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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简介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介绍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CRI)  

中国唯一向全世界广播的国家广播电台，其宗旨是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logo  

1998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互联网站开始对外发布。2000年，国际台网站被列入国家重点新闻网站。“国际

在线”现已将国际台目前的43种语言广播节目全部送上互联网，听众可以在网上收听43种语言广播一周的节目，从而

实现了在线收听和点播收听。 1999年10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始制作，并通过亚洲2号卫星向全国传送国际新闻电

视节目。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电视中心每天制作和传送上星5个多小时的电视节目，在全国200多家电视台、近300

个频道当中播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同时还主办了《世界新闻报》，以报道国际新闻为主，内容涉及国际政治、经济、

文化、体育、教育、科技、社会等各个方面，面向全国发行，发行量达80多万份。简称：CRI。  

目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经拥有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和新媒体传播手段，包含了从第一媒体到第五媒体的

全部形态。一个结构齐全、配备合理、立足传统、面向未来的多媒体发展架构初具雏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世界重要国家和地区建有30个驻外记者站，启动和建成6个驻外记者总站，并在国内各省、

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建有记者站，拥有庞大的信息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目前，共有61种语言干部1000余人，编

辑记者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等700多人，外籍员工200余人。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  

邮编：100040  

电话：（010）68891001（办公室）(010）68891123（总编室）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展简史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开办初期每天只有15分钟的日语广播，经过60年的发展，目前每天使用38种外语 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手机广播电视开播  

以及汉语普通话和4种方言（广州话、潮州话、闽南话和客家话）向全世界广播270小时。国际台各语种广播节目

构成为新闻、时事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专题，广播节目覆盖全球。到2002年底，国际台海外落地节目

播出的总时数每天达63小时。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世界各大洲建有30个驻外记者站，并在国内各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建有

记者站，形成了庞大的信息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年从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收到大量听众来信，被海外听众称为是“了解中国最迅速、最便捷、

最有效的途径”。随着我对外广播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听众来信的数量逐年上升。2002年来信数量突破了100万封，

创下历史新高。目前，收听国际台广播的听众俱乐部或其他形式的听众组织有2000多个。  

1998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互联网站开始对外发布。2000年，国际台网站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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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新闻网站。“国际在线”现已将国际台目前的43种语言广播节目全部送上互联网，听众可以在网上收

听43种语言广播一周的节目，从而实现了在线收听和点播收听。 1999年10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始制作，并通

过亚洲二号卫星向全国传送国际新闻电视节目。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电视中心每天制作和传送上星5个多小时

的电视节目，在全国200多家电视台、近300个频道当中播出。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目前，共有38种外语干部近1000人，

编辑记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等近600人，外籍工作人员100余人。  

1.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覆盖范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使用61种语言（英语、日语、朝鲜语、蒙古语、印地语、尼泊尔语、乌尔都语、泰米

尔语、僧伽罗语、孟加拉语、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印尼语、菲律宾语、缅甸语、马来语、泰语、土耳其

语、普什图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豪萨语、斯瓦希里语、俄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阿尔巴尼

亚语、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乌克兰语、克罗地亚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世界语、意大利语、

葡萄牙语、芬兰语、瑞典语、丹麦语、白俄罗斯、希腊、希伯来、荷兰语、挪威语、冰岛语、立陶宛语、爱沙尼

亚语和汉语普通话及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4种方言，以及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藏语拉

萨方言、藏语康巴方言等少数民族语言）向全世界传播。截至2010年底，每天累计播出节目2471个小时。2010年

共收到来自世界161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电子邮件等300万件，遍布世界各地的听众俱乐部3165个。就使用

语种、播出时数和听众来信数量而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际广播电台之一  

2006年1月28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海外开设的第一家调频电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播。该调频台每天

使用英语、斯瓦希里语、汉语普通话播出19小时节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的 “环球资讯广播”、“英语综合广

播（EASY FM）”、“欧美流行音乐广播（Hit FM）”以及“外语教学广播”等多套对国内广播的节目，分别在北京、

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播出，向听众提供最新时事新闻、国际资讯和流行音乐，深受听众喜爱。 。2006年11月

19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设的老挝万象调频台（FM93）开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老挝国家主席朱马里共

同出席了开播仪式并启动调频台的开播。胡锦涛主席发表讲话，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万象调频台的开播，将为增

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架起一座新的桥梁。截至2010年底，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境外共有51个整频率调频

或中波台，180多家调频/中波合作电台，每天使用41种语言，累计播出1100多个小时的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了5套对国内广播的外宣节目，分别是"环球资讯广播"、"英语综合广播"（轻松调频

EASY FM）、"国际流行音乐广播"（劲曲调频HIT FM）、"英语环球广播"和"外语教学广播"。截至2010年底，每

天累计制作节目384.6小时，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合肥、乌鲁木齐、天津、重庆、厦门、烟台等国内

大中城市播出。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办有《国际广播影视》杂志以及英文《信使报》、德文《信息与回声》、西班牙文《友

谊花坛》、乌尔都文《友谊之声》等 30个文种的外文报刊，读者遍布世界各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办有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和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第二章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求职经验  

2.1 2017 届 CRI 技术岗应届复试笔试真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7年4月4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7356-1-1.html 

啦啦啦~3 月 31 号下午 1 点 30 开始考试，刚考完后老是忘了分享，下午到的时候就一个大教室，差不多 30 多个

人左右吧，不知道是不是都做技术岗笔试的。。。- -看来今年初试刷人也挺厉害，2 个小时考试时间，题目都侧重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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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现在就给以后的师弟师妹们分享一下技术岗复试笔试的真题，希望能有助于以后的童鞋。攒 RP~10 道选择

一共 30 分 1 三网融合是哪三网 

2 国家标准的信息安全等级一共几个级别 

3fm 调频广播是单声道还是立体声，模拟还是数字广播 

4osi 网络结构一共 7 层，哪层是具有路由选择功能 

5 网络 ip 地址有关选择题 

6 以下哪个软件具有视频修饰功能，我选的是 MAYA，不知道对不对。。。 

7 有广播的帧数的具体忘了 

8 以下关于流媒体说法错误的是，选一个 

9 以下哪一个选项中所有文件类型都是视频文件 

10 题忘了     

 

问答题 10 选 3 道答每道 10 分只记得所选择的 3 道题 

1 流媒体的具体应用有哪些（至少列举 5 个） 

2osi7 层网络结构是哪些 

3 讲述大数据技术与其特点          

 

论述题 10 选 2 每道 20 分只写下我记得的题目哈！ 

1 如果你进入了国际台，你需要注意些什么 

2 说说你对社交媒体的看法  

3 说说你对新媒体技术的认识及其特点 

4 当下社交媒体（如 facebook、微博、微信）非常火爆，请问你觉得应该如何利用这些社交媒体进行宣传   

5 你是否有过前段开发经验，请具体阐述（第 5 题好像是这样的，记不太清，总之就是关于你个人前端开发经验

的） 

另外还有 5 道就记不到啦，       

2.2 CRI 2017.1.7 笔试题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7年1月8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0009-1-1.html 

造福后人，求人品，貌似所有人考的都是一套卷，至少小语种和新闻类的考的都是这个。 

 

第一大题 名词解释 1、一带一路 2、RCEP 3、黑天鹅事件 4、国际传播 5、四个全面 

 

第二大题 列举国内外 2016 年发生的五件大事 

 

第三大题 英汉互译 

英译汉是阿里巴巴起诉假货供应商 

汉译英是雾霾 

 

第四大题 给了习主席对新闻工作者的 48 字方针相关材料 

1、你如何肩负国际传播使命（大概是这个） 

2、如果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如何开展工作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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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7 笔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7年1月7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9933-1-1.html 

今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在中传笔试，每个岗位的题目应该都是一样的。对于一整年都没碰英语的人翻译还是做得

力不从心，考研的人或者语言类的同学还是会更有优势一些。 

考完出来飘着小雪哈哈，感觉心情都被点亮了!今晚趁热把题目回忆下来，因为往年的题目相似度还是挺高的，一

定要好好准备，特别是国际传播，一带一路，我记得之前看到的笔经考过；还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也是每年必

考，这个前一天上网找一找都有。英语还靠平时积累了。论述也通常考入职后开展工作，职业规划，结合国际台

的实际情况啥的。所以准备了还是会有把握些的。 

一、名词解释 

国际传播  

一带一路 

四个全面 

黑天鹅事件 

(还有一个英文缩写。我忘了。。） 

 

二、列举 2016 国内国际各 5 件大事 

 

三、英译中：阿里巴巴 施华洛世奇 

中译英：北京雾霾 

 

四、论述 

一段关于习总书记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的材料 

（1）结合习总书记讲话精神，谈谈你如何肩负起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使命? 

（2）结合你所报的岗位，谈谈你入职后要怎样开展工作? 

2.4 2017.1.7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7年1月7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9932-1-1.html 

一、名词解释：一带一路，国际传播，RCEP，黑天鹅事件，四个全面 

二、列举今年发生的国内、国际重大事件各五个 

三、翻译：英中、中英各一篇，篇幅不长，英文材料是短新闻（阿里巴巴打击假货）；中文材料是评论（雾霾） 

四、给一段总书记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材料，1、结合谈谈如何做好国际传播，2、入职之后有什么计划等等 

 

总体感觉是考平时的积累，祝下一届的同学们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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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RI 校招笔试 20170107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7年1月7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9920-1-1.html 

一、名词解释 

一带一路 

国际传播 

黑天鹅 

四个全面 

RCEP 

 

二、列举国内外 5 个重大事件 

 

三、英汉互译 

1.阿里巴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后，采取法律措施打击销售伪造产品行为... 

2.北京雾霾 

 

四、论述题 

1.如何肩负国际传播的使命 

2.结合申报岗位，谈谈入职后如何开展工作 

 

------------------我是吐槽分界线------ 

又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啊，说好的时政填空，国际台历史 BALABALA，名词解释是什么鬼= = 

英汉互译倒是不怎么难 没什么太难的词 

论述题也是之前笔经里有提到过的~ 

2.6 17 年国际台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7年1月7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9915-1-1.html 

楼主今天参加了国际台笔试、趁着没忘来分享，积攒人品。考试地点：在传媒大学一号楼举办、 

人数：看了考试名单大约 1500（应届生+留学生）人左右。 

时间：9 点-11 点。三页答题纸、一页试卷。 

题目 

1、名词解释：四个全面（20） 

 

 

黑天鹅事件 

epcr 

国际传播 

一带一路 

2、列举国内外热点新闻各 5 个。（20） 

3、英译汉 阿里巴巴就对其平台淘宝店主销售假施华洛世奇手表予以起诉。说实话楼主小语种、里边有一些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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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真的看不懂。比如美国贸易代表、反假联盟等。估计英语好的没问题。新闻体裁【】 

     汉译英 对于元旦后全国大片城市陷入雾霾的反思 

4、论述题 

1、给了习总一篇有关新闻工作者的材料、结合材料简述如何更好地开展国际传播工作。（具体是新闻工作还是国

际传播工作大家补充） 

2、你的专业、结合专业说明如果成为国际台员工将要如何开展工作。 

 

 

【后边两题分数记不住了】 

希望进二笔啊、、、人太多吓死我了。 

 

2.7 2017.01.07 国际广播电台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7年1月7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9888-1-1.html 

为自己攒攒人品 XD 

 

1.名词解释：黑天鹅事件 四个全面 RCEP 国际传播 一带一路 

2.列举国内国际各 5 个重大事件 

3.翻译 

中译英 雾霾天 

英译中 阿里巴巴起诉售假商家 

4.论述 

材料：习近平在新闻舆论座谈工作会上的一段的讲话 提到国际传播的职责与使命 

问： 

①根据材料 说说如何践行国际传播使命 

②结合你的专业 谈谈你入职后的规划 

注意：考试时间从两个半小时变成了两个小时 所以最后再写翻译都写飞了 TAT 希望不会有影响吧 

 

2.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笔试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7年6月29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427-1-1.html 

国际台招聘专职驻外记者笔试试题： 

一、根据所提供的英语新闻素材，为广播节目编写一篇 400 字左右的中文新闻稿。(30 分) 

二、根据以下两则新闻的内容，为报纸编译一篇报道（1500 字）。（50 分） 

With model's death, eating disorders are again in spotlight 

 

By Kimberly Conniff Tab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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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006 

 

The death of a 21-year-old Brazilian model from complications of anorexia has reignited debate about the fashion 

industry and eating disorders at a time when various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sidering banning the 

ultrathin from the catwalk. 

 

For health experts, images of severely underweight models are just one element in the gestation of eating 

disorders like anorexia and bulimia. The determining factors, they say, are 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na Carolina Reston, who weighed just 40 kilograms, or 88 pounds, when she died in S?o Paolo on Nov. 14, was 

the second model in recent months to succumb to an eating disorder. In August, Luisel Ramos of Uruguay died of 

heart failure during a fashion show, prompting Madrid to ban severely underweight models from the city's 

fashion week this autumn. 

 

That move was universally applauded by people who treat anorexia and bulimia, and the fashion industry is 

facing pressure to follow suit elsewhere. Last week, Giorgio Armani urged designers to stop using ultrathin 

models. 

 

But specialists in eating disorders warn that the focus on fashion implies that the illnesses are primarily caused by 

the desire to look like a model. 

 

"This grossly oversimplifies the issue," said Eric van Furth,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for Eating Disorder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ased in Northbrook, Illinois, and clinical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ating 

Disorders in Leidschendam, Netherlands. 

Emphasizing the catwalk, van Furth said, "helps to trivialize and stigmatize the illnesses, and can prevent people 

from getting help." 

 

Van Furth and other specialists say that many factors can contribute to anorexia,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elf- 

starving and excessive weight loss, and bulimia, a dangerous cycle of binge eating and purging. 

 

According to Dr. Susan Ice, medical director of The Renfrew Center, an eating-disorder treatment facility in 

Philadelphia, these factors can include genes; early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temperamental factors like low 

self-esteem; perfectionism; obsessiveness and anxiety; family variables; and often a "precipitating event," like 

abuse or the loss of a loved one. 

 

"Any one of these things is not enough," Ice said. "In every girl I've see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is slightly 

different." 

Many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use the metaphor of a gun to explain what leads to the onset of an eating disorder. 

According to this description, first coined by Dr. Cynthia Bulik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genes load the gun and the environment pulls the trigger. 

 

 

Aimee Liu, author of "Gaining: The Truth About Life After Eating Disorders," to be published by Warner Book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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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has expanded the metaphor. Genes create the gun, she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The fashion 

industry, images of celebrities,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load the gun. 

Emotional distress pulls the trigger. 

2.9 重要的报名 TIPS（报名无法提交的解决办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5年11月25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2211-1-1.html 

 

 

我报名的时候总显示“错误提示：抱歉当前页面不能为您服务，请稍后再访问”。 

 

打电话给国际台的人力资源部门咨询，HR说如果提交不上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照片不用提交，已经跟HR确认过不提交照片不影响。 

2、查询密码设置为6位数字 

3、所有项目填写完整，没有的写上“无”。 

4、出生日期不要有汉字“年”“月”等，用字符。 

 

然后提交很顺利地通过了~~ 

 

看到版上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与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够有用。 

2.10 CRI 2016.01.09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6年1月15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9411-1-1.html 

 

一、填空  

一共20题，记不全了： 

70周年阅兵决定裁军___万；李克强宣布互联网、物流、电子商务结合的___计划；2015年11月____带领缅甸民主党获选胜利；____是世界

上最大的什叶派国家；人民币加入了____菜篮子；中国最南端人口最少海域最大的领土是___；中国陆地邻国一共____个；2015年伊斯兰

共和国承认承担在____发生的恐怖袭击；西方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分别是____，宗教改革，启蒙运动；____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二、名词解释  

TTP；伊斯兰共和国；修昔底德陷阱；O2O 

 

三、简述（二选一） 

中国外交中的命运共同体；结合专业与国台阐述创业 

 

四、简答（两题，有一题不记得了哈） 

计算题：A/B辆车从甲乙两地相对开出，求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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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翻译 

英译中：有关高血压 

中译英：中俄石油合作计划 

 

2.11 20160405 国际台采编岗二次笔试和终面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6年4月20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9562-1-1.html 

国际台貌似每年拖的时间都非常久，今年也是一月中旬笔试，而足足等到了四月五日才二次笔试和面试，整个过程需要大概一整天，中午的

时候会提供午餐。国际台上午笔试大概三个小时，第一题是请列举2015-2016内国内国际各五件重大影响的新闻，并附上100字左右的点评；

后面第二题是针对今年春节期间的假新闻”上海女年夜饭逃离江西农村，并与江西男友分手“广泛传播的现象进行点评；第三题是让你作为国

际台人事部的负责人策划一次入职培训，并且拟好动员入职培训的发言稿；最后一题是说明自己的专业特性并阐述如何为国际台更好的服务。

我印象中大致就这几道题目了。 

 

下午是从一点开始一对一面试，让我们所有人随机抽签，按照抽签的顺序进行面试，我带了自己的简历和个人作品，有五个面试的老师，态

度都比较nice，基本就是询问我新闻机构的实习还有个人作品。比如是怎么进行采访的，如果把这个作品发表在国际台需要变动吗，最后还

问了我倾向什么类型的报道等问题。其中有一名老师是用英语提问的，因为我在欧美两个国家都学习过，所以问的是这两国的新闻理念有什

么不同，接着又追问了我们应该学习这两国哪个国家的理念。 

 

总体来说，国际台的笔试内容和面试都是比较考察新闻事务这一块的，我应聘的也是采编岗位，但确实同期面试笔试的也有经济管理岗等其

他岗位的同学，考的和我们内容也完全一样。所以也不太清楚这次招聘是怎么回事了。大概四月底出结果，还在漫长的等待中。分享求人品

~ 

 

 

2.12 等待漫漫无期：国台应聘心路历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6年5月14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2452-1-1.html 

 

曾经一度对此很向往，觉得和自己专业对口，即使工资稍低，平台不错，也愿意入职。可是一路走来，漫漫无期

的等待，让我心灰意冷，最终只能失望。 

 

 

简而言之，国际台的程序是这样：报名网页用的是万年不变的老网，多次提交不上，笔试不通知个人，只在网站

上挂出，现场报名就能参加考试。一月份笔试，结果四月份通知复试，说的是两周内出结果，问，又说四月底前

出结果；再问，说五一出结果；再问，说你没录取（估计是被我问烦了）；其他同学之后问，说五月中旬出结果。。。

无限循环。复试完后，加了一个微信群，结果至今没有一个人收到录取通知。 

 

 

不知期间我打了多少次电话，每次问完名字后，只是一次次敷衍，让你等待。起初我自认为希望很大，因为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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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复试没有几位男生。我跟导师聊到想去国际台，导师一脸疑问地说：你有没有想过国际台的工资？即使这样，

我还是心愿往之。可是结果却只能让我丧失信心。 

 

 

一个朋友打听过，国际台这几年正在面临离职潮，出走了大约几百人，因为工资待遇实在太差，外宣部门，只能

依靠国家补助，前些年还面临了一次降薪。即使这样，像我跟我朋友仍然愿意入职，可是结果只有我俩收到没有

录取的通知。而其他人打电话问，说还没出结果。 

 

 

作为一名应届求职生，我对此已经十分寒心。只希望告诫后来人，不要对此等待。可能有时候太强烈的愿望，最

终实现不了，反而让你情绪低落。如果一开始抱有顺其自然的态度，结果可能稍好。可是，漫漫求职季，学生本

是弱势，这种被人选择的焦躁心情，只有我们懂。 

 

 

祝后来人好。愿吸取我的教训。 

 

2.13 20150110CRI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BBS，发布时间：2015年1月10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5832-1-1.html 

 

一、填空 

CRI传播理念__________ 连着考了好几年了啊 

一丝一带是指 

我国外交方针 

国际传播是指 

国际台在北京的三个都市调频是 

 

二、写10件2014年的国际大事 

 

三、简答题，三选二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 

2.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3.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四、论述题，二选一 

1. 结合专业知识，论述在当前媒体融合的背景下，国际台如何完成转型，发展成为国际广播集团 

2. 分析自身优劣势，结合国际台发展，制定三年成才计划 

 

五、翻译 

1.中翻英：要准备的可以看看领导新年讲话稿 

2.英翻中：关于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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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2013.12.28 国际台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13847-1-1.html 

 

先上题。 

填空，翻译，论述，共100分，时间150分钟。 

一填空题14个（顺序不一定对） 

1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  

2习近平说中国梦就是（     ） 

3 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4 （默克尔）再度当选德国总理 

5中国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的是（        ） 

6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纲领性的文件是（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7（     ），又称巨量资料，是无法通过主流工具blabla搜集等等。 

8瓦良号（好像是这个）正式更名为（     ），交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9古代丝绸之路发源于中国的（    ），经亚洲blabla。 

10 A:B为1:4组成一个物体，1立方米的可组建160A 240B，问21立方米至少可组建多少个这样的物体（大概是这样，具体记不清） 

11跨台阶数学题，问总共有多少台阶 

12BBC是（   ）的全称 

13  14 想不起来了 ，大家补充吧 

二 英汉互译。 

1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关于利比亚问题的讲话，翻译成英文 

2 开车发短信的一段英文研究，翻译成中文 

三论述题 （第1题必答，2，3选答，每道20分，共40分） 

1新媒体技术对传媒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国际台为例，新媒体技术下怎样转型？ 

2如果你被国际台录取，你会给国际台带来什么？希望国际台为你提供什么？请结合所学专业回答。 

3请阐述个人的长处和不足，结合自身优势，设置未来三年内个人职业规划和发展方向。 

 

个人感觉题不难，可能就翻译能拉开差距吧，当然英语好的这个也没问题。每年的时事都是最新的，只要多多关注就可以了。国际台可以霸

笔，今年考场也很分散。lz在传媒大学考的，人不多。监考的是国际台的老师，人都很和善。 

祝大家顺利通过，国际台发展也越来越好。 

 

2.15 复试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90714-1-1.html  

 

家乡昨天又大地震了万幸家人都安好。自己也无能为力，只好继续写笔经攒人品，愿上帝保佑芦山和全川父老乡

亲~ 

 

上午 8 点 45 到了八宝山地铁站旁的国际台大楼，9 点开考，考场是 3F 的会议室。参加人数没细数，大概 30-40

人。2012 年 12.15 的第一次笔试，我根据那个 excel 表名单统计了一下，有 953 人。不知道实际淘汰率是不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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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恐怖。也不知道这一轮能有多少人进面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面试/今年根本就不准备招人？ 

 

拿到试卷发现只有三道大题，大跌眼镜： 

1.结合你的实际经历，谈一谈国际传播工作者需要怎样的能力和素质。 

2.论述中美关系或者中日关系为什么错综复杂。 

3.结合你的专业，谈一谈国际台如何改善工作。 

 

其中第 1 和第 3 题如果本人没记错的话，一笔的时候就考过了。。。 

 

总之尽人事，听天命。找工作到这个阶段的兄弟姐妹们，应该已经身经百战，心理素质都是杠杠的了，不介意一

城一池之得失。 

2.16 国际台 2013 笔试试题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23067-1-1.html  

 

一、填空题：30 空 X1 分 

1 我国四大盆地是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 

2 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是（苏伊士）运河，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是（巴拿马）运河 

3 我国最东端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交汇处，最南端是（曾母暗沙） 

4（马太）效应是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现象，（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的指标 

5 GDP 是国内生产总值，GNP 是（国民生产总值），（绿色 GDP）是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

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 

6 一道鸡兔同笼问题，求鸡的个数= = 

7 还是一道二元一次方程就能解的数学题~ 

8 IMF 和 APEC 的中文译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9 金砖五国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 

10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战胜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 

11 第 67 届联合国大会上（巴勒斯坦）成为观察员国 

12 11 月 20 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东亚）领导人会议上，中日韩三国宣布启动（自贸区）谈判 

13 一个传播学概念，实在想不起来了……XXXX 需要把（）和（）结合起来【LZ 完全不懂！】 

14 今年是国际台成立（71）周年，国际台传播理念是（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怀【果然又考了一遍！】 

15 国际台用（61）种语言进行传播，2011 年建立的（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简称 CIBN 

 

二、英汉互译：2 段 X15 分 

1 讲美国假期来临带来了航空旅行的种种问题，机场 blabla 政府机构 blabla 的一小段中文，翻译成英文 

2 讲日本伊卡洛斯号探测成果发现的一小段英文，翻译成中文 

 

三、论述：2 题 X20 分 

1 分析自身长处和不足，结合对国际台的认识，谈谈入职三年内的努力方向和发展规划 

2 结合自身专业背景，从节目内容建设、经营管理、新媒体等角度任选其一谈谈如何提高国际传播力，要具体【貌

似两道题都是去年考过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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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报国际台的童鞋们一定要注意网站的公告，不通知考试时间地点是他们的传统……还有就是，可以霸

笔，记得带简历去。最后祝大家求职各种顺利，拿到心仪的 OFFER！ 

2.17 CRI2012 年招聘笔试题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23067-1-1.html  

 

一、填空 1._________国家最新加入金砖机制，成为金砖四国的第五个成员。 2.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俄罗

斯、美国、英国、__________。 3.国际台近年确定的传播理念：_________、世界眼光、人类胸怀。（此题已经

连考三年，童鞋们要注意了） 4.今年是国际台建台___周年。 5.1941年延安____语广播开播标志着国际台的诞生。 

6.今年，神州八号与___________在空中接轨。 7.（有三个空，第一个不记得了）国际台网络台共用_____种语言

广播，2011年国际台开播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简称______ 二、翻译 1.关于温室气体排放 2.关于国际台今

年发展的（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填空最后一题的答案） 三、论述 1.简要分析自己的优缺点，并结合国际台的

现状，制定自己未来三年的职业发展方向和规划。 2.国际台近年来大力拓展海外业务，从经营管理、节目内容、

新媒体技术三方面中任选一个方面，结合自己的专业，谈谈如何创造性地开展海外工作。 （填空题不太完整，欢

迎童鞋们补充！大家一起攒人品，早日拿到自己心仪的offer~~）  

2.1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笔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836805-1-1.html  

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的考试时间为2个半小时，早9：00-11：30。插一句：笔试名单似乎是5号公布的，但8号

就考，所以不少人没有得到消息而缺考，希望来年打算考的同学多多关注，小心错过，据说，国台的惯例就是不

通知，只在自家网上公布了事。  

此次考试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常识与时事填空，第二部分，英译汉；第三部分论述。  

一、填空（15题，每题2分）  

1、我国的四大发明是：_ _ _ _  

2、我国的四大名著分别是_ _ _ _  

3、诺尔曼·白求恩是_ _ 人 ，毛泽东在_ _ _ 中曾赞扬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  

4、明朝航海家_ _曾_ _次下西洋，为我国对外交流做出贡献。  

5、13世纪时，意大利旅行家_ _来到中国游玩经商，回国之后，写下著名的_ _ _ ， 记述了他在中国的见闻，

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  

6、我国科学界所说的三钱分别指的是：_ _ __ _ _  

7、12个人参加羽毛球比赛，每个人都要和其他参赛选手人比赛一场，共需要多少场比赛？  

8. 如果把一个正方形相邻两边各增加6厘米，其面积比原来增加120平方厘米，那么它原面积是_ _ _。  

9．在一次选举中有900人投票，候选人有甲、乙、丙三个，目前已知选票为800票，其中甲为336为票，乙为

300票，丙为164票，请问甲至少还要得_ _ _票才能获选。  

10、我国超级计算机跨入世界领先行列：国际超级计算机TOP500组织在北京时间11月17日上午8时正式发布

了第三十六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的“_ _ _”以峰值速度4700万亿次、持续速

度2566万亿次每秒浮点运算的优异性能位居世界第一。  

11、此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_ _ _。  

12、美国的CNN和日本的 NHK的中文全称为_ _ _、_ _ _  

13、近期，_ _ _网站曝光逾25万份据称是美国国务院的机密文件，将诸多美国外交内幕和盘托出，其创始人

阿桑奇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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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朝韩局势紧张，朝鲜在朝鲜半岛_ _ _附近发射数十枚海岸炮炮弹，其中数枚落在有居民居住的岛上。（此

题记忆不准，但考的就是朝韩炮击事件，答案应该是延坪岛）  

15、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近年来确立“_ _ _、世界眼光、人类胸怀”的传播理念。  

二.英译汉，2题，每题 15分。(篇幅有点长，两道题占去A4纸的五分之四)  

1.关于欧元使用区零售业交易额下滑的文章，陈述了欧盟eurostats的统计数据，分析了 

原因，包括政府的信贷危机等。（Retail sales是零售的意思，一直没想出来）。  

2.关于墨西哥湾石油泄露事件，相关委员会商量应对措施等等。（等我看懂的时候已经下课了，呵呵）  

三.论述题 每题20分，共40分。  

1.作为初入职场的新人，要想在职场上发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简要陈述自己的观点。  

2.中国国际广播是中国重要的外宣媒体，从创立以来一直坚持创新……（就是先把国台夸一通，然后才是问

题）。请结合你的专业背景，试从对外传播方式、新媒介技术、经营管理三个中任选一个角度来阐述如何提升国

际台的影响力。  

2.19 笔试题目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835686-1-1.html  

一.填空 30分 1.我国四大发明 2.四大古典名著 3.我国超级计算机跨入世界领先行列：国际超级计算机TOP500组

织在北京时间11月17日上午8时正式发布了第三十六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的“天河一号”以峰值速度4700万亿次、持续速度2566万亿次每秒浮点运算的优异性能位居世界第一，部署在国家

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的“曙光星云”位居第三，另外39台国产超级计算机榜上有名，总体占有率8.2％ 4.明朝的郑和，

7次下西洋 5.意大利人 曾写过《》，介绍中国的见闻 6.白求恩是哪国人？毛泽东曾写过什么文章来赞扬了他的国

际主义精神 7.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近年来确立“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怀”的传播理念 8.12个人参加羽毛球比

赛，每个人都要和不同的人比赛一场，共需要多少场比赛？ 9.CNN NHK的全称 10. 二.翻译 30分 1.关于欧元使

用区零售业下滑的一个文章，陈述了欧盟eurostats的统计数据，分析了原因，包括政府的信贷危机等  

2.⊙﹏⊙b汗 没做 三.作文 40分 1.作为职场新人，要想在职场上发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条件？简要陈述

自己的观点 2.从传播方式、新媒介技术、经营管理三个中任选一个角度来阐述如何提高国际台的影响力。  

2.20 2012 校招笔经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92554-1-1.html  

 

第一次海笔的时候其实可以霸笔，所以即使没有投简历，留心当时的笔试时间地点，直接去就好了。 

笔试题型是填空，翻译和论述。好像看了几年的题目，差别不大，版上有人总结了我就不重复了。总之对近一年

crionline上面的专题新闻要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笔完过年回来，二月份收到电话。第二次笔试面试是同一天进行的。 

笔试一篇中翻英，一篇英语作文。中翻英貌似是president hu的新年献词，比较常见的那些和平外交，独立自主

之类词汇。英语作文是对“是否应该禁燃烟爆竹”写一篇400字的作文。 

 

笔试结束立刻面试。面试官一男一女。分两个部分，读稿子（听说一开始是要进录音棚的）和自由问答。 

拿到稿子后有十分钟左右可以提前读一下，之后进去开始面试。面试官问的问题有： 

what do you see in CRI? 

what about journalist as a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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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mind working for a media using Chinese as instruction language? 

其他还有一两个问题是针对个人简历的。 

 

我的职位是英语中心，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Hr说回来等消息就好了。其他语种或有不同。 

就这样啦。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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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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