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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信简介

1.1 山东电信简介
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电信）是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的直属分公司，于 2002 年 10 月注册成立。
资产总额超过 130 亿元，员工超过 10000 人，是目前国内唯一“天上有卫星、空中有移动通信、地面有宽带互联
网”的全业务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山东电信天翼 3G 网络率先实现了全省无缝覆盖，成为省内唯一３G 网络覆
盖到所有农村的运营商。天翼终端款型丰富，在售 3G 智能终端已达上千款，在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2012 年 3
月 9 日，电信版 iPhone 4S 正式上市，进一步扩大了用户的选择。积极推进 “光网城市”建设，大力发展城镇光
纤到户,扩大农村地区宽带网络覆盖范围。经过几年来的持续转型，山东电信的综合信息化能力不断提升，逐步在
政府、行业、企业和公共领域等信息化应用方面形成特色和亮点，特别是在城市应急联动、煤矿安全监控、海洋
救援、森林防火、综合办公、数字集群调度以及物流、销售等 20 多个项目上得到优势应用，多项综合信息化产品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全力推进物联网的研究与应用，率先在全省 60 多所高校中建设了典型的物联网应用“翼机通”
系统，让广大师生体验到物联网给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的便利。2009 年 3 月 17 日，中国电信集团与山东省人民
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山东电信全面推进协议落实，实施了电子政务、平安城市、数字医院、海洋 e 通、
智慧矿山、数字校园等 30 大类 256 个项目的信息化解决方案，有力推动了全省信息化进程。
在追求企业价值增长的同时，山东电信坚持企业与社会、环境及利益相关者和谐共生，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公司累计交纳税金近 3 亿多元，通过业务外包创造了约 10 万人的就业岗位，有力地拉动了地方经济、再就业
工程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全力服务奥运、全运等重大赛事活动，提供了良好的通信保障，特别是去年无偿向全运
会捐赠了中国电信“天翼”集群指挥调度系统和应用服务，受到了全运会组委会的高度赞扬；热心社会福利和公
益事业，累计向地震灾区及各级慈善机构捐款捐物达 1000 余万元，2010 年 5 月 17 日，公司针对老年人、残疾人、
孕妇等特殊群体推出“健康翼计划”及旗下 6 款健康手机产品，并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了 1980 万元“牵
手热线”爱心通话费。几年来，公司先后获得了“省直文明单位”、
“全省管理创新十佳企业”、“全国通信行业用
户满意企业”
、
“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单位”
“中央企业学习型红旗班组”等荣誉称号 30 多个。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山东电信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山东电信官方网站：
http://www.sdtele.com/

第二章

山东电信笔试资料

2.1 山东电信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7695-1-1.html
12 月 5 日下午，又去了南邮鼓楼校区参加了山东电信的笔试，考着玩的。由于搞错了校区，迟到了 20 多分钟。
考试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三点四十，100 分 钟，115 道题，其中前 15 到题是选择你报的岗以及是否愿意调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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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后 100 道是行测，山东电信常识，英语单选，差不多就这些。本来做试卷就慢，还 迟到了，所以没做完正常。
我报的临沂的，听说临沂人特别多，所以我是来拼人品的，看看能不能进面试。特此提醒下一年的考生，一定要
确定好自己的考试学校和 校区～～祝大家好运～～

2.2 2014.11.29 山东财经类笔试经验～（献给亲爱的 2016 届毕业生学弟学
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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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562-1-1.html
我报的是青岛财务类，定向县区（话说没有青岛分公司财务类。。）
。上午刚刚笔试完，在济南的山东劳动职业技术
学校。好远。
。
。但跟我明天国考靠的很近～下面开始攒人品啦啦。
笔试上午 9：30 开始，十五分钟让你填志愿。简单就是涂卡涂好多。后面 90 分钟行测题。没有专业知识。题目跟
国考差不多，区别在以下几点：1。数字推理回归。数量运算考的比较简单。2。言语理解差不多跟国考难度，还
可以。排序题不是国考那个类型，是事件排序。虽说不难，手很生啊啊 3。判断推理还 ok。跟国考差不多呢。支
持啊，削弱啊。演绎推理。4。常识就十个题。5。资料分析基本不用算，还是找的比较多。
楼主最近老是玩，没有好好准备，明天国考了。
。。
。加油加油！

2.3 2015 届山东电信笔试----计算机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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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27-1-1.html
2015 年 11 月 29 号，山东电信笔试。看网上山东电信的笔经蛮少，楼主计算机专业，报的企业信息化岗。
笔试题目不分岗位，不考专业知识。
考试时长 105 分钟，前 15 分钟岗位志愿选择；
剩下 90 分钟做 100 道行测题。难度不大，尤其是资料分析。。。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为自己求好运 and 祝下一届好运......

2.4 [12.2]山东电信济南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23562-1-1.html

笔试时间是 8：45-10:45，地点济南。考试教室桌子破，还没暖气，冻死
前半小时是志愿填报，就仨选择题，选择哪个城市的哪个岗位。表格显示要人真心少，一个城市的
一个岗位也就一两人。
剩下 90 分钟就是 100 个行测题，最开始五个是病句多选题...以后就是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判断推
理，资料分析了。N 多国考省考真题，要是真题做的熟很多题都可以直接选答案了！
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交卷比预定的晚了 10 分钟，让俺有时间把蒙上的再细细看看，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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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2 山东电信 笔经（财务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19492-1-1.html

第一次发笔经，因为发现山东电信的笔经很少，算是攒人品了，为下届的师弟师妹做借鉴。
考试共 90 分钟，100 道题，分两部分：行测和专业课。专业课包括会计、税法、审计、经济法、
财管，很全面。
行测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有数学运算和推理的内容，阅读理解基本没有。
专业课比较难，会计的内容涉及资产的定义，会计核算的内容，账簿的更正等。审计的内容不难，
很少考到审计的程序，觉得大部分与审计无关，像是会计的常识。税法涉及增值税和消费税，还有印花
税、城市建设维护税等等，也不是简单的计算，很多调整的事项，觉得答得不好。经济法因为考过注会，
觉得比较简单，涉及善意第三人，除斥期间、外资企业的法律、国有企业的监管机构等等。财管很难，
不是大学财管的内容，涉及现金股利分配政策、修正的市盈率、证券市场线等等，觉得像公司理财。
考试的人不多，来了一半吧，全是选择题，时间上还可以。
期待好结果，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第三章

山东电信面试资料

3.1 2015.12.27 山东电信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5655-1-1.html
刚面试完，攒点人品，为后来人做个参考。 地点还是济南育英中学，通知我的签到时间是 12:30，上午已经
有一部分人面试结束了。十二点到学校门口人已经不少了，十二点半进入学校，五个人五个人的 进场，顺序比较
混乱，等我签到结束都一点半了，正好赶上济南降温，在室外待了这么长时间，真冷啊。
面试流程和去年一样。签到后发给一个编号，并会注明你的工作类别，我是财务类的。发放一个面试须知，要
求在面试全程不能透露自己的姓名，家庭所在地，报考地区，若透露个人信息则取消面试成绩。报省内各地财务
岗位的同学在一起面试。
面试形式是无领导和半结构。
无领导会按照签到顺序分组，每组十人上下。具体流程是五分钟审题，每人一分钟表明观点，二十分钟小组讨
论，三分钟陈述，面试官四人，有电信的，也有第三 方，超时会打断。今年遇到的无领导题目是针对高中低三类
目标客户，需要采取怎样的营销策略，之前有一大段材料介绍了电信 4G 业务和不同客户的情况。我所在 的财务
组没有太抢的，比较和谐。
无领导之后紧接着是半结构，按照编号顺序一个一个进行。先自我介绍，然后问问题，一般都不涉及专业问题，
常规会问一些职业规划，个人哪方面素质比较突出， 对之前本组的无领导讨论情况进行评价等等，也有的同学被
问到如果进入公司三年，没有获得提升，离职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这种题。总体来说气氛比较轻松，并且 越往后
面试时间越短，多的有六七分钟，少的三四分钟。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祝我自己也祝大家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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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8 号面经，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2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3441-1-1.html
电信笔试就是 100 道行测，比公务员简单。
面试是无领导和半结构。技术岗只有半结构。
我报的销售岗，一面无领导，是跟销售有关的，给了七八个部门，发行手机，资金有限，优先给三个部门，并排
序。
然后单面，先是自我介绍。
然后根据自我介绍问问题。问了我最近看了哪三本书。都考了哪些单位，有没有 offer。被刷的哪些是什么原因。
能不能接受调剂以及去基层锻炼。大致一个人就是十分钟左右。

3.3 2015 年电信校招网络维护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3117-1-1.html
楼主是 28 号下午面试的，一直想着来写个面经，才闲下来。希望可以对以后的学弟学妹有帮助，也求人品~希望
可以通过。
电信面试一共两天，在济南育英中学，楼主是下午 2 点场，最后一场。好像每天最早是从 7 点半开始。
进去之后先在楼下排队等待，有智联的兼职人员负责维持秩序，到大概 1 点半的时候，楼主和其它大概 10 几个人
被放了进去。
然后进到 4 楼还是 5 楼的报告厅里继续等待，按短信里的签到组进行排序，先到先排，上交手机。
签到完会给你一个号码，后面面试的时候不允许说姓名，家庭，报考地点，这个号码就是唯一可以记录你成绩的
凭证。
PS：楼主是网络运营岗，只有一轮面试，市场岗会有群面和半结构化两轮面试，群面完接着进行半结构。
技术岗一共有 7 个教室进行面试，第一签到组有 3 个，第二签到组有 4 个，每次会带 3 名学生去教室门口准备。
过了大概半小时，楼主和其它两名同学被叫过去了， 楼主是第三个，所以在外面等前两位面完才进去，外面很冷，
建议以后的同学多穿一些，另外一定要穿正装，据说不穿正装直接被 pass，当然也只是据说~
等待的过程中，楼主和负责引导的同学聊了聊，他们都是兼职的大学生，也挺辛苦的。
每个同学大概面试 10 分钟，所以在外面等待了不到半小时，楼主就进去了~
面试官是 2 男 2 女，坐中间的女士好像是属于 boss 一级，另外旁边有一位记录员。面试开始。
首先是自我介绍，没要求几分钟，但是记得不要说姓名等。
接着一位女面试官问了下我的实践，和项目。另外楼主不是通信专业，于是被要求解释一下自己做的是什么。解
释完问楼主为什么不继续做科研。最后说这份工作比较乏味，问楼主是否能接受。
最后起立鞠躬感谢就结束面试了。
整个过程也是 10 分钟左右，随后到 1 楼取手机就可以回去了。
写完发现自己有点啰嗦，讲面试过程的只有 3 行，不过其实面试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面试 10 分钟，等待和紧张
的时间要 1,2 小时，^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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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同学们都能拿到满意的 offer~~

3.4 12 月 27 号去济南面试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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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517-1-1.html
本人 12 月 27 日在济南参加中国电信面试，由于我不是济南的，所以就提前一天去的，但是更可恨的是本人还是
27 号 7 点半签到的，我类个去，起的那叫一个早，还是打车过去的，到了之后就发下有十几个人已经在门口等着
了，好不容易等到 7 点半进去了，组织面试的人那叫一个凶，基本都是吼得，我想说的是不就是组织个面试吗有
什么好神气的，然后是被带上楼，签到 ，领号 ，说是介绍是不能说姓名，报考职位，报考地区，然后是又等，
好不容轮到我时，我都感觉快被冻抽了，穿正装伤不起，然后是进去面试，里面是 5 个人，有四个是考官，然后
有一个是记录的，自我介绍之后就根据你的自我介绍问点东西，感觉不到 10 分钟就出来了，我当时有点紧张再加
上感冒，脑子不怎么好使，感觉是胡乱侃的，没有群面，就是一对四的面试，我面的是企业信息化。这就是我的
面试经历，希望电信能收我。

3.5 山东电信财务类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1259-1-1.html
发现很少电信财务类的面经，发个帖子分享一下吧
我是 27 号上午 7:30 最早的那场，不得不说电信也太坑人了，早上得那么早去签到，结果到了育英中学还不让进
去，好不容易等了 20 分钟进去了，结果又在外面等着签到，5 人一组，穿着正装大冬天的在外面站着，虽然外面
套着羽绒服，那也是冻死人啊，结果今天就感冒了。
。。。。所以最好穿的厚点去，即使进到教室，还是很冷的。
下面具体说一下流程吧
拿着各种证件签到，会拿到一个编号，之后的面试不能透露个人姓名，自我介绍只说编号以及教育背景之类的，
工作人员会将手机放在信封中保存，完全跟农行一样。
面试的形式是无领导和结构化。
无领导 10 人一组，1 分钟陈述，20 分钟讨论，3 分钟总结。分组随机，不按照地区进行分组，面试官有 4 个，三
个电信的工作人员，1 个智联招聘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智联的工作人员负责，电信的工作人员全程没说一句话，
只是在登记。我的小组的讨论题目是四种营销方式排序，主要有自媒体营销、大客户营销、业务量营销和行业分
析营销。小组成员都不活跃，然后我就成了第一个发言的了，表现一般。结果结构化又被问到了为什么是第一个
发言。
。
。无领导之后紧接着结构化，同一个教室，问的都是自我介绍的问题，关于实习、考证、自身优势、无领
导表现，没问专业知识。
至于财务类的笔试，不是很难，但是题量比较大，试卷前面需要填一下岗位的一些信息，报的哪个地方的什么岗
位，是否服从调剂什么的，所以前面会浪费一些时间，后面就得加快速度做题了。题型主要是行测，不考电信知
识。
差不多就这些了，希望能够对后面的同学有帮助，攒点人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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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山东电信 2012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45854-1-1.html

财务类笔试我本来以为有专业题，结果全是行测，90 分钟 100 道，我没怎么练过行测题，果断被刷
掉了！悲哀！

3.7 我也来发下面经吧 技术类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44873-1-1.html

我报的是 IT 类的职位 面试是 1 对 4 一开始就是就着简历问的 然后有个面试官问我 如果他是我上
司 让我去做一件我不愿意做或者在我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我会怎么做 我肯定回答会去做啦 考官回了
句小伙子挺直爽 我回 在这方面我的原则就是上司的话永远是对的，上司就算错了他还是对的 那考官
一听就乐了 说这样不行 小伙子 得有原则 其实我估摸着他心里挺喜欢这答案的 然后最右面的面试官
估计是技术类的问我了下技术类问题 他说报这个职位可能需要了解下比方说内存颗粒的构造类的东西
啊 我学过 虽然学的不咋滴 我就回我们学过这个 然后他也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其实纠结也没用 在
电信肯定用不到这方面的知识 这是半导体产业的问题 估计是想给点压力）然后他又问我 raid0 和 raid1
的区别 虽然我没学过 可我是玩 PC DIY 的 这个问题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常识 我就回答了 用很易懂的说
法 考官也说了 你回答的很对 但是从你的回答我可以看出来你真正的学过这方面的教材 然后就不问
其他问题了 然后四个考官互相点了下头就让我回去了 一共 5 到 10 分钟吧 总而言之除了技术类问题其
他的不算很难

3.8 山东电信各种贴汇集了一下给大家，省的挨个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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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021-1-1.html

第一次发笔经，因为发现山东电信的笔经很少，算是攒人品了，为下届的师弟师妹做借鉴。
考试共 90 分钟，100 道题，分两部分：行测和专业课。专业课包括会计、税法、审计、经济法、财管，
很全面。
行测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有数学运算和推理的内容，阅读理解基本没有。
专业课比较难，会计的内容涉及资产的定义，会计核算的内容，账簿的更正等。审计的内容不难，很少
考到审计的程序，觉得大部分与审计无关，像是会计的常识。税法涉及增值税和消费税，还有印花税、
城市建设维护税等等，也不是简单的计算，很多调整的事项，觉得答得不好。经济法因为考过注会，觉
得比较简单，涉及善意第三人，除斥期间、外资企业的法律、国有企业的监管机构等等。财管很难，不
是大学财管的内容，涉及现金股利分配政策、修正的市盈率、证券市场线等等，觉得像公司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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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人不多，来了一半吧，全是选择题，时间上还可以。
期待好结果，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山东电信上午的笔试题目真是害人不浅，管理学的题目，差点死掉，但还是坚持到最后一个交卷，提前
半小时出考场了。问过工作人员说在年后与开学之前会出结果和进行下一轮的面试。
今天下午刚接到山东电信打来的电话，我报的是济宁的，说 12 月 2 日上午在北京、济南、南京三地有
笔试，问能否参加。
电信通知笔试好像是一个个打电话核实你是否参加，所以估计效率会比较低。
电话里说会发邮件告知准考证、考试地点，但是半个小时后还是没有邮件，网申记录里也没有通知，所
以继续等。
考试带上准考证、身份证、学生证，2B 铅笔、橡皮。
祝大家好运。
有消息的彼此沟通哦
中国电信笔试：12 年 10 月分笔经：现在的心情是沉重加挫败感，收到中国电信的笔试之后才开始看行
测方面的东西，只有一天的时间，事实证明，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整张试卷分为两大部分，考一个半
钟，一个钟考行测，包括数字推算、数学运算、语句错误、填词、常识和材料分析等等，总之是公务员
行测方面的知识，这部分时间是 60 分钟，严重不够啊，我是语言能力比较好的，数学比较差的，但是
我把时间都花在研究数学上了，所以朋友们数学能力一般般的话，通过我血的教训要知道了，最好先做
后面的文字题，先把能拿的分拿到了再说，向我这样的，难拿的分耗费了大部分时间，能拿的分没时间
再认真地看了，乱涂一气，最后草草交卷，是很失败的事情，直到现在我的心情还没平复回来，觉得自
己好 down 啊，总之，我是不能过的了，好失望~~

3.9 2012 电信面试（财务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61992-1-1.html

电信面试的时间是在笔试后两周左右，分两轮，都是结构化面试。分专业进行，我是财务类的。
第一轮是中华英才网的考官，主要问的简历的实习或工作经历。问了我，做出纳的问题。
第二轮，是电信的管理人员，人很多，十个左右。都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问了我对山东电信的了
解和自己之前面试失败的原因。
一天下午进行完，时间总共两小时左右吧，没有无领导讨论。
大致如此，祝大家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3.10 2012 山东电信市场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2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32725-1-1.html

第一次发帖，算给自己攒人品吧！
山东电信笔试时间很晚，11 月初投的简历，12 月 24 日在济南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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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的地方市场类只招 10 个人以内，笔试的有 40+
考试时间 90 分钟，100 道选择题。
具体记不清了，试卷好像分为八部分，前四部分是行测的内容，后三部分是专业相关的，最后是公共礼
仪。。。
一、语意理解，有词语替换选择。
二、相比相关的词语选择。
三、阅读理解，就是给一段文字，让你选择段落大意、对错什么的。
四、推理判断，个人觉得这个挺难的。也占的题量比较大。
五、营销市场类的知识，单选，
六、也是营销相关的，多选题。
七、是判断题，好像是和营销、顾客有关。
八、公共礼仪。
大概就是这样了。
另外，有没有收到面试通知的啊？

3.11 过了山东电信二面，却陷入纠结中…
今天是学校发放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日子，高兴啊，苦熬三载，终于把小硕证书捧到手了，兴奋啊。
兴奋中，接到了山东电信的电话，告诉我二面通过了，问我有没有签约单位之类。如实回答，已签。问
愿不愿意去山东电信工作。压抑心中纠结的心情，强忍复杂心情回答，非常愿意。哎，其实真的是纠结
啊。今天出了拿到了学位证和毕业证，还拿到了派遣证和档案转寄的通知单。哎，如果违约的话，会相
当麻烦啊？！网上签约系统貌似也关闭了。纠结中……话说，山东电信待遇如何呢，真的是不清楚啊。
不过，这次招的人不多，毕竟现在还早奋斗的童鞋们也不多了啊。现在有份在公司的工作，自我感觉还
可以。纠结中，不知如何是好啊？还有，貌似有可能回家乡城市工作。哎，阿门，祈祷中……
哎，听天由命吧，要是工作地点在济南，就考虑签了。
同时，祝福 2010 届毕业的童鞋们顺顺利利，进入到自己心仪的单位上班。

3.12 今天面试情况综合法律部门
我是 2 月 6 号上午 9 点半的一批，一直拖到 10 点多面的，不过面起来挺快的，差不多十五分钟吧
我是法律专业的，没有问专业问题，就是根据简历随便问了些，四个问题吧
我看了下名单，法律的一共才九个人，济南的有五个，济宁的有四个，希望自己有好运
也希望还没有面的同学加油，机会很大啊

3.13 刚面试回来~
6 号早晨 9 点的那一批，刚回到家，感觉没戏~~结构化面试，每个人面试时间大约是 10-15 分钟，先是自我
介绍，然后问你社团工作方面的东东，还有一些你碰到过的最难处理的情况、参加的项目什么的，就是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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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电信面试归来，市场营销
这次应聘的是市场营销，头一天是小组讨论，25 号下午共分了三个小组，一共 50 人，我是第二组，因为是
小组讨论，团队精神很重要，在这三个小组中我们组是唯一一组达成一致意见的小组，在这一点上我们算是占据
了优势。听说其它两组不仅没有达成意见，有的还超时了，面试管连一次总结的机会都没给。不知道第二天参加
小组讨论的结果怎么样。
第二天是实战营销，50 人分了 8 组，一个评委和一个应该是电信的人相跟。8 小组有的去学校，有的去小区，
倒真的是很分散。实战营销并不在乎能不能卖出产品，只是看你的推销技巧。而推销的产品也是随机的，小组讨
论时发的几份资料根本没用，害我花了一晚上去记产品。面试结束了也没啥感觉，也不知道有没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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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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页

第 12 页 共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