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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广东粤电集团简介 

1.1 广东粤电集团概况 

广东粤电集团官方网站 

http://www.gdyd.com/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8 月 8 日，是广东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实行“厂网分家”电力体制改

革之时从广东省电力集团公司分立组建而成，是广东省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发电企业。公司为国有有限责任公

司，由广东省政府和中国华能集团分别持有公司 76％和 24％的股权。公司注册资本金 200 亿元人民币。 

 至 2008 年 2 月，公司已有全资、控股、参股的单位 80 余家，涉及火电、水电、风电、核电、LNG 等多种

能源并控股上市公司——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粤电力)。粤电集团现有全资、控股、托管电厂 29 个，装机

容量 2105.32 万千瓦，其中装机容量百万以上的电厂 13 家；资产总额 1297.31 亿元，净资产 637.88 亿元；现有员

工 14000 多名。2007 年，公司实现“发电装机容量翻一番”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年发电量 955 亿千瓦时，约占

全省年发电量的三分之一。公司连续六年获得全省电力迎峰度夏工作先进单位表彰，连续六年在省属国有资产经

营责任制考核中成绩为优，在 2007 年度中国企业 500 强中位列第 116 位，在 2007 年广东省百强企业中位列第 10

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广东粤电集团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广东粤电集团官方网站：http://www.gdyd.com/ 

 

 

第二章、广东粤电集团笔试资料 

2.1[笔试] 粤电集团笔试题型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9366-1-1.html 

  

昂，简单说一下吧，考试是一个一个半小时，10:30 开始，12:00 结束。考试不可以用计算器哦，发草稿纸。 

常识题有几道蛮好玩的，考了什么咧： 

三体是什么类型题材的小说，铁镁铝硫哪个跟氧气结合不生成固体，今年是抗战胜利多少周年，三网联合是哪三

网，晚清谁收复新疆，哪句话是孔子说的… 

其他题有什么咧~ 

 

一、常识判断 

二、数学计算 

三、数字推理 

四、图形推理 

五、词语推理（选择逻辑上最相近的一组） 

六、选词填空（阅读理解） 

七、逻辑判断 

八、定义判断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gdyd.com/
http://www.gdy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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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料分析 

题型很丰富，可能对于工科生来说 so easy 吧，考完了以后听身边一个同学打电话在说，”好简单，估计最多错十

道题..."  

 

2.2[笔试] 粤电笔试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025-1-1.html 

 

来攒人品啦~~~ 

上午刚刚参加完粤电的笔试，10.12 早上 10 点，在华北电力大学（昌平校区）的教一。 

粤电把网申和笔试都外包给了前程无忧。笔试是前程无忧组织的。 

考的内容：公务员考试的行测。一共 80 道题，全是单项选择，包括 常识、推理判断、语言、数量关系、图形推

理等等。复习行测就可以搞定。 

时间：90 分钟。 

说实话，题目很容易，不过时间比较紧，像本人这样直接去裸考的，真心感觉做完全套题很吃力…… 

 

据说下周能有通知，祈祷~~ 

2.3 粤电集团笔试题型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9366-1-1.html 

 

昂，简单说一下吧，考试是一个一个半小时，10:30 开始，12:00 结束。考试不可以用计算器哦，发草稿纸。 

常识题有几道蛮好玩的，考了什么咧： 

三体是什么类型题材的小说，铁镁铝硫哪个跟氧气结合不生成固体，今年是抗战胜利多少周年，三网联合是哪三网，晚清谁收复新疆，哪句

话是孔子说的… 

其他题有什么咧~ 

 

一、常识判断 

二、数学计算 

三、数字推理 

四、图形推理 

五、词语推理（选择逻辑上最相近的一组） 

六、选词填空（阅读理解） 

七、逻辑判断 

八、定义判断 

九、资料分析 

题型很丰富，可能对于工科生来说 so easy 吧，考完了以后听身边一个同学打电话在说，”好简单，估计最多错十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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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粤电笔试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025-1-1.html  

 

来攒人品啦~~~ 

上午刚刚参加完粤电的笔试，10.12 早上 10 点，在华北电力大学（昌平校区）的教一。 

粤电把网申和笔试都外包给了前程无忧。笔试是前程无忧组织的。 

考的内容：公务员考试的行测。一共 80 道题，全是单项选择，包括 常识、推理判断、语言、数量关系、图形推

理等等。复习行测就可以搞定。 

时间：90 分钟。 

说实话，题目很容易，不过时间比较紧，像本人这样直接去裸考的，真心感觉做完全套题很吃力…… 

 

据说下周能有通知，祈祷~~ 

2.5 粤电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9560-1-1.html 

 

重庆大学研究生院考试 

哈哈 终于找到和我一个学校的 重庆科技学院的同学也在那里 

很多人挤在那个教室。。。。。。。 

也有几个没有来 

题好难。。尤其尤其是最后十道题，函数判断题，么有见过，加上时间也只有十分钟，然后就华丽丽地机选了， 

90 分钟 80 个题，行测，两大张卷子，就被吓住了。。前面题比较简单，就是后面那个十个题 连做的勇气都没有

啊。。 

2.6 粤电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9885-1-1.html 

作为过来人还是留点东西给后面的师弟师妹们： 

80 道题行测题，90min 

5 道常识，10 道数学运算，10 图形推理，10 数列，10 定义推断，5 选词填空，5 逻辑推理，15 资料分析，10 结

合类似程序图的图形推理（2 分）。 

除了最后一题 2 分，其他的一题 1 分。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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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粤电笔试归来 

路过也说几句，lz 真幸运，我们那个室超级不严格，一堆人用手机 计算器，最后 10 分钟一片人在对答案   考

前听他们说，貌似都是同班同学来的。 

最坑爹的是，我们室居然是一堆人做在一起的，没有任何间隔……第一次如此亲密的考试  

题目嘛~一开始还觉得粤电挺好人的，57 道行测题给 90 分钟，结果尼玛，第一道资料分析没时间算…… 

个人觉得图形推理很难，完全靠蒙啊  

 

扔两道考试时没搞出来的数字推理  

95 88 71 61 50 (40) 这个有点忘了 好像是这样？ 

11 22 33 45 (57) 71 

2.8 中大人冲去华工粤电笔试归来~ 

 

呼！！今天真是凄惨的一天啊！早上坐错公交，到了总站发现没零钱了，艰苦的找个阿姨换了零钱，跳上了 405

环线，终于到了华工大。这时已经 9:35 了，只能往前冲啊，一路问人，一路飞奔，终于找到教学楼 31，赶紧冲上

楼梯到达六楼，发现我冲上的是 32，又被告知两栋楼不连通的！我从楼下看到是通的啊！没时间抱怨了，赶紧冲

下楼再冲上 31 栋，终于到达 610 了！上帝啊，你是要考验我吗？既然我经受住了你的考验，接下来就让我一路顺

风啊。 

笔试分成两部分，10:00~11:00 能力测试，11:10~11:40 性格测试。我还以为两个钟都是能力测试嘞。能力卷子发下

来了，好多题啊，保持着一大早就冲上冲下的余劲，我马不停蹄的就往答题卡上写答案啊，言语理解、逻辑推理、

数字推理、数学运算、图形推理，刷刷刷就往前冲啊，题目都还没看热啊。其实还好，之前有看过写行测的东西，

但是数字推理相当难啊我觉得，不是说今年公务员不考数字推理吗？姐就没复习咯，结果出了！整本卷子都是我

计算数字推理的鸡爪印......图形推理最简单，我是在做数字推理做不下去了就跳过做图形推理，结果三下五除二就

搞定了。最后还得花时间在数字推理上，还做不出！基本靠猜！ 

性格测试就没啥好讲了，根据你自己本身性格来弄咯，和搜狐的网络测试很像，什么我就是这样、我经常这样、

我有时这样、我很少这样、我从不这样之类的选择咯.......我到 11:30 就交卷了。。。 

今早在吃早餐的时候就收到面试通知了，惊讶了一下，不是还没笔试吗？就知道要面试啦？敢情你是笔试面试同

时进行啊？那笔试有啥作用？是按比例算分吗？。。。。各种不明白。。。总之，明天继续冲去华工吧。。。。。。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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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粤电笔试题型及笔试经历 

 

粤电听说一年发 36 个月的工资（不知道消息是否可靠），所以粤电选人很严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学

校去考粤电的出奇的少，我是读机械的，就暂且不论，电专业的居然也是寥寥几个，不知道粤电是不是鄙视我们

学校啊？粤电的笔试是中规中矩的公务员题目，75 分钟完成 75 道题目。 

     第一部分是言语理解题，题型大概有选词填空，病句分析等。 

     第二部分是语意推断题，每道题都给了两到 3 行的背景，然后根据背景推断哪个选项最可能是隐含的前提。

（很难啊！） 

     第三部分资料分析题，给出一个表格的数据或者一个图形的数据，让你比较后得到答案。这部分很容易的，

我不一会就做完了，连资料都不用看，根据题目找答案，也不用怎么计算的；不过有一道题要估算，而且数值很

大，算是比较难的一道题了，做出来肯定花很多时间。 

     第四部分是逻辑推理题，有一定难度，很多组合和排列的题，还有一些很经典的逻辑题变形，我记得我这部

分做了大半，算是不错了。 

粤电笔试经历 2008-3 

     早几天就接到笔试通知了,这个是我比较中意的公司,所以也就稍微重视了点.从接到通知的第二天起,我就拿

起了专业书籍,像复习考试一样,把书本好好地复习了一遍.昨天去了暨大朋友那,他们在拍毕业照,无意中发现有个

高中同学(也是暨大的)他说今天他也要参加粤电笔试,他是学计算机的.此时我才醒悟,原来我复习的方向错了,笔试

肯定是考类似公务员考试的行政职能测试.幸好我以前有看过公务员考试的书. 

     今天中午 2 点整装待发抄小道杀入华工 34 号楼，去到那边还有点时间，便看了下名单，总共四个教室笔试，

很少有华农的，非常不正常哦！！强电方面广东有竞争力的高校只有华工，华农，广工。以前丰田笔试的华农可是

占了很大部分的哦！这次笔试什么学校都有，中大，暨大，广外等，连那个大专的好像广东水电职业技术学院也

有代表来了。笔试还要涂答题卡的，试卷还不准有标记。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往的笔势，都是鼓励把计算

过程也写在试卷上的。试题 72 道题，75 分钟。前面的题目都没什么难度，可惜时间还是不够，后面那些智力题

难了点，时间又不够，所以后面 7。8 题都是随便写了。郁闷！！！ 

     四个教室，一个教室 120 人（估计），广州就有 480 人，全国就。。。。哎渺茫！！ 

 

 

第三章、广东粤电集团面试综合经验 

3.1[面试] 粤电管培生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71492-1-1.html 

粤电的面试在一天内完成，上午半结构化面试，下午无领导小组讨论 

 

第一天晚上宣讲会之后现场投递简历，当天晚上九点半以后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上午 8:30 到某教室参加面试 

 

当晚还接到了短信通知：携带 3 份简历、成绩单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相关获奖证书复印件提前 10 分钟进行

签到 

 

注：最好穿正装，不要迟到！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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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面试官（一男一女）在前面就着你的自我介绍和简历提问，后排还坐着两位面试官 

 

先进行 2-3 分钟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完之后女面试官说我没有问题，我开始方了... 

 

男面试官问从实习中得到了什么心得体会 

 

男面试官看我的简历做得挺有创意的，问了一下是否用了模板 

 

然后就没有问题了...让我提问... 

 

我问了俩问题：（1）公司对我的岗位有何期望？ 

                     （2）试用期多长？ 

 

初面就这样挂了 

 

3.2[面试] 运行维护员(江门新会)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08-1-1.html 

电话通知面试 一面半结构化面试 二面群面 等待体检通知 

 

选择新会地区的原因 自我介绍 性格爱好 差动保护的工作原理  

3.3[面试] 运行员(东莞)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09-1-1.html 

 

网申，接到通知后去笔试，行测。再是通知面试，一面半结构二面小组讨论。 

 

你是独生子女吗？你成绩如何？你学的什么课程？ 

3.4[面试] 法律类(珠海金湾)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11-1-1.html 

 

 2015.11.19 日在中山大学一面，2 个面试官，每个人大概 5-10 分钟，没什么问题，连自我介绍都没有，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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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说有一个专业问题，但是到我开始就没了，整个流程； 

下午群面，十个人一组，讨论案例并给出看法，气氛很和谐，面试官也很 nice,就是不知道结果怎样。 

 

专业问题有宣告死亡的情形，合同的主要条款； 

个人问题就是家庭情况、司考多少分、哪里人，性格的优势劣势，专业课程学了哪些 

3.5 28 号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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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607-1-1.html  

 

大家收到的是不是只是通知第一轮面试？还有我想问一下面试过的  我们通知上面说第一轮是结构化 第二轮是

无领导小组讨论，请问第一轮面试的具体形式？？谢谢 

 

3.6 有没有已经参加面试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0247-1-1.html  

 

有没有已经参加面试的同学呢   有的话分享一下经验啊    

 

 

第一轮单独面试，问一下四六级啊，实习啊，家庭情况啊等等，会问一点点专业知识第二轮是小组讨论，我们讨

论的是加班风波~~ 

3.7 粤电 2014 年应聘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8877-1-1.html 

 

金秋十月，本还在感叹毫无收获，在 2014 年 10 月的最后一天中午，收到了广东粤电靖海发电公司 HR 发来的 offer，挂在心

头的一个多月的大石终于铿锵有力地着地。请原谅哥的屌丝气质，竟激动了好一阵子。平复了几天心情，现想想这一路来所

得到他人的帮助，倍感幸运之时，也斗胆写写我的求职经历，希望对以后的求职者有点帮助。 

粤电的招聘是从今年 9 月下旬（23 号到 25 号）的宣讲会开始，只在全国 3 所高校进行，分别是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及

西安交通大学。说说宣讲会吧，本人由于地点关系，选择了 25 号晚上在华科的宣讲会。在华科大活中心的阶梯教室，晚上 7

点钟开始，6 点钟就屁颠屁颠的跑过去占位子了，脸皮不要，直接做在第二排（本想坐第一排的，结果发现第一批坐的是领

导）。后来发现还是傻人有傻福的。6 点 50 分，全场爆满，华科的宣讲会，往往集聚了周边其他 NB 大学的学生，一打听，武

大，武理工的都组队过来，连北京的华电也来了几位。后边来的同学没位子，直接站着。今年宣讲会来了博贺，粤嘉，惠州，

红海湾及靖海的五位人力资源部部长，还有集团总部的 3 位 boss。领导们 6 点 45 分就进场了，找到自己座位后。各领导开

始跟座位周边的同学聊天。很幸运，靖海的 HR 就坐在我前排挨着。直接拿简历大力推销自己（今年宣讲会现场接收纸质版

简历），HR 很和蔼的跟我聊了聊，问了我身高（靖海喜欢会打篮球的学生），后来留了他的一个联系方式给我。接着就是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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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流程，无非就是吹吹自己单位的 NB 之处，但风格各单位风格迥异，最后的现场解疑，这个就不多说。但建议意向明确

的同学可以去听听宣讲会，跟 HR 先见个面，cause 之后的二面都是这位 HR 亲自上场。 

接着聊聊笔试。10 月 12 号下午收到笔试通知，13 号上午 9 点半在某大学进行。这段时间真纠结，最好的哥们结婚，还收到

中广核的性格测试通知。但大丈夫应取舍得当，拿得起放得下，哈哈，毫不犹豫选择了粤电的笔试。笔试共 90 分钟，考试题

目无非就是公务员考试的行政测试之类的题目（全国统一，不考专业课），共 80 道。但分值有区别，有 1 分和 2 分的，建议

大家先挑分值高的做。高分值的不代表高难度。题目难度不高，给个 3 个小时，每个人都能考个高分，主要是考速度。最好

提前准备，本人属于那种智商不高那种，笨鸟先飞，宣讲会结束后，做了华图的行测全书加广东省省考行测真题 5 套。结果

还是有点效果，笔试 75 分。 

最后就是面试，粤电的面试今年总共 4 个地点，分别是广州，武汉，西安，北京，按顺序进行。我是 19 号开始，在武汉光谷

格雷斯大酒店一楼大厅进行，共两天，第一天是单面，第二天无领导小组讨论。各个单位分开同时进行，一般每个单位只派 2

到 3 位 HR，跟菜市场摆摊一样，很火爆。面试先自我介绍，主要问一些专业问题及个人其他方面的特长。每人 10 分钟左右。

第二天的无领导小组是 8 到 9 个人一组。也是各个单位分开同时进行，面试官还是第一天的面试官。形式是给个案例，看完

我们分别陈述自己意见，之后小组讨论，总结陈词。主要考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具体技巧可以自己百度。面试建议大家穿

正装，粤电的面试地点都是选在当地的 5 星级酒店，穿的太随意，有点格格不入。 

粤电今年的招聘成绩计算为：笔试（50%）+第一面（30%）+第二面（20%），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优势取长补短，在每个点

都能把自己的发光点展示出来。 

OMG，居然写完了，而且还写这么啰嗦。最后，特别感谢应届生论坛的前者给我提供的应聘经验，希望我的亲身经历，也能

为大家求职粤电尽一分绵力，谢谢！鼓掌！！！撒花！！！！ 

  

3.8 面试归来，分享下偶的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0 月 24 日 

 

22 号收到面试通知，于 24 号上午 9 点在吉林面试。本人身在吉林，倒是方便了不少。 

做好了准备。今早七点起床，吃完早饭打车到面试地点。八点 25 到的，签到。直接把所有要求带的资料给了工作

人员《网上打下来的简历，就业推荐表复印件，还有成绩单复印件，通知函》。然后就让我在那等。八点五十多就

叫进去几个人，面试开始了。到八二十五左右，点到了我的名字。跟着工作人员进去。我的志愿是惠州天然气发

电厂。 

3.9 湛江生物质发电公司面试之怪现象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0 月 21 日 

 

我 2012 年 10 月 20 号在武汉面的湛江生物质发电公司，各种怪现象让我心中不安，疑惑不解，求大神指点迷津：

1.其他公司两人面试，一人主面一人拿笔记本电脑记录，这边只是拿着纸质笔记本...（可能是我敏感） 2.和我一

起的两个哥们，应聘博贺以及惠州天然气，都聊的很 high，问题一个个应接不暇，湛江的两位先看看资料，让做

了个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俩问题就没话说了...要我不断提醒，找话题继续往下谈，诡异吗？  3.刚面试时问我有没

有带各种证书复印件，我没带，临走要他的邮箱，发电子档给他，写了个 QQ 号给我让发到这个 QQ 邮箱里，回

来一加是福建一女的，不死心发了过去...结果人家回过来说跟粤电没有一毛钱关系，彻底死心。邮箱给就给，不

给拉到， 这人力资源经理是要跟我闹哪样？？？！！！     补充一下：那边面完了我看所有人都要照相，这边不给

照，没敢问..... 

       各种伤心，专业不对口对我没兴趣不要紧，特别是第三点让我郁闷死了，这 nima 大型国企哦.....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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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神教我！ 

3.10 今天面试的战友，你们发点面经吧！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0 月 18 日 

 

我面的是电厂化学，没问专业问题，只聊了下过往的经历，或者从自我介绍中捉一两点让你举例。听一个面与电

力相关岗位的同学说，他们被问了一些专业问题。如果面试官对你讲的话感兴趣，会跟你聊久一点。还有，如果

过了一面，还要到厂里进行二面，但面试的形式未知。暂时就知道这些，同学们加油！ 

 

zihengl 查看楼层  

一般是二对一，或者三对一的形式，主要发问的只有一个人，其他的人作记录或者遇到感兴趣话题就说一两句。

我面的是电厂化学，没有问专业问题，只是根据我的自我介绍问了我一两个问题，还让我介绍一下研究课题。听

一个面电力相关岗位的同学说，他被问到专业问题了。如果面试官对你的话感兴趣，会跟你聊久一点。就这些了，

各位同学们加油！ 

 

3.11 广东粤电沙角 C 电厂暑期实习面试心得---广州华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5 月 14 日 

 

 

      本来是安排下午三点的面试，上午便去了实验室，11 点时候接到就业中心的电话，通知我上午去面试。匆

匆忙忙感到科学馆，签到，填表，在 204门口候着。沙角 C电厂的面试还是很有效率的，10分钟左右一个，2V1.

面试我的是进去右侧的那一组，一阿姨，一叔叔，两位都是相当的和蔼，讲话都带着微笑，就跟亲人一样。我的

第一个问题 1：自我介绍一下 2，你毕业后最想进哪种类型的企业？我说国企，叔叔又问为什么？3.电厂工作很

辛苦，需要三班倒，你们是做化学的，最好是能进化学厂里，进电厂我怕会限制你们的发展？我的回答是年轻人

不怕吃苦，接下来我就问了下化学专业的在电厂里从事什么工作？4.家庭情况？5.你毕业后想留在广州，是吗？6

我们电厂的薪酬也不是很高，是岗位定薪，不是工龄越大，工资越高？你怎么看待？7，阿姨说要给我拍照，我就

坐正了，让她拍了两张。 

     时间估计在 10 分钟左右吧，感觉整个过程气氛很好，没有出现冷场。 

接下来就是群面，人生的第一次群面，就这样悲剧了 

细节如下，13 位同学一起，每人发一张草稿纸，一份资料，资料内容是关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对城市发展

的利和弊？过程 1： 5 分钟阅读资料，接下来是各位成员 1 分钟发言，陈述自己的结论。 过程 2：小组 20 分钟

讨论，得出结论。在讨论过程中，两位西装哥表现得非常得主动，担负起了记时间和控制局面的工作，发言的也

就是那么 3-4 个人，我是属于沉默者之一，就说了几句，我是认为弊大于利的，不过那位西装哥说什么要把城市

分为三个阶段来考虑，其实我心里是反对他们的意见的，就是没有说出来。下次的群面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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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对错，一定要大胆地说出口。 

群面也是这次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鉴于自己在群面中过于低调，估计这次面试也没希望了。吸取教训，继

续加油吧！ 

以上便是我的实习面试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3.12 粤电专业面试归来 

刚刚面试了粤电的沙 C，连 自我介绍都没有，上来就问家庭情况，然后问在电厂会不会适合，面试官是一男一女，

在人文馆那里，都是像招聘会一样各个电厂摆了摊位，可能是成绩太差了连专业问题都不问，还问了一个兴趣爱

好。。。就这样整个下来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估计这次是没戏了 

 

楼主，我才悲剧呢，我是申请金湾的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一上来就说问我几个专业问题，然而问

的都是火电厂的主机啊，什么电机啊等各种电气类的问题，我跟她们强调我是学材料的，不是电气

的，她们还说这是我们准备的材料类的专业问题啊，也是常识来的，汗:74) 当场就无语了，我解

释说不会，她们摇了摇头，然后随便问了我个问题就结束了，郁闷啊。。。我同学选湛江的热处理

的，问的都是我们学过的，而金湾的。。。让我无语，明天群面也 ... 

 

3.13 面试沙角 A 面经 

 

    本来通知时昨天下午 5 点群面，6 点专业面的，可是在昨天早上就接到通知，说叫我马上过去。等我赶到华

工，已经是 12 点了，于是只能等到下午 1 点才签到。要感谢安排面试顺序的人，因为当我告诉她我 5 点还要进行

群面之后，她就把我的面试顺序提前了。下面言归正传，还是说说面试的主要内容吧，希望对下届的同学能有帮

助。 

一、专业面试 

专业面试是一男一女两个面试官， 

首先是自我介绍，我的自我介绍大概一分钟左右，当我说完之后，那个男面试官说了句：“你的自我介绍这么短啊？”

我当时就大觉不妙了。 

“你说说自己的优势” 

“请介绍一下简历上的项目及课题” 

“你觉得自己研究生阶段感受最深的事情是什么（类似于收获之类）” 

“你的专业是财务管理，那么财务管理和会计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中也穿插了一些我是异地过来面试相关的话，聊了几句。 

总体感觉他们对我兴趣不大，唉……因为看 22 日专业面的面经，被人都有被问到一些专业的会计问题的，我这方

面准备很充分，可是就是一个专业问题也没问了，唉…… 

二、群面 

群面的题目就像之前论坛上说的，是关于设计钱学森纪念邮票的谈论。 

具体是要设计两枚纪念邮票，资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钱学森的资料，一部分是关于纪念邮票的一般设计

所涉及的几个部分，例如面额之类的。 

先是 10 分钟的资料阅读及独立思考时间，可以在草稿纸上写自己的思路及设计方案。然后是 20 分钟的小组讨论，

要讨论出小组的最终方案，以及最佳和最差的方案。 

感觉整个小组讨论很和谐，大家都很 nice，感觉很好。由于之前面过两次群面，这次我就做了个小小的计时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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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以及最后的向面试官的阐述。不过我们小组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在规定时间内讨论出最差及最佳的方案，最

后在面试官喊停之后，用投票方式选出，但是我感觉面试官不认可这种投票的形式，最后也没能向面试官说出最

佳及最差方案。 

以我个人的经验，面试官是不认可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时候以投票方式选出结果的做法的，因为投票的方式不能体

现出小组各成员的特质，这点大家以后最好可以避免。不过这也只是我的个人感受啦，不过之前有次群面的面试

官真的就在讨论之前明说了不能以投票的方式觉得方案的。 

罗嗦了这么多，希望自己能攒点 RP 啦。沙角 A 的财务类岗位只招一个，自己估计是没戏的了。不过这次群面的

过程真的很愉快。^_^ 

祝大家找工顺利！！ 

 

3.14 刚面了沙角 C，给点面经各位 

 

地点：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逸夫人文馆 

时间：早上 10 点 

内容：面试沙角 C 电厂，三个人，一个地中海坐在中间，两个“美女”坐在旁边，首先请我坐下，向我要了

份简历，然后最左边的 MM 开始问，你选择的是运行集控，对这个专业有多少了解；我答…………我这里简单归

纳一下问题（没专业问题）：有没有选择了其他的单位？如果有两个单位，包括我们，都向你递 offer，你怎么选

择？你的职业规划？有没有女朋友？家里什么情况？期望薪水？熟悉运行部门吗？可以熬夜吗？有什么爱好？足

球踢得可以不？身高？就这么多，10 分钟搞定。然后右边的 MM 拿着相机色咪咪对我说，来，我们拍张照片，ok，

我站的直直地，就觉得她的眼神都没离开过我的胸部，搞笑，没啦，就这样，下午进行无领导面试，祝各位好运。 

 

3.15 粤华财务的新鲜面经 

 

我在西部某市，昨天下午刚面完 

面试有两轮：群殴 、专业面 

下午赶到酒店，发现人真不少。技术、财务=== 

群殴 10 人一组，和我一起的有 6 个财务的，都是粤华电厂的，还有四个技术的 

群殴是钱老的邮票，由于理科生和文科生的思维不一样，所以相当不容易达成一致 

没办法，大家说的有点乱。至于面试官选人的标准，那就更不知道了。反正她也没咋说话，都没在看我们讨

论。忙自己的去了 

专业面随便问个人情况，还问了一些专业问题。比如：合并报表、应付职工薪酬等，大多是新会计准则 

呵呵，祝大家好运 

ps：粤电全国 11 个城市招聘，貌似粤华招一个财务。看来竞争挺激烈的。祝各位好运 

3.16 粤电面试经验分享 

 

昨天在长沙参加了粤电的面试，分享下面试经历，供后来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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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参加的群面，即无领导小组讨论，这个不多说了，有经验的注意下就好了，没经历过的可以上网查看下

注意事项，避免犯一些错误。 

     技术面是 4vs1,我参加的技术面比较晚，前面有个热动的面试官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发电厂的三个部分，哪

三个?一个学核的就直接啥也没问，原来几个面试官都不懂核技术；到了我这里，首先是一个自我介绍，然后面试

官在看简历，看完之后针对我的简历问了几个问题，1.发电机的保护有哪些？2.差动保护的原理以及发电机发生那

些故障，差动保护才会动作？3.励磁系统的保护 4.发电机的工作原理。除了第三个问题基本都答出来了。 

然后看我的一个用 STATCOM 补偿无功和支撑节点电压的 Simulink 仿真图，我又解释了下。最后就是闲聊，你就

侃吧。 

    我的经验，基本上电厂面试问的问题都是针对的发电机本身和一些保护还有励磁系统等等，所以电气专业的

面试电厂可重点复习这些内容。 

 

3.17 关于粤电待遇和发展空间的讨论 

问：哪位 XDJM 知道广东省粤电集团公司所属大型火力或天然气电厂（广东省内，非广州市）待遇和发展空

间怎么样啊？帮朋友问的，朋友是学文科的，谢谢啦！ 

答：日期：2006-3-23 18:49:00 

粤电集团在广州 待遇是一流的，没有开始发电的电厂本科毕业生第一年到手 3000，注意仅仅是到手，大家

知道电厂很多隐性收入，我认识的小弟第一年电话费补贴 500/月，住房公积金 2000/月，文科的估计就是从事一些

行政方面的工作了 

日期：2006-4-7 15:14:00 

粤电总部是最好的.下属 LNG,汕尾(红海湾),惠来(靖海)珠海,沙 C,黄埔.第一年 5-6W 吧到手. 

日期：2006-6-18 1:37:00 

粤电的人,绝对不是蓝领,也不可能白领,金领也不是,说是钻石领都不大恰当,整个一个钻石人! 

以珠海电厂为例,还没转正的新进人员,就是月到手 5000.生活区设在珠海最黄金的地段,只选最贵的,不选最好

的,还不能打折!房子里面,生活用品全部配齐,大到电器家具,小到手纸拖鞋….. 

福利有多好,三八妇女节,公司替员工团购玫瑰送到家属手中…..请家属晚餐,请家属 shopping!当然这已经不单

单是钱的问题了,还牵涉到人性化管理了(员工要倒班,忙啊……..绝对是全国效率最高的电力) 

还有三产,粤电的电厂三产,是全国最好的,基本上都是搞酒店和地产的,什么意思?稳赚呗! 

前途,粤电机会还公平一点(注意我之是说一点),有本事还能往上爬的,但是(哈哈,我还是要说但是),像你这样文

科毕业,没有一线经验的,想爬上去,不是一般的困难啊,特别是在这样的比较公平的环境里,那是相当困难啊(注意我

可没把话说死)! 

综上所述,一文科的,能混进粤电,已经很爽了,比娃哈哈爽歪歪多了,就不要考虑什么发展空间了,直接进去呆着

吧…包你爽,你就是再冷淡,也会 GC 的! 

日期：2006-6-24 0:06:00 

粤电在广东的电厂中待遇是出名的好。行业内混的人都知道。 

    日期：2006-7-18 16:20:00 22# 

五大发电企业 

华能集团 大唐集团 华电集团 国电集团 中电投集团 

日期：2006-11-15 0:03:00 25# 

珠海电厂生活区好完善； 

黄埔瑞明某发电机常年发电当印钞机（少停少检）； 

新建电厂人少上升空间大，汕尾红海湾（2×600MW+6×600MW),惠来靖海(2×600MW+6×1000MW)，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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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印钞机啊（两厂都快发电啦）。暂无三产，生活区暂未完善。新人进后分到北京天津武汉东莞等地培训去。羡慕

ing 

日期：2006-11-16 23:16:00 27# 

瑞明电厂和黄埔电厂其实就是在一起，瑞明电厂就是黄埔的#7、8 机。不过今年瑞明的电量计划已经完成了，

黄埔的计划还只是 80%多一点。 

日期：2008-1-22 20:23:00 52# 

如果来黄埔电厂就有发展,我们黄埔电厂一般工人平均每月有1万元收入,年终奖3-4万左右,我每月公积金都有

4000 多了,我是在 7-8 号机组做运行的 

日期：2008-8-14 16:01:00 

我朋友在粤电里工作，中秋发了１Ｗ过节费．滋润得很啊！ 

部门我就不方便透露了，也是刚进了两三年． 

但他平时应该也是有难处的，没跟我说而已，收入就蛮可观的 

日期：2008-10-15 22:52:00 79# 

从国军到地方军的结论：粤电整体是没有五大发电集团大，但员工平均收入、福利待遇是超过五大发电集团

的。（本人曾经在某国字号电力集团公司，后跳槽到粤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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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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