分钟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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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7293-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5221-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515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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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页 共 29 页 

后到的，没机会笔试了。 

行测的话不算太难，楼主就准备了 1 星期不到，言语理解部分靠 21 年来的积累了（语病真的蛮纠结，明显的还好，

不明显忘太多做题没感觉了），主要关注的是数学运算和逻辑推理。 

做题速度真的很重要，楼主自认为做题速度可以了，遇到难的数字推理都直接过的，最后时间还是不够资料分析

3 大题 15 小题，只能蒙了 7、8 题样子。后面 10 道行业知识，就写了 7 题，然后强制交卷了（我旁边哥们才在思

维演绎，资料分析都没看到。。。）考场好像还是没完成的居多问到了移动今年的校招口号校招网站上有，硬是忽视

了 

就是这样了，希望对下届有点用，也祝自己 RP 爆炸（PS：看往年经验，貌似笔试刷人不会大，希望如此） 

2.4 中国移动 2017 校招全国统一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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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5028-1-1.html 

  

楼主普通二本英语系毕业 英国排名三十左右大学营销硕士，收到四川移动，四川电信笔试。笔试冲突，选择移动。  

9 月 22 日投四川移动，10 月 12 日收到笔试预通知，10 月 22 日收到笔试正式通知，预通知时会需要回复是否参

加考试并且系统再无自动回复，全国统考，好像有个别省份地区独立考，具体不太清楚。 

后登陆网址预约考试打印准考证，都有点小插曲但都解决了，移动的企业文化给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预约考

试的网站有专门提醒长沙地区考生注意马拉松赛事，避免影响考试。 

考试当天因为堵车，当然还是我出发的晚点，迟到了五分钟，所幸平时练题都是照 90 分钟的做的所以少五分钟也

不是很大问题，考场设在一个在山上很偏远学校，竟然在七楼没有电梯... 

 

第一部分共 90 道题 95 分钟，80 行测+10 移动公司背景知识。行测：20 言语+15 数量关系+思维 10+逻辑 20+资料

分析 15 

3*5 道资料分析很简单，都是简单的运算，最后一道是纯文字，10 道移动公司的背景知识，也不难，就是有些最

新数据复习时没找到可能会有问题，我觉得只要看一遍百度百科 8 分也没有问题了 

以上两部分纯属拿分题 

 

言语出了好多“没有语病的是哪一项”...用粉笔公考做了很多国考行测真题几乎没碰到过这种题，两三道都有点

蒙...移动的行测跟国考还是有不同的，个人觉得言语部分稍难，选项都磨棱两可的。 

也有选词，段落大意，句子排序等，题型较全面。 

数量关系就是数学应用题，简单的把答案套进去验证就行，难的直接蒙。 

思维记不太清了，好像有点奥数的感觉，数学运算的那几道好像都不会，有道题印象很深刻 1/2014 加到 1/2017

分之一的整数部分...完全没有挣扎，纯蒙。数推不太难大概三五道的样子。 

逻辑就是图推，真假话之类的，基本都不太难。 

然后 95 分钟结束，第一单元就关闭页面了，接着做性格测试。 

这种性格测试我之前没有见过，就凭感觉的点的，30 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差不多不到 15 分钟就提交了。 

 

考场监考严，组织纪律好，氛围好，电脑运行情况很好。唯一不好的是考生素质有待加强，上小学初中进机房老

师就让每次离开座位时都要把凳子推进去，我那个考场除了我没发现有人推进去，地上还有废纸。 

 

考试心得： 

移动的题我觉得出得不是特别好，简单的大家都拿得到分，难得大家都不会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能大部队拉开差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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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就是奥数冠军啥的我怀疑...当然也可能这就是移动筛选人才的策略 

虽说自己连着模拟考试了一个礼拜，但是考试的时候还是蒙的，都是行测题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考试时间是肯定不够的，第一部分快结束的时候，听到满场都在狂点鼠标，我做题的策略是先做简单的难的放最

后，对我自己而言经过多次验证觉得还是有效的，但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行测题还是得多练，我练的还是不够，整个考试一道见过的题都没有，相似的好像都没有，行测就是这么神奇... 

如果移动再这么出资料分析，资料分析可以不用提前复习了（注意前提条件），移动公司的相关信息一定要看，送

分题，真希望 90 道题全考移动公司的背景知识，我保证把移动大事记背下来。 

 

综上所述，我还没有见过哪个移动的笔经比我的全啦，昨天刚考完新鲜出炉的还是。 

 

许愿部分：话说昨天有够虽，1.考试迟到，2. 回家时被后边上来的车剐蹭了，虽然就一点点小划痕但是对方司机

态度不好报案警察说小剐蹭不管，哼。3. 出高速在收费站排在我前面的是前男友的车。 

四川移动给我面试通知和 offer 吧！ 

2.5 【总结】【笔试】2017 中国移动上海-市场策划助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4947-1-1.html 

 

一、时间：2016 年 10 月 06 日网申，10 月 23 日收到笔试预约时间，全国统一 10 月 30 日下午 14:00-16:00 进行笔

试 

二、内容 

行测（各种题型 80 道）+移动文化题（10 道）+性格测试，前两部分是放在一个 section 进行，共 95 分钟，自由

安排时间，时间有点赶；后一个部分 25 分钟时间很充足 

三、其他 

1.记得提前下载和打印准考证，并阅读准考证上的须知内容 

2.现场提供草稿纸，走之前要回收 

3.因为是全国考试，所以不同分公司的笔试成绩也是按照这次 

2.6 上海移动 28 号在线测评（市场）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28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6866-1-1.html 

 

大概六七个部分：1.10 题 10 分钟，语义判断? 【正方形：边长】 相当于 ：a. 矩形：对角线；b.圆形:半径。。。。 

2.10 题 10 分钟，逻辑题，类似于下面哪种说法最能支持上面的结论 

3.计算题，根据图表衍生的一些题目 

4.图形题数字题？六边形的花坛种树，保证每一条边有三棵树，则以下哪个是不能满足条件的数字。11，12，15，

18 

5.6 都是 100 多题的性格心理测试，不限时间，我做的真的都快睡着了 

后面又来了大概 20 题情景题，选择自己倾向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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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不难，也用不到 2 个小时，然后做完后就可以直接查看你的分数，我是 58\85，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明白。。。 

在线, 上海移动, 心理测试, 解决方案, 对角线 

2.7 2016 年春招深圳移动测试岗笔试流程与内容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22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6098-1-1.html 

 

回报论坛！！！笔试前在论坛上找到的以前的经验帖子，很感谢原来前辈们的奉献。考过 3,4 天后才想起来分享，

有点忘记了楼主冒死拍下的笔试真题！！！！链接：http://pan.baidu.com/s/1c1mYiSo 密码：7vyu。。。。赶紧下载，

以后有可能就被和谐了头天下午去北京大学参加北大的宣讲会，被虐的不行不行的。然后晚上就去找人喝酒排解

郁闷。。。。。所以头天完全没有复习，考试的时候就悲剧了。。。。。今年也是在北京邮电大学，起的晚，没吃早饭。

饿着肚子考的。一共 16 页，前面是行测题真是在考验人的智力，反正图表类啥都不会，随意蒙一下，，，等到专

业课也真的是看本事了，啥都不会。。。一个人一个座位，有几个老师看着像学生，监考。。。。需要铅笔涂卡这个笔

试和三星的笔试时间撞上了，LZ 觉着三星的那个更不靠谱，就放弃了，听说三星的这个考试一个人只能考一次，

我这是主动放弃了，估计以后也不能参加了。三星我也很喜欢，真的是选择问题呀！！！来积攒 RP，找工作真的好

累！希望大家都能如愿以偿吧！ 

 

2.8 广西移动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3061-1-1.html 

 

笔试归来。 

22 号收到中华英才网短信，说可以参加笔试，让选择笔试城市。全国笔试地点挺多的。

26 号收到确认笔试消息。 

不知道是否全国笔试题目相同。说说我的笔试内容吧。 

我是金融财经类。 

考试内容：行测+专业知识。 

时间：2 个小时。 

考试题型：单选，多选。（需要涂答题卡） 

专业知识主要考的会计、审计、还有几道财管。知识面挺宽的。单选+多选（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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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较简单，有数量关系，言语理解，资料分析，常识，题量 60 道，可以做完。 

 

 

感觉专业答得一般，明显是外包给中华英才网搞的笔试，监考的人，还有试卷上都写的 中

华英才网。 

 

 

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广西移动招聘 为什么没有要我们选择广西区内的具体分子公司呢。

大家都没有选吗，哪位同学可以解惑下。 

 

2.9 广西移动金融财经类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1 月 29 日 

 

时间：2011 年 11 月 29 日 10 点 30 分至 12 点 30 分，地点：广西大学某教学楼某教室 

     总体来说，题不算难，但题量比较大，两个小时做完 100 道一般测试（类似行测吧），加 60 道金融

财经专业测试题。一般测试题型有数字推理 5 道，数字运算 15 道？图形推理 10 道，言语理解与表达

15 道？逻辑推理 20 道，常识 10 道，资料分析 15 道等，对了，还有个什么排序题 10 道，不是段落排

序，就是短句排序，不难。国考历年的原题有十多道吧，总体来说比较简单，可能逻辑的阅读量有点大。

为了合理分配时间，我把逻辑放在最后做，有点赶，最后没做完。。。。金融财经专业测试题主要涉及西

方经济学、财务管理、财政学的知识，比较简单，但学得太久几乎全忘啦，单选，多选，加上判断正误，

总结完毕，欢迎拍砖。 

  

2.10 有感于今天的移动考试  

法律——首先，说下时间，今天的考试总共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考基础知识，半个小时考专业知

识。 

其次，考试内容，第一部分是基础知识，基本就是行测类的，相对国考的难易程度来说，比较简单，个

人认为 90 分钟时间过多，因为总共才 75 道题目；第二部分是专业考试，总共 10 道单选，5 个多选，2

个简答，2 个论述。这让我着实郁闷了好久，因为感觉题量太大，时间不太够用，也许是自己没有把握

好时间，也没拿表可做参考，也许可能题量也稍微多了，因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做完行测后，只

有半个小时时，监考人员发专业试卷下来，哎，悲剧啊！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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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页 共 29 页 

2.11 广西移动考场有感  

广西移动北京地区笔试，综合管理岗。 

 

笔试分为两个部分，行测以及专业测试。行测是 75 个选择题，有的题目真是简单得可以，我还怀疑是

不是我跳陷阱了。专业测试 30 分钟，10 个选择，5 个判断，2 个简答，1 个论述。 

 

对于考试流程不太满意，为什么要选择在北邮如此昏暗的一个教室，冷得我一直吸鼻涕，而且座位的安

排也是人挨着人，中间没有空一个座位，非常不舒适。 

 

最重要的，是考官考前没有强调考场纪律，所以在考试中，亲眼目睹了隔壁的 R 大女生拿手机上网搜答

案，虽然不肯定是作弊，但如果不是，为何那么紧张，老师一来就把手机赶紧扔抽屉里面，老师走了就

偷偷地看手机写试卷。所以 R 大这位同学素质堪忧啊。。 

 

2.12 广西移动笔经  

广西南宁生源的，在广州，小硕，报法律岗的。在华工考。一个是考基本能力测试，跟公务员题目一样，

题型齐全，所以师弟师妹们要早早看行测啊，客观来说很简单，但是我数学题一个都没做，看数字头就

疼，都是猜的，本来想全选 B 的，但担心 HR 说都是猜的印象太差了，所以大部分选 B 了。除了数学题，

其他的我基本都会做，真的很简单。还考专业题，我考法律的，都是基本常识，居然有简答题两个，案

例分析两个，其中一个历年司考题，说真的，这些我都不确定答案，没好好读书的后果。行测题一共 75

个，专业选择有单选多选一共十个左右吧。就这些。希望可以进入面试回去建设家乡。 

2.13 广西移动公司笔试之路 

2010 年 12 月 20 号，2:30 分。准时在广西大学二教 101 考试。在这之前，为了这个“朦胧”的笔试，

我上网加了很多论坛，都是有关广西移动的笔试、面试信息的。有史以来那么积极上论坛。在各位

前辈东一句西一句的经验下，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初级会计那本教材翻遍。此外，还延伸到高中的

数学公式。还看了一点公务员的行政测试。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等到真正拿到基础题那份试卷之后，

才发现:tk_39 ，那些逻辑题、数学题和奥数有得一比，甚至就是奥数的经典题目。可是:tk_28 ，我

勉勉强强做了一点，其他的都是猜了。前面那几道语文题，凭着我仅存的“文学细菌”，连猜带蒙。

总之，基础知识那份试卷，让我:tk_13 。考到大半时间（不太记得具体时间了），又发下一份试卷，

这份试卷是专业知识的。幸好简单终于在这里找回点自信。 

     希望……能过……然后……面试…… 

2.14 广西移动 笔试回忆 

既然大家都在等面试的通知 不如回忆下笔试内容 即使没进下一轮 也可以为学弟学妹们留点有价值的

东西 顺带再攒些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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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笔试是定在西大某教室 报的是综合管理类  那天数一下 大概这一职位的去了 8.9 十人吧  

 

呃~~~还有些是名单上没有 后面临时加的 

 

这几个月应聘多了 对这些都看淡 “空降兵” 呵呵 只要是好的单位 都少不了个把吧 

 

回到帖子主题 笔试内容不简单不难 2 点半考到 4 点 

 

一个半小时的行政能力测试 这个没啥好详说的 也没啥具体复习的 大家平时多练练 各种笔试总归是

有好处滴 

 

半小时专业测试 综合管理类 

 

论述题(1 道)：你怎么看待管理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简答（2 道）：人员配置原则；———————————————（忘了）。 

 

选择 判断各 10 道  具体细节不太记得了 多看看《管理学》是没错的 

 

第三章 广西移动面试资料 

3.1  广西移动 2016 校招市场营销岗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0027-1-1.html 

 

地点：南宁双拥路桂春路 2，移动培训中心 11 楼。 

流程：按分组情况，交材料验收，写好自己铭牌，排好队领到 12 楼面试室。 

形式：无领导加半结构 

无领导又不是典型的无领导，八个人一组，一共分为两队，每队都是一样的题目，四个组员讨论得出方案。但是

是可以围起来，靠近，小声讨论这样。而且时间只有 10 分钟，一下子就过去了。建议题目要申好，要求看题目

要点，比如目标。方案要具体，量化，不要说一些很空泛的词语或者描述。比如这次讨论题目是在高校间用线上

推广的方式推广移动 APP 客户端。但我们另个小组说了很多，都没说到点上，完全很模糊的那种。比如目标也不

是量化的，应该是要达到多少多少的下载量这样。不要说些空泛，没用的话。 

 

半结构：被问得比较少。如果有移动的实习或者类似通信的实习，或者专业对口比如市场营销的话，就会对你多

问，4P 理论，SWOT 分析。还有问了最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网络营销案例，工作找的怎么样了。感觉很注重互

联网方面的东西，专业点的问题都是往这方面靠的，可能是互联网行业实在发展过快，移动也很想用自己的 APP

占据一定的市场，形成自己的 APP 大数据吧。 

 

感悟：其实往互联网这边靠没错，但是对于大部分都是要下乡的下县的本科生来说，这种议题就有点太远了，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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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感觉对于互联网的应用和重视推广，感觉没什么。不知道这对不对。 

 

楼主主要来打酱油了。祝大家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收到体检，录用通知的也可以在这儿回复一下啦 

 

3.2  2016 广西移动计算机类面试经验【求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0995-1-1.html 

 

楼主是 8 号面的，从北京跑回广西面试，一下火车钱包被偷，连搭公交的钱都没有，各种心酸，庆幸的是身份证学生证

都还在，终于回到北京了，也来发发经验贴吧 

面试地点：南宁桂春路 2 号广西移动培训中心 11 楼，在一楼前台签到 

面试过程：10 人一个小组，先半分钟自我介绍（姓名、学校、专业、期望工作地点、是否愿意下县，基本就说这些），不需

要自我发挥，楼主想自我发挥来着，直接被打断了，说不需要说这些；然后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同一个题目，分成两组讨论，

就给 8 分钟讨论；然后是面试官提问，我们是计算机类的，基本是根据简历上的项目经历提问的，各种技术性问题，楼主是

信安的，被问了之前码的程序登陆过程怎么保证安全、http 和 https 的区别等等，因为之前不知道是问技术，没做过准备，好

多知识都不是很熟悉了，好多没答出来，但是还是求 offer 啊！ 

 

3.3  广西移动 2016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2354-1-1.html 

 

面的是移动财务岗  面试时间 7-11 号   楼主是 11 号下午时间 1 点半要求到   好像 2 点半左右才开始面   前面都是收材

料   那天是移动最后一天面试  舍友是第一天面的  说她被调剂到市场营销组 面试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是因为财务岗人数有

限    楼主很怕自己也被调 最后没有被调~~还是财务岗  好幸运        楼主是第二组 那天下午财务岗一共三组   6 人一组 

进去以后每人一张草稿纸 依次自我介绍  还要加上自己的意向地点  然后面试官开始问专业问题  三个问题  各个问题可以有

四个人回答  半分钟思考时间打草稿  之后回答  抢答呗  不过你后面还有想法 他也会让你答的   楼主之前查了下以前的面

经   有一题一模一样  感谢那位楼主~！ 就是说 “内部控制在企业中扮演什么角色  ”  虽然忘了一些 但是还是答的不错   第

二个问题 是早上面试的小伙伴有告诉我们她面的 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她早上其中一题  然后我又可以答啦  题目是 

“ 内部控制的手段  ”   最后一题是 财务报表分析 你怎么分析  楼主是财务管理专业的 有上过财务报表分析这门课  然后就

从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几个方面说了下    我抢答两次第三个答  一次第二个答   后面面试官有挑三个人 让

说下对自己的评价  还最后问了一次意向地点  三个人之中有楼主嗯~ 出来之后 ，听第一组的同学说 他们也回答专业问题之

后 抽了三个人答 可能是对有兴趣的问吧~~ 

      面试官说一月中下旬这样会通知结果    问了下小伙伴的问题有：1.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区别  2.通信业的营改增你怎么

看 ？是税负减少还是增多？  3.纳税筹划的手段   然后加上楼主在上面提的三个问题~~完毕~! 希望得到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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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广西移动 12.7 面经【终于记得来写一发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3821-1-1.html 

 

广西这边的板块好少人>< 就写一下移动 12 月 7 日的面经吧~~ 

 

LZ 是省外的 211、985 的本科毕业生，大概 10 月份还是 11 月的时候广西移动校招组来我们这边的一个学校进行了宣讲~当

时 LZ 还兴冲冲地和同学一起跑过去~宣讲的时候说今年广西招 600 人（全省，包括县域）T T 然后宣讲后有一个小面试，但

是只限参加宣讲的前 30 名（大概是因为场地原因什么的然后就只面试了一小批人，后来事实证明这次面试没有意义 QAQ） 

 

网申之后大概 10 月 28 日还是 30 日会有个全国统一笔试【笔试内容不记得了…因为之后 LZ 参加了好多银行笔试… 

 

笔试之后过了一个多月 LZ 才收到短信和邮件通知说要做一个性格测试，当时我都忘记了移动了 QAQ 做完性格测试之后，过

几天就会发一个面试通知。LZ 是 7 日下午 1 点 50 场的，是到南宁青秀区的那个移动培训中心 11 楼。因为当时 LZ 几乎每星

期都要去南宁 CPB 那一片商圈面试所以非常快地找到了那个地方。 

 

去的时候先在一楼保安处签到，当时就看到名单有好几张，黑压压的全是名字，省内省外的都有。签到之后保安还会核对你

的身份证，之后才让你坐电梯上楼。 

到 11 楼之后，就到了一个大的房间里等待分组和审核资料。有好几个负责审核和分组，当时那个房间里人还不是很多。后来

等待的时候就有一个主管（？）还是什么的人在前面说，因为金融财务岗人数有限，就把你们调到市场营销岗【==LZ 当时

是拒绝的，又要面销售…不过既然来了就先面一下吧。于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等到了快四点才到我们这一组。 

 

面试的形式就是一个无领导＋半结构，无领导的题目就是”在高校推广移动的飞信业务”,十个人分成两组，每组在 20 分钟【具

体不记得了】内讨论出一个方案。当时 LZ 组因为每人计时所以讨论过程中忘记时间了 ORZ…..然后总结的时候就..LZ 被一个

男生推选发言啊啊啊啊啊啊！但是我当时还没听懂那个男生的方案是什么，而且很乱= =于是 LZ 就转而让那个男生总结了。

最后说完的时候中间的那个主持无领导的 HR 就问了两个总结的几个问题： 

1、为什么是你代表小组进行总结？ 

2、你们是什么时候选出总结者的？【这个针对的是我们组的那个男生因为我们是在要发言的时候才决定的】。。。 

之后 LZ 和 LZ 旁边的也被问了，大概都是根据你自我介绍和简历中的问题问的，还有就是对于分配地点的问题什么的.LZ 那一

组还有一个在麦当劳总部实习过的【震惊脸..】 

 

问完之后这次面试就结束了，忘记了当时是 7 个还是 8 个 HR 坐一排，然后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时候还会走下来看你们每个人

的发言 = =当时还挺囧的不过 LZ 当时根本没在意他们就直接进入讨论主题了。 

 

听说通知会在一月中下旬出~希望大家都能在年前拿到满意的 OFFER！~其实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啊~ 

 

3.5 广西移动金融财经类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175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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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面试之前也曾在 BBS 里搜索面经，发现广西移动的面经少之又少啊，现在说说自己的经历，希望可以帮

到学弟学妹们  

我们是 8 个人一个小组，而且是第一组啊~~不知幸或是不幸~~~有四个（还是五个？忘了 ）面试官，主

要是中间两个面试官在问问题 

和我在 BBS 里面经里了解到的面试形式完全不一样啊啊 没有无领导小组讨论！没有一分钟自我介绍录像！

录像！ 

 

开始就是自我介绍，要包括姓名+学校+学历+专业+籍贯+意向工作地点 这些基本信息 

 

之后问了两个专业问题（大概） 

1、财务管理的作用 

2、内部控制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 

 

最后就是由面试官根据个人情况随意提问 

 

就是这样啦，希望能收到移动的好消息 

 

3.6 谈谈广西移动金融财经类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6834-1-1.html 

 

参加移动金融财经类面试归来，谈谈经历，供之后师弟师妹参考~ 

首先，面试形式。今年移动不同专业的面试形式不一样。据我所知，市场营销是 12 个人

一组，进去后分成几小组讨论（也听有人说 是几小组 pk）哈哈，还好楼主的面试没有

pk 环节，不然肯定吵不过。 还有计算机类，是自我介绍+考官提问。这里就不多

说啦。 

说说金融财经类的面试吧。当时楼主到了签到地点，整整两大张签到单子有木有，我以

为所有金融财经类的就在上面了，结果只是半天的有木有。。。结果那半天目测只来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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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0 人。 

一组分了 6 到 8 个人，楼主在第五组，等啊等啊等，第一二组都是一个小时，从第三组

开始每组就 40 分钟了。 

说说面试形式：自我介绍+专业面试 

据说大部分都是研究生，移动似乎挺喜欢研究生。但这仅针对简历筛选环节。其实本科

生也不用怕，因为只要能进面试，面试官的直观印象还是你的面试表现。 

第一环节，自我介绍。这里自我介绍有必须介绍的内容（姓名+学校+学历+专业+哪里

人+志愿在哪里，可以选两个。然后说说人生中难忘的经历）限时一分钟。 

结果很多童鞋洋洋洒洒的介绍了很久。面试官没有卡时间，虽然介绍时间长一点可以加

深了解，但事实上，lz 觉得面试官也觉得时间很紧，但碍于面子没有叫停。比较扯的是，

面试的时候看到某位面试官在眯着眼睛养神，还有接电话的，哎呀妈呀。 

第二环节，专业面试。网罗了一些组问的问题。 

1、说说你对移动通讯业的竞争对手及未来发展的看法   

2、营改增对通讯业的影响   

3、从财务角度谈谈租女友回家过年的现象   

4、三大财务报表  

5、内控问题   

6、什么是财务管理 

恩，知道的就这些。不知道对以后有没有借鉴性，大家随意看看~~~ 

 

 

然后就是一位美女说，大家回去等消息，30 号之前会发线上测评的通知。可能还会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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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沟通的电话，1 月中旬会出体检通知，1 月底会出签约通知。 

 

 

各位同样面试完了的看官~ 

 

请问 19 号还有金融财经类的面试吗？ 

是否所有人都会收到线上测评的通知？ 

移动并没有公布总共招多少人，每个县市是否招人，是的吧？ 

如果有消息了，大家互相通知通知，交流下~ 

 

3.7 广西移动 2015 校园招聘面经（计算机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5492-1-1.html 

终于等到我大广西移动的面试了，下午 13 点 50 签到，审核材料，我是第一组，审核完

材料一组人就去面试了，我是计算机类，的，首先是自我介绍，自我介绍有要求的，1 分钟内交代完你的学校专

业，家庭住址，期望工作地点（两个地点）是否愿意到县城工作，能接受到县城工作几年？学历，大概就是这样，

木有无领导小组讨论，然后所有人自我介绍完后 6 个面试官就开始逐一问问题，我们这一组是 10 个人，楼主比

较悲剧，被问了一个专业问题，没回答出来，直接跟面试官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了！！！但还是求 offer 啊！！！楼

主这一组有 4 个研究生，面试官对他们好像很感兴趣。问了好多问题！！！求 offer 求 offer 求 offer！！！ 

 

3.8 2015 广西移动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4516-1-1.html 

 

第一次写面经，也是为了攒人品~注明 LZ 非大神，只是一介小女子~奔波于各类面试场，只为一份 offer ~

因为广西移动是 LZ 很想去的公司，所以第一次写面经来攒人品~求 offer 求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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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移动的校招一般都是在每年的十月份开始的，大概十月底就会有网申了，中华英才网就是移动的好伴侣了~

想要网申的同学一定要多留意各大招聘网站，不要错过了网申时间。LZ 是有双学位的，不知道中华英才网是不是

抽风了~居然把我的第二学位放到了第一学位上，这让我在后面的笔试和面试都纠结了好久 ，所以大家网

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清楚学历的排位顺序。 

LZ 申的是市场营销岗 

广西移动的笔试跟其他一些国企的差不多，综合能力测试+专业知识测试，综合能力也就是所谓的行测题，相对于

其他的企业而言，这次的笔试还算不难，专业知识的话，营销的专业知识都是很基础的，套着一些大理论就基本

都能答出来的了。 

笔试之后大概一到两周就有面试的通知了，面试的通知是以邮件的形式发出来的，说到面试通知不得不说广西移

动真的是太 sweet 了~发短信确认之后还会打电话确认。跟广东移动一样，面试的时候需要带上很多材料，所以参

加面试同学一定要认真看邮件通知，尽早准备好相关的材料。 

无论是网申还是笔试还是面试，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中华英才网上边给出来的简历编号，因为这个编号将伴随你

的整个校招过程。 

面试是 12 月 15 号上午 8 点在南宁，广西移动的面试统一都安排在南宁，以至于 LZ 早上去签到的时候还看到有

同学大包小包的刚下火车的。面试当天天气真是不给力 ，一出门就下雨，为了不迟到果断要六点半就出门

了。在一楼签到之后就直接到 11 楼培训中心等待了。然后 8 点就准时开始分组和收材料了。移动的面试是群面，

8 个面试官，8 个应试者，主要环节就是自我介绍，自我介绍是要按照面试官给的模板来的，然后就是小组讨论，

最后是面试官提问，LZ 很不幸的被分到了第一组，打头阵呀，这还不算什么，最不幸的就是 8 个人里面只有 LZ

一个本科生，其他的全是大神呀，各种海龟，各种硕士，简直要泪奔了 ，LZ 心理面的草泥马真的是奔腾

而过呀，好像抓着师兄问问到底怎么分组的呀 ，为什么要欺负我是小本科~~~~自我介绍尽量简介一些比

较好，毕竟要按照模板来，小组讨论的话，这种大家都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当队友来了一

句 4P 理论是什么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了天空乌鸦飞过了~不吐槽，会很无力~~~面试官提问也没有太多的针对

简历或者专业知识，就了解了一下就业意向地区和一些自身情况而已，面试官会比较想了解就业意向区域，是否

愿意到县级单位去，也就是到基层去啦~~~广西移动的面试，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让人觉得无力的，小组讨论居然

是排排坐，以至于 LZ 总是听不到与我相隔甚远的男同学在说什么~~~面试官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专业提问~~所以跟

同学都很好奇，到底面试官的评定标准在那里~~所以这个提醒大家，小组讨论中 leader 的角色千万不要谦让，尤

其是专业特别对口的同学~~能做 leader 就最好~~~ 

结束以后，面试官提到后续可能会有电话沟通，在 12 月 30 号前会通知线上测评，1 月底会发正式的 offer。 

总而言之，面试也结束了~面完的大餐也吃了~这篇吐槽面经就当做是攒 RP 吧~ 

求 of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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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广西移动金融财经类面试（财务会计类） 攒人品中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26 日 

 

面试形式： 

（1）2 分钟自我介绍（包括姓名、学历、毕业院校、意向工作地点、是否服从调剂到县里工作+自由发

挥部分），超过 2 分钟面试官会打算 

（2）提问环节（面试官根据应聘者的自我介绍及简历上的内容进行提问，每个同学都会被提问，一个

接一个进行，在某个同学回答完问题之后，考官可能会问别的同学刚才那个人说了什么，也会问到一些

与专业知识相关的问题，但是都是比较开放简单的，意向工作地点肯定是被问到的，还有对移动财务的

了解，你的性格特征，你应聘该岗位的优势，你的弱点，你的抗压能力，是否能适应加班，是否愿意到

县里工作，最后被问到的同学可能会被问到要淘汰三个人，你按照你的标准选，会选谁等等） 

面试时长：大约一小时 

先去的报到的同学可能会先安排面试，按照应聘的岗位分组面试，8-14 个人一组。 

3.10 1 月 19 号移动面试（通信工程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1 月 20 日 

 

面试归来，不管结果如何，已经以最真实的状态表现了自己，剩下的一切就看天意啦，发面经攒人

品，希望对 20 、21 号的筒靴和下届的师弟师妹们应聘广西移动有一点参考性。鼠标不好使，键盘不好

打字，帖子文字也是最朴实最简单的，流程而已，还希望大家见谅。 

      19 号下午早早就到了面试地点，快到大楼的时候居然下起了雨，看到移动营业厅以及旁边的移动

大厅，还以为就是客服中心了，看到前面的一对情侣进入后出来，从他两的对话和穿着来看应该是来面

试的，跟他们走肯定没错。呵呵，果然向前走了几步就看到中国移动广西客服中心的招牌了。登记按电

梯到 11 楼，等候区中人数不多，前面坐着大概 10 个左右的工作人员（不知是不是中华英才网的），负

责检查邮件通知的资料是否齐全、排号码。这时候有工作人员告知没有参加笔试的同学举手上楼补笔试，

唉...和周围同学聊天，还是区内院校居多啊。还有一个筒靴是从南京坐着小板凳过来面试的，辛苦哟....  

     这次面试和之前 17 号面试同学告知的有所不同，虽然知道大概流程，但是还是被突如其来的 PK 小

震惊了一下，毕竟准备得不充分的话临场发挥就靠平时的积累了！我们一行一共有 12 个人，8 个面试

官，分两组依次按号码面对而坐，总共面了大概两个多钟头，面试流程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自我介绍 30 秒（必须包含姓名、生源地、毕业院校容以、学历、意向工作地点、是否服从到县级分

公司），个人觉得这个环节是体现自己的好机会，充分利用时间，因为我们组都没有超过时间，就无从

得知面试官是否会叫停了。 

2、小组讨论，5 分钟提出个人方案，时间到收写有方案的草稿纸；25 分钟小组讨论时间，时间到两组

分别推荐一个发言人陈述讨论结果，这时候平时做笔记的功力就派上用场了，整洁不潦草、有条理，当

然能提出更多更好的见解就相当不错了。由于判断失误，以为只有一张草稿纸，紧压着写方案。 

案例大概是：临近年关，客户量突增，公司需紧急扩满足客户需求，您作为参加该项目的小组人员，请

给出（1）目标 ，（2）解决问题的具体步骤、实施方案，（3）如何有效安排组员有效地完成该任务 

这时候群 P 就来了，也是比较尴尬的环节：小组长陈述后，组员是否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听完两组的

讨论，分别请小组长对对方组得方案提出两个不足需要改进的地方；请小组长对组员的贡献度做出评价，

尴尬尴尬。 

3、个人提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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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面试官看着简历感兴趣的地方进行提问，各种问题都有，呵呵，太多了记不住，比如有对移动通

信的了解；有实习经历的被问到实习过程中印象较深刻的，实习中相关的知识；做过项目的简述下项目；

图像压缩传输帧速率、带宽等；SDH、掉话率，offer 情况、工作地点选择等等等等，感觉我们整个大组

的同学都很活跃，气氛也比较轻松融洽。 

只是整场面试稍微有些紧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挡不挡得住、掩不掩得了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

只要表现出最好状态的自己、积极、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认真对待每一次锻炼的机会就足够啦。 

最后，祝今明两天面试的同学顺顺利利，大家都能顺利找到心仪的工作。 

 

3.11 17 号法律类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 月 18 日 

 

两点十五分的面试，大概两点到面试地点，被以应聘职位划分安排在一个大房间等候，给编号、检

查要求所带的资料，差不多四点才开始正式面试。整个面试流程分为三个部分： 

 

1、自我介绍一分钟，包括姓名 学校 专业 应聘工作地点 是否服从分配到县级 优缺点。是否服从分配

很重要，这一点在后面的自由提问中被问到，尤其是非当地人也不在当地读大学的同学。很多同学都超

时了，所以事先准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条理清晰。 

 

2、小组讨论，三分钟看案例，十分钟小组讨论。我们这一组的案例是这样的：一位大客户正在使用的

号码被工作人员错误开给一个新客户，现大客户到营业厅质问，如不解决就向媒体曝光，现在无法联系

到新客户，因他已把手机关了（还是把号停机了，忘记了），要求：1、如何解决 2、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3、分工。我们小组整体还不错，除了一个二本的本科外，其他都是 985、211 的研究生，有一个女孩

子表现非常突出，但是过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未全面听其他同学的声音，也有另外一个女孩子表现也

非常主动，条理也比较清楚，有几个男孩子表现得比较平衡，不错。题目所要求的我们都完成了，最后

由表现突出的女孩子做陈述，发现陈述跟我们一起讨论的结果有一点出入。 

 

3、自由提问。面试官针对刚才的表现提问一些同学，除了个别同学基本都被提问到了。然后是专业的

法律顾问提问，一个非专业，一个是专业问题。针对全部人的一个非专业问题，在座的是否听说过新华

都的唐骏？我们组只有两个人举手，很让我震惊。专业问题，大部同学都没有回答好，虽然都是研究生，

令人汗颜。 

 

最后，面试官说，请大家保持手机畅通，会与通过的同学进行沟通，录用名单于三月出来。 

 

之前也参加过无领导小组讨论，我的体会是： 

1、面试前大量看面经是有一定的帮助，会在短时间内学到一些技巧，但是更多的是个人平时的生活积

累，这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情商与不是智商。在面试当中，很容易看到哪些人是平时的积累，哪些人

是应试化的运用面经。 

2、不一定要在小组中承担领导者角色，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会适得其返，要注意倾听其他人的意见，

对于沉默不语的同学可以给他们机会发言，注意做好笔记，笔记要用条理，因为结果后草稿要写上名字

留下来。我所知道的曾经在小组中表现非常突出的领导最后被淘汰了，原因有可能是太过于强势，完全

不考虑其他人意见，没有团队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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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17 号移动面试归来~当炮灰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 月 17 日 

 

本人应聘计算机类的，刚面试回来~又是炮灰~唉 

面试流程：1、30 秒钟的自我介绍。（不用按编号顺序发言，谁准备好了谁就先发言，但是在这 30 秒中，

要体现出你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移动） 

                  2、每个人将会拿到一张纸，上面有一个问题，然后每个人有一张白纸，按照上面提出的

要求写出答案。（例如我们早上的问题是：某营业厅由于系统运行速度太慢，导致客户业务受理受影响，

从而客户投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公司委派一个工作小组，假设你现在就是小组的成员，该如何

解决这个问题，其中包括解决这个问题的目标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案，还有工作计划，具体分工

等），5 分钟后上交。 

                  3、小组讨论。今天我们是八个人进去面试，分成两个小组，25 分钟讨论时间。最后选

出一人来进行陈述。 

                  4、面试官会随机地向每个人问问题，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被问到~呵呵 

                  5、面试官问：你理想中的工作地点是哪里？为什么？这是每个人都要回答的~ 

                  6、最后，说说你对另外那个小组就刚才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计划有什么意见、建议

或补充之类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呵呵。这时候你有想说的就说，没有就不用说，不过最好还是说一

下~呵呵 

 

最后预祝后面面试的同学面试顺利~呵呵 

  

第四章 广西移动综合求职经验 

4.1  广西移动 2015 社招笔试与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8077-1-1.html 

 

 楼主前几天去参加了广西移动 2015 的社会招聘，现在，就本次的社招进行如下总结，以给后来者一些提示经验，也攒

攒人品。 

 

关于笔试 

楼主之前也在网上各种找资料，发现很多资料其实很难找，也下载了一些资料来进行复习，但是发现笔试的时候基本用不上。

而本次楼主去参加笔试，是星期六的早上去参加的笔试。笔试时间为早上 9 点到 11 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还是相对够用的。

考的东西大多都是行测里面的东西，60 分行测知识，40 分专业知识。楼主应聘的移动的财务岗位，税务管理。而那 40 分专

业知识基本全部都是财管的知识，而且多数是概念性的东西。由于没有经常接触财管，所以楼主的应试财管知识已经忘记得

差不多，但是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次笔试。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要备考社会招聘，最好是去多做一些行测的题目，

因为你不可以预知专业知识到底是会考到那些点，而行测 60 分，如果进行充分的备考，行测能给你占个很大的分数。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807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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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页 共 29 页 

关于面试 

面试跟笔试是在同一天，早上是笔试，下午就是面试。面试要求下午 2 点开始去签到，基本是群面。楼主但是是 4 个人一起

进去面试的，面试官一共有五个人，对我们的简历都会进行很认真地研究，然后在面试环节会针对你的简历对你进行提问。

当然，在提问以前，会让你做一个简短的一分钟以内的自我介绍，你的姓名，毕业院校，之前的工作地点，有什么特长，本

次应该得岗位和地点。说是一分钟，但是有的人也说了好几分钟，基本把自己的优点啊什么的全部说完了，但是楼主严格按

照面试官要求，一分钟就是一分钟。在面试过程中，基本每个面试官都会问每一个应聘者问题，当然，也都是针对你简历上

有的进行提问。 

 

以上就是楼主这一次笔试跟面试的经历，希望能给后来人一些参考。楼主也在等待移动电话中，希望自己这一次能成为移动

的员工。 

 

4.2 求职经历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26320-1-1.html 

现在接近年了，参加的各个公司的结果都差不多出了，说下楼主从 12 月到现在参加的移动，建行，

中行，广西电网的经历吧！ 

12.2 楼主从桂林坐车到南宁吐槽下那天本该下等 4：00 到的，因为修高铁楼主 8：00 才到，12.7 号开

始建行的笔试，还记得是在银行学校吧，大学清川路那，笔试建行考的第一题就蒙了很多人吧，这是楼

主在大街网上看到的，题目就是给出两串非正常的数据，找出其中相同的或不同的数目，这道题相信很

多人都做不完，只给 3 分钟，楼主免费做了一半，后面一半 30s 猜完，接着是行测，类似公务员考试的

那种，建议大家把数字推理和图形放最后，先做其他，剩下的就是关于建行的相关行业知识了，专业知

识楼主全蒙，毕竟楼主是学计算机的，这里面还有当年的一些时事和建行的行史（包括建行的网上服务

和建行的理念），还有建行本年度所获得的奖项，这里建行的笔试告一段落，考试时间 3 个小时吧，全

程都在电脑上完成。  

12.10 收到广西电网的笔试通知和体能测试通知，楼主是在西大参加的，广西电网的笔试是区分专业的

所以非电专业不用担心，楼主考的那份是信息类的，这个分两部分行测和专业知识，行测大部分都是语

言题目类似高考的，不太难，专业知识也不是难，考的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但是比较广，考了操作系

统，网络，组成原理，数据库，语言，大部分是定义，后面有几题是需要计算的，与网络有关，楼主没

算出来（应该说楼主完全不会，虽然不难），这个是纸质的考试，两个小时，做完一部分才发另一部分，

题量有点大 90+80 吧，还需要涂简答题卡。 接着就是体能测试了，男生 1500，女生 1000，考完笔试

是 10 点左右，参加体能的有 11 个小组，楼主悲剧的分在了第 9 个小组，轮到楼主时都将近 12：00 了，

那时已经肚子饿了加上那天天气有点冷，楼主很极限的跑了个 7‘50 多跑倒数了，好像是 8’及格吧，所

以以后的同学建议带点吃的。电网的也告一段落 

12.13 号楼主参加移动的面试，那天真的是吓老子一跳，移动的是无领导小组面试，12 个一组分在两个

小组先讨论再 pk，自我介绍时知道只有楼主一个本科生，其他全是研究生，压力山大，那天的讨论话题

是顾客对移动的客户端反应慢有意见，需要讨论出解决方案，再每个小组派一个人做陈述。讨论时楼主

基本在打酱油，只插了两句话，剩下的就是陈述了，陈述完就是面试官看你的简历，提问题，那天楼主

比较紧张，面试官问楼主的专业技能是什么，楼主紧张的说了网络，接着开始问楼主网络的知识，结果

一个也没答出来，当时真丢人哪，接下来全程酱油，整个过程将近 2 个小时，真煎熬啊。再说下楼主的

笔试经历吧，楼主是 11.30 号笔试的是在广西师范大学，当时楼主差点没机会参加笔试，因为之前中华

英才网打电话确认是否参加笔试时，楼主回不参加，11.30 也是学校安排照毕业照的时间有冲突这个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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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解决的就不啰嗦了，那天早上在教室找不到楼主的名字后，去找负责人，负责人很好说，楼主很感谢

他，负责人打电话问情况，中华英才网说楼主拒绝参加考试，当时楼主撒了个谎说电话楼主没有接，那

个负责人也给我笔试了，这个考试 150 分钟，也是分行测和专业知识，专业知识也不难，题量多少忘了，

不过时间足够，这个也是纸质考试。 

12.15 中行的笔试来了，这次楼主是在农职考的，那天下大雨，中行的也是机试，这个难度和建行的不

相上下，先做英语吧，这个不难，但是阅读量大，30 多道单选，剩下的全是阅读，虽然都是短篇的，

但是一篇 2--5 个问题，所以楼主当时没做完，后面蒙了 15 道吧，一共是 100 题 1 个小时，时间到自动

跳转到下一部分，都是一些广告，书信形式的阅读，所以难度不大。英语完之后是确认考生是否是本人

参加的，出现一个界面需要填写你的电话号码和你父亲的名字，接着是行测，这个楼主失误了，应该先

把语言题都做了再做数字和图形，这个时间也是不够的，楼主大部分是靠猜的。接着就是中行的知识了，

专业知识还是蒙，其他的就是中行的行史和产品之类的，还有当年的时政。中行的笔试也完了，接下来

就是痛苦的等待。 

 

12.17 号接到广西电网的通知参加面试，这个需要先把材料上交包括三方协议，12.20 在水电职院上交

材料，这个吐槽下动作太慢，一直到下午才上交完。12.21 面试来了，还是在水电职院，这次依然动作

慢，楼主早上 8 点到，下午 3 点才面完，这个是单面的，5 个面试官，自我介绍完面试官只提了两个问

题，一个是软件维护需要维护什么，楼主勉强答了出来，还有一个是特长，没了，全程 5 分钟吧。 

 

12.27 号建行一面开始，一面共 1387 个吧，这个还好早上就完成了，3 个一组自我介绍完面试官只问了

一个问题就是意向的工作地点，就这么简单。2014.1.15 早上是体检的时间，建行二面前先体检，二面

有 897 个吧，楼主是 2014.1.16 号下午面试的，这次是单面，自我介绍完，面试官开始提问，问了楼主

对建行的了解，这个没答的出来，只说了是个商业银行，接着是意向的工作地点和面试的岗位，后面就

没了。 

 

2014.16 与楼主参加中行的面试，这次是无领导小组讨论 12 个人吧，小组抽到的是对雾霾入选 2013 十

大热词的看法，每个人有 1 分钟的时间发言，接着是自我展示，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到此楼主的

找工作经历结束 

  

4.3 校招合同工告诉你真实的广西移动（签前必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 月 17 日 

 

08 届合同工，何去何从？ 

2008 年 7 月 30 日，我们签约移动！ 

但，我们却意外的遭遇广西移动公司薪资岗级调整的杯具：校园招聘的合同工，本科生入职定岗从

原来的 6 岗降为 5 岗，研究生从原来的 7 岗降为 6 岗，双学位等同于本科生待遇！ 

 

 

我们或许都抱着美好的希望，即使岗级降了，也许我们还有可能享受其他别的企业不能给以的待遇，

譬如高质量的培训，譬如高比例的公积金！或者，奢望在公司一两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岗级得到较好的提

升，或者奢望公司在一两年内有提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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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又感觉杯具了！ 

2010 年，合同工公积金企业缴纳部分比例下调了； 

2010 年部分代理合同工岗位薪酬待遇进行调整，如客户经理岗位从 2.0 调整为 3.0 起，合同工的岗

位不在调整范围； 

2010 年底，1－4 岗为低收入者，工资微调，合同工都在 5 岗以上自然不在调整范围； 

原来，5 岗的合同工几乎无缘于经理人员的竞聘！ 

原来，5 岗的合同工待遇可能还比不上 5 岗的代理合同工！ 

原来，合同工一年才有一次调岗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我们来说似乎不存在！ 

原来，合同工加班是可以不付加班费的，理由是因为所谓合同工的岗级高、收入高，自然是要多做

点！ 

原来，工作两年再通过社会招聘进入移动公司可以入职 6 岗，而在移动公司工作两年可能也还是 5

岗！ 

 

 

听说，2011 届的合同工校园招聘情况惨淡，是因为薪酬不具竞争力么？ 

听说，2010 届的校园招聘合同工人数大幅度缩减，还有不少人未入职或刚入职就选择不报到或离

职，是因为薪酬不吸引人么？ 

听说，2009 届的校园招聘合同工也离职了不少，依然是对薪酬不满意吧？ 

听说，我们 2008 届的校园招聘合同工还是有很多在公司的，但似乎大家都在犹豫去留，是对薪酬

与现况都不满吗？也许，3 年合同期到期续签时，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可能选择离开，仅有的少数人选择

留下吧！ 

听说，某市公司人力资源部主动和 08 届合同工进行谈话！可是，谈话能改变什么？ 

工作快 3 年，我们中有多少人岗位得到提升，又有多少人对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工作收入感到满

意的呢？显然，这个数值肯定不大！工作快 3 年，世界 500 强的中国移动合同工，收入（存款）又会是

多少呢？显然，这个数值也不会大！ 

5 岗几的纯月收入是多少？2500 元起步吧！5 岗几的年终奖是多少？5000－7000 元吧！一年的纯

收入也就是 3.5 万－4.5 万吧！（自然，公司每月补助员工 200 元起的通信费，可是，这 200 多元的通

信补助每月贡献给公司为大家开通的员工业务费多少了呢？50－60 元也不足为奇吧！感谢公司启用

IMS，要不我们中的很多人还需要每月缴纳为数不少的通信费，仅因为业务需要不断的接打电话啊！） 

 

 

这样的一个薪酬，我们 08 届的合同工到底是应该选择离开还是继续留下呢？ 

公司是否考虑调薪？ 

公司能否考虑给降了岗级入职的 08 届合同工上调 1 级或者上调 1－2 档呢？ 

离合同续签还有 3 个多月，我们依然奢望公司能给我们一个希望，给我们一个说服自己留下继续工

作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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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关注这封冗长并且带着抱怨的信！也诚心盼望得到您的回信或回复！如有

条件，欢迎您对我们 08 届合同工进行调研！也许，您的决策也将影响着 09、10、11 届的校园招聘合

同工！ 

祝工作愉快！ 

 

  

4.4 广西移动应聘经验（校园招聘 ）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8 月 18 日 

 

入职已经半个月，回想起应聘的历程，感慨颇多；能以本科的学历留在南宁市，无疑我是成功的。

在此首先要感谢应届生论坛给了我们这个交流经验的平台，同时还要感谢各位学长学姐无私的贡献出自

己的经验心得。从应聘前的准备，到面试后的签约，一路走来，很迷茫，也有很多的疑问，是各位学长

学姐的经验给我指明了方向，甚至面试前一天晚上，我还从这个论坛上看到了第二天要面试的题目。这

个交流平台让我受益匪浅，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作为过来人，我也应该为后来的学弟学妹们留下点经

验，让学弟学妹们少走点弯路。 

   总结出以下经验： 

1. 应聘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面试，面试一般是和专业相关，是无领导小组讨论的形式，建议大家最好了

解一下 QC 小组相关知识，最好当最后总结发言的人。 

2. 并不是研究生就一定比本科生有优势，也有很多本科生能留在市里，而研究生却分到县里的。 

3. 面试的时候最好表现得积极向上，你不一定要是帅哥美女，但是要让面试的领导看到你积极进取的

一面 

  

4.5 移动广西营销策划笔、面试全过程 

（本帖只针对营销策划类，个人经验，参考就好。。。） 

 

1.网申 

        像中国移动这样的垄断国企，硬性要求无非三样，高绩点、过六级、学生会干部经验。可惜我一

样都没有。 

        不过还是通过了网申。针对营销策划这样的岗位，同学们还是尽量在简历中突出能力这方面的优

势，比如市场分析能力、营销策划头脑等。校内活动策划或者市场调研兼职这样的经历都很加分的。就

算没有这些经历，那多研究下市场营销这个职位把。百度一下，移动社招营销策划岗位的应聘要求，就

对着那些要求把你有的优势在你的实习经历中凸显出来。其实移动网申通过率很高的。。。我身边投的都

通过了。但关键是笔试后还会再次筛选大家的简历，我的好朋友那三样硬性条件比我好都莫名其妙挂了，

所以建议大家简历好好写。 

2.笔试（1.12） 

移动的招聘还算人性，笔试、面试都会预先邮件、电话、短信通知，所以准备时间很充分。 

        之前的那个所谓移动笔经害死不少人，毫无参考性。下面，把笔试题目分享一下： 笔试分三块，

行测、专业测试、性格测试，全部都是选择题。时间总共 3 小时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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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测包括语言理解、判断推理（图形推理、定义判断、逻辑判断、数字推理）、数学运算，30

题好像。。 

        2）专业测试分单选和多选，完全的市场营销基础知识，比如 4P 是什么，市场营销核心概念，市

场细分怎么分类等等。。考之前弄本市场营销重点知识看看就得了。 

        3）性格测试，大概一小时。请按自己的喜好性格来写，没有对错好坏。比如搞技术的需要内向

沉稳的人，搞市场营销的需要头脑灵活的，你全钩感觉好的那项，出来的性格类型就是四不像，假。但

感觉移动对这个不是非常重视，很多外企都把这个作为把命关的。（专业的说就是看你的性格特点和职

位匹不匹配。） 

 

3.面试（1.26) 

基本去笔试的都过了，但也有被刷的。大家很郁闷的在面试前一星期收到面试预通知，说还要再次简历

筛选才正式通知面试的人（所以简历还是好好写啊。。)准备以下材料： 

        一、近期正面站立全身 5 寸彩照一张（近三个月内） 

        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应届毕业生招聘应聘信息表（格式见附表，需签字确认） 

        三、个人详细简历一份（单页） 

        四、成绩单一份（必须加盖学校或院系公章, 验原件，留复印件） 

        五、身份证（验原件，留复印件） 

        六、学生证（验原件，留复印件） 

        七、英语等级证书或成绩单（验原件，留复印件） 

        八、体检表（近三个月内，验原件，留复印件） 

        九、计算机等级证书（验原件，留复印件） 

        十、各项奖励证书（验原件，留复印件） 

      （这些都说明了，移动是很看重成绩和四六级、计算机等级的。。） 

 

       后收到正式面试通知，不用高兴太早，真正的海面。26 号面到 31 号，只一个下午大概面 40 号人

（只是营销综合这块的。。。） 

        第一组 8 个人，后来感觉时间不够。我们组 13 人一组。 

        第一部分，自我介绍，在多媒体屏幕上有自我介绍的内容要求。每人 30 秒：介绍你的编号、姓

名、学校、专业、出生地、所报职位等等。请按顺序一一介绍，不需要太多附加内容，看着屏幕也不要

紧。（我就不看屏幕顺序乱了估计印象分全没了，这只能是个细节扣分点，而不是加分点，所以别太耍

小聪明了，没意义的。） 

        第二部分，小组讨论，被分成两队。 

        发一份材料，五分钟大家各自阅读，然后两组分开进行讨论。讨论时间 15 分钟，要求各自选出

陈述者进行总结陈述。陈述完后两组组员再根据对方的陈述提出不同意见并进行辩论。每个人只有一次

发言机会，再发言要申请，所以请珍惜发言机会，说话要有逻辑有重点。题目可能会有很多套，下面的

是我们面试的题目。 

        (材料，就是一个公司管理出现问题，市场被竞争者抢占。为了公司的发展要对公司进行架构调整，

需要裁掉 7 个人，请针对七个人的工作职能表现和公司现状做出裁员的先后排序。15 分钟分组讨论的

时候，我们组前面的同学列排序的时候还附加为什么这样排序的原因，导致后面同学时间不够，所以注

意把握好时间哦。。) 

         第三部分：面试官提问。大概有 6、7 个面试官坐在旁边全程观看，然后这个环节他们点出感兴

趣的同学进行提问。我在论坛中看的其他省的面经中很多问题都被问到了，他们是根据每个人简历和现

场表现进行提问的。比如： 

         1.如果你不是营销策划相关专业的，他会问你为什么选策划类岗位，你的优势是什么，你对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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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的理解是什么。如果你说你看过营销策划的书，小心哦，真的要了解清楚，他会问你最基本的 4P

是什么，市场怎么细分等等。 

          2.如果你有营销策划经验，他会追问你的活动策划细节，比如市场调查用的什么方法之类的。 

          3.关于对移动的了解。有人被问到所在学校移动的促销活动具体内容；你身边朋友对移动服务

的抱怨，如果你加入移动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4.如果成绩不好，她会直接问你成绩不好是什么原因。（移动是很看重成绩这一块的，如果绩点

不好看的千万想好对应的解释。 

          5.还有就是针对你简历中的细节问题进行提问，面试官们会对感兴趣的人穷追不舍，当然，感

兴趣也有可能是为了揭你的短。还有就是表现不多的有弥补机会，问题一般是：“你刚才的表现很安静

哦，给你个弥补的机会，两分钟展示自己的优势。”如果再腼腆就直接 OUT 了北。。      

          6.关于对同组成员的评价。有的面试官会问：“你觉得今天表现最好的两个是谁，为什么。你觉

得自己够优秀吗？”你自己看着办把，见仁见智。 

 

          针对移动面试官的这些问题，我其实不知道他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也许你只被问了一个问题，

也许你很受关注。但无论如何，只要真实的展现自己，结果还是随天意把。  

 

         （面移动之前我做了很全面的资料搜集，甚至针对电子商务专业，把联通和移动在搜索引擎上

的营销推广做了详细的对比研究。移动的产品活动，移动的 3G 业务竞争对手、农村移动市场的前景分

析。。。。甚至总结了全国各移动公司的面经。其实这些工作我只用了两个晚上，我主修新闻专业，信息

搜集很快的列。那时候面试官问的其他同学的问题我都好会答哦，可是捏，最后面试官只问了我一个问

题哦： 

        “请你对你的。。囧。。的大学成绩做个解释把。”         “！@！#@￥#%%%%%……” 

 

           我想我的移动之行就此 over 了，哎呀。。。     预祝大家成功，bless all~~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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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页 共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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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