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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浙江联通简介 

1.1 浙江联通简介 

中国联通浙江分公司（简称浙江联通）作为中国联通在浙江的分支机构，成立于 1995 年 8 月

31 日，是一家拥有 11 家地市分公司、64 个县市分公司、资产上百亿的特大型国有企业；是一家同

时在香港、纽约、上海三地上市、集移动通信（GSM 和 CDMA）、数据通信、无线寻呼、国际国内

长途以及各种电信增值业务为一体的浙江省唯一的综合电信运营企业。 

1.2 浙江联通公司主营 

公司拥有覆盖全省、结构合理、技术先进、功能强大的现代通信网络，主要经营移动通信业务，

国内、国际固定电话网络与设施（含本地无线环路），语音、数据、图像及多媒体通信与信息服务，

电信增值业务，IP 电话业务等国家批准的其它业务，以及与通信及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等业务。 

 

第二章  浙江联通求职经验分享 

2.1 2017 浙江联通一面+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1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70164-1-1.html 

 

刚经历了联通的一面和二面，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计划赶不上变化，就算临时出了状况也不能乱了阵脚。一

面：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11 月 9 日下午 4 点 30 分，到了指定地点，需要填写一份应聘表，（提醒大家事先准

备好职位的各种信息，以及第二志愿），填写好之后进入面试地点，一个房间里有多组面试，每组两名面试官，

楼主的面试官一男一女比较和蔼，气氛不是很紧张，首先是 2 分钟的自我介绍，（自我介绍的时候切记不要出现

背课文的形式，这样给人的感觉不好，但是不是说不要提前准备，而是要自然的感觉）然后简要说说家庭情况，

问到“是否是独生子女”，然后根据简历提问题，男面试官提的比较多，主要是关于实习实践的，以及专业学习上

的，女面试官对于应聘表上的信息提了一些问题，没有很长时间，就结束了，楼主自我感觉不是很好，但是在当

天晚上收到了二面通知。 

二面：还是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10 号下午 1 点 45 分，二面比较规范，根据不同的岗位安排不同的面试地点，

但是候场的时间相当长，天气比较冷，穿正装的伤不起啊，紧张+冷，在走廊里煎熬了很久，由于面试的是技术

岗位，时间比较长，楼主前边的还没进去，等到里边的人出来后，就赶紧问了问里边的情况，搞笑的是，出来的

人说，“面试官比我还能说”，真是要呵呵了，于是乎又等了好久好久，冻了好久好久，终于轮到了，里边共有两

个面试官，但是楼主刚进去的时候，其中一个因为有事就离开了，就变成了一对一的面试，老规矩，一个 2 分钟

的自我介绍，楼主当时说得不是很自然，有点背书，面试官说了句“不要背，自由发挥就行”，态度还是挺和善的，

一直在低头看楼主的简历，然后让介绍一下实习情况，由于考研，当时并没有参加过实习，只能搪塞过去，忽然

面试官说“你学过大数据啊，我让另一个面试官面一下你吧”，楼主微笑点头（心中瞬间崩溃，怎么可以这样。。。。。。），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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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被换到了信息部，由于前天晚上并没有好好准备大数据方面的，只能硬着头皮开始面试，同样是自我介绍

打头，然后问了一堆大数据相关的问题，还根据简历问了问数据库的相关知识，（唉。。。。。。），就这样在

痛苦中结束了二面。 

经历了这两次面试，尤其是二面，深深体会到充分的准备是如此重要，机会是给有准备的头脑的，希望大家对简

历上的信息要多多准备，还有面对临时情况要站稳阵脚，祝大家求职成功！ 

 

 

2.2 上海联通在线测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2227-1-1.html 

 

昨天收到联通上海在线测评通知，23 日 24 时前做完。 

 

做之前还有些紧张，以为会有逻辑，数学，文字各种题。结果做完 100 道心理题之后就没有了。10 分钟不到就选

完了。有点蒙。 

 

攒人品，求进一步消息。 

 

2.3 【总结】【笔试】2017 中国联通上海-市场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2194-1-1.html 

 

一、时间：2016 年 9 月 25 日网申，10 月 22 日收到补充信息和测评邮件，要求 10 月 23 日 24 点前完成 

二、内容： 

1.        补充信息就是把网申的信息再填写一边，但是这次可能会更加具体化，体现在诸如专业匹配度、奖项等，

还有一部分新增信息，比如工作岗位和地点志愿、入职和实习时间等 

2.        测评就是心理风险测评，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回答即可。没有任何行测方面的内容 

2.4 面试浙江联通财务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893-1-1.html 

 

先笔试，不过笔试成绩貌似公司并没有关注。第二天一面，是二对一，算是半结构化吧，晚上收到二面通知，二

面是三对一，问的基本相同的问题，而且估计联通比较缺销售，面任何职位都会问愿不愿意做销售。。 

 

面试官提的问题：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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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是否独生子女，自身优势，是否愿意做财务以外的工作（销售），并针对个人简历深入问了一些问题，

比如当时怎么衡量考证与兼职的等等 

 

2.5 2015 年中国联通招聘浙江公司面试真题（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896-1-1.html 

 

2015 中国联通校园招聘各省自主安排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考试内容为行测，部分省份会考查英语、

综合知识和性格测试。 

中国联通校园招聘流程中，面试为各公司自行组织，决定采取何种面试形式。 

浙江联通公司面试形式为半结构化。 

 

二面面试真题： 

1、自我介绍，3 分钟； 

2、面试官提问，根据填报的志愿和简历的提问 

问题： 

1）为什么选择去这里，可以接受到县里共工作吗？ 

2）你的专业与岗位不相符，你怎么看？ 

3）从你的实习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4）你家里人是干嘛的，用联通吗？ 

5）你与同学相处得怎么样，你的考研经历？ 

 

2.6 2016 面试职位：网络维护与技术支撑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895-1-1.html 

 

第一轮是二对一面试 提了一些简单的问题 技术问题没涉及 第二轮还是二对一面试 问了你学的什么专业课 技

术问题也基本没涉及 整个过程都还好 面试官没有太刁难 

 

面试官提的问题： 

第一轮的问题：这个岗位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的理解 又问我有没有参加去年联通的招聘  

考研考的哪所学校 考了多少分 特长是什么 你的成绩怎么样 如果不太好的话会问你有总结过原因吗  

第二轮的问题：你学过哪些专业课 你对联通的了解 你懂通信网络吗 

 

2.7 2015 面试职位：人力资源管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15 日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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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894-1-1.html 

 

分两轮进行，第一天是 1v5 的面试，第二天 1v8 的专业面，第二天来了几个省公司的领导，所以面试的考官比较

多，问的也大多是专业的问题。 

面试官提的问题：问了一个专业类知识（人力资源方面的），自我介绍什么的，还有家庭情况，最后问了工作的

意向地之类的问题。 

 

2.8 2016 浙江联通嘉兴地区一面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9983-1-1.html 

 

 浙江联通一面在移动和电信后面，我投的是市场岗位，没有笔试，直接一面，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下沙校区进行，时间是

12 月 5 号下去 1 点，面试上午还是下午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可能是外地过去面试的原因吧，当时从上海赶过去，下了高铁就

下起了雨，天气很冷，电子科技大学就在地铁站不远的地方，挺方便，到了大学生活动中心找到面试地点我也是醉了，在大

厅里分为很多个小桌子，浙江省不同地区的都是分开面试的，应该都是地方过来的人，我是下午面试的，上午面试的同学已

经收到二面通知，二面也在下午进行，和我们一起，有点混乱，我面的嘉兴地区，一面有两个面试官，旁边桌子就是二面的，

好像有 3 个面试官吧，记不清了，问的问题很简单，主要先自我介绍了下，然后对我简历上的一个证书问下了情况，后面问

为什么要到嘉兴，对市场营销岗位的看法这类的，时间不长，结束后负责面试的 HR 说杭州本地的二面当天通知，其他地区

的二面时间待定，然后我就去悠闲的吃了个饭，坐上了回嘉兴的火车，刚上火车联通的 HR 就打电话来说让去二面，泪奔~~

啊，火车已经开了有木有，不早点通知有木有，含着泪回了嘉兴，天真的以为还能接到二面通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9 15 年联通杭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3039-1-1.html 

 

本人经历了 15 年校招，面试三大运营商，马上又到校招季节，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吧。 

本人北京 211 院校工科小硕，曾有两份实习经历，一私企一部委；在学校跟老师做过科研项目。 

首先投简历，现在不比以往跑招聘会，大部分简历都是经过网投筛选。及时关注大街网，智联以及运营商自己的

招聘系统。简历据说会刷人，但是比率应该不大，简历做的丰富点有帮助。 

笔试：联通也是在浙大，那个考试的组织真是混乱，当时在晚上而且监考的是智联的人，根本不查证件，座位随

便坐，还有人拿手机百度（不过后来进一面似乎不看笔试成绩）。 

一面：面试在笔试的第二天进行，我觉得笔试毛的作用都没有，杭州 11 月下点雨还是很冷的，3V1，一个 hr 两

个技术，只问了基本情况，面试大概一到五分钟，只问了基本情况和专业证书（这个看来挺重要的，有一本真能

面试成功概率）。 

二面：杭州总部，3V1。部门领导，会问各类技术问题，也会聊一些杂七杂八，他们比较感兴趣的事，比如实习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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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最好有个实习经历，不然面试的时候没啥说的会很尴尬），毕业设计（没有实习那这个就应该好好做），

当时面试官对我的实习很感兴趣，聊得比较投机。这次面试效果也比较满意，之后顺利进入终面。 

终面：我记得当时投的是杭分岗位，终面却是省公司岗位。此面是群面，1V10，正常自我介绍即可，每个人时间

有限，省公司老总亲自出马把关，老总很和蔼，基本不会有特殊的问题问你，只要不是原则性的谎话，他虽然给

你点破但也不会对 offer 产生影响。省公司总部的派来与我们接触的 hr 也很年轻相处之下完全没有隔阂而且办事

效率高，笔试一面二面终面，2 个礼拜搞定，完全感觉不出国企的风格，这也使我对联通公司的好感大大上升，

脑袋一热就把推荐表给寄过去。但是由于岗位和薪资的问题我没有签下联通，真是对不起联通的 hr。 

2.10 浙江联通财务会计岗 2015 校园招聘总和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2337-1-1.html   

 

    我发现三大运营商还是蛮不错的，只要你报了名都会让你参加笔试。 

    我的联通笔试是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进行的。就是行测那些内容，还有两三个论述的题，大概是关于 4G

网络的制式，联通的优势等等。笔试的第二天就是面试，楼主估计笔试和面试是分开进行的，不是按照你的笔试

成绩刷人再叫面试的。楼主那天上午刚好在浙大参加广发银行的面试，所以下午就一并把联通给面了，问了下自

我介绍，对联通的了解，研究生期间有什么研究成果，上学期间比较遗憾的事情，还有因为楼主是学经济学的，

为什么想要去联通等等，楼主其实三大运营商都有投，还是比较喜欢联通的，所以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总体感

觉还不错。再过了十来天通知去市分公司参加二面，说为了节省考生的时间成本，所以二面的当天上午就直接先

去体检了，下午再参加面试，公司还提供午饭，在这里不得不吐槽下公司打饭的大叔，我打了两荤一素，在最后

结账的告诉我只能打一荤两素，然后把那块肉居然给我丢回去了！这件事弄得我很不爽！言归正传，下午面试的

总共也就十来个考生，人力资源部的姐姐还是很有亲和力的，面试之前告诉我们一些注意事项，还有我们的一些

常规问题。二面的时候都是些分公司的经理等领导级别的任务，问的么是自我介绍中的一些问题，特别一点的么

就是互联网通信这方面的，因为楼主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坦诚的说我这方面不是很清楚，然后他就问说那互联

网对金融的影响了；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联通 4G 网络的优势，以及相比于其他运营商的优势，这方面楼主做了些

功课，所以答的也还可以。最后一位老总都说经济学的学生能到这份上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哈哈。据说后面的一

位哥们因为说自己在校有做很多策划，面试官叫他现场做了个策划，结果好像面试官不是很满意，所以奉劝各位

对自己优势的东西还是要有准备。最后祝愿各位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2.11 浙江联通笔试+一面（金华地区）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7636-1-1.html   

 

笔试难度不大，全是行测，最后 3 道简答，一题是对联通了解 100 字，第二题是 4G 的了解 500 字，第三题关于

大学生通信产品营销 500 字，二三选一题做。 

当天晚上 11 点半接到面试通知，8 点半在玉泉，分地区面，金华地区 4VS1，一分钟自我介绍，之后问我有没有

应聘其他公司，对联通的印象是什么，再是关于简历里的经历问题。我报的技术岗，问我为什么，如果做市场愿

不愿意去。大致就这些。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攒个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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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浙江联通一面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7610-1-1.html   

 

第一次发面经 感觉面的不咋地 攒人品 

话说联通节奏好快 昨晚六点笔试的 晚上十点就给面试通知了 今天早上十点四十五一面  楼主 211 小硕 专业应

用数学 报的是数据类岗位（只有这个岗位说明了招数学专业） 十点半到了浙大玉泉校区  签完到就立马让我进

去面试了  3 对 1的半结构面试  先自我介绍 然后每个面试官都针对简历问了几个问题 为什么选择联通 为什么

没有选择银行（楼主在中国银行实习过，感觉这个问题答得不好） 有没有学编程  楼主直接说了因为男朋友在杭

州 所以打算留在杭州 所以没有问我愿不愿意分到其他城市 基本上是很轻松愉快的  如果这次面试通过后天就

第二轮面试了 效率不是一般的高啊  希望能收到通知 

2.13 浙江联通 20131114 武汉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0738-1-1.html  

 

行测加开放性问题（你对联通的了解，如何针对大学生用户做通信产品的营销）一共九十分钟，行测很简单，再

填个表，上面有基本信息，意向岗位和城市，获奖情况，实习情况，优缺点等。 

 

2.14 浙江联通笔试+ 一面 +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1278-1-1.html  

 

貌似联通的笔经面经很少，那我来发下吧。。。。lz 很久以前申的联通，久到快忘了这个的时候智联发短信来说

通过网申可以去笔试了（这里要吐槽一下智联，短信上只说确认参加回复姓名，然后要带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都没

有说，回复名字了也没有任何反应，这点 51job 就靠谱多了，还有邮件确认的）。去的是武大笔试（又要吐槽一

下，笔试在武大信息学部一教 7 楼，俗称青楼，尼玛 7 楼啊，累死姐）。。。笔试开始的时候，会发下一张空白

简历表，到时候一起交。 

然后笔试就是 

1、公务员行测题目（言语、逻辑、数学、资料分析，好几题 lz 都见过，公务员原题）。 

2、联通的相关知识（3 题，也是选择题。1、联通的使命理念：以客户为中心,用服务促发展（不太确定是不是这

个问题，反正答案有这个，百度了一下应该就是这个）2、什么时候和 xx 合并的：2008 网通 3、联通的愿景：宽

带通信和信息服务提供商） 

3、论述题，第一题是你对联通的了解（不多于 100 字）。第二第三题选择其中一题做，第二题是 3g 技术什么什

么的（lz 不懂），第三题是针对当代大学生，通讯公司如何集中营销什么的（有点不太记得清了，差不多就是这

个意思，不少于 500 字） 

昨天笔试，今天晚上 8 点的样子说笔试过了，明天去面试，这次写着要带什么了。。。。不过 lz 好纠结要不要去

面试啊，，lz 是一面终结者，面了几次都死在一面了。。。。而且后天去考农行，，纠结去不去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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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lz 还是去面了刚回到学校。 

一直以为是无领导，所以什么也没准备就过去了，没想到是半结构化啊！两个面试官面一个人。先一分钟自我介

绍，然后面试官问问题。问了 lz 想去哪个地区，职业规划和生活规划，大学参加了什么社团，问了 lz 觉得部长和

副部长有什么差别，给面试官两个理由说服面试官让 lz 在杭州。。。。 

还有就是面试官直接在纸上写分数的，lz 瞄到我们组第一个同学 5 分，lz 上一个同学 8 分。lz 自己想想也觉得自

己只有 5 分的水平，因为面的实在太渣了！ 

还有还有，lz 学金融的，面试官问放弃金融来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行业不觉得可惜吗、lz 当时心里在滴血啊，为什

么我们金融就只能去银行或者证券啊，财务销售这种我们也可以的好吗！ 

lz 估摸着肯定是被刷了还是安稳准备银行笔试吧 

11.17 

回来啦 lz16 号晚上居然收到了终面短信，然后上午农行考好就傻乎乎的去终面了。恩，lz 面的是财务，属于综合

类。终面是在君宜王朝大酒店。lz 这里出了个岔子，明明收到短信了，但是那里的名单上居然没有 lz 的名字。。。

反正好纠结，lz 是 2 点半那批的，智联的工作人员反正就一批 5 个一批 5 个的带上 10 楼行政厅去面试，lz 好不容

易要轮到了，居然说 lz 是在 11 楼面技术类那张上，然后又跑去 11 楼，最后到 5 点才面试。 

11 楼是 5 面一，要带证件证书原件，两张简历。主要是一个女的在问，另外四个偶尔插一句。 

lz 在等待中大家一起聊天，主要有这么些个问题。 

一，几乎每个人都问到了想去哪里，好多人都想去杭州，主要都是在纠结地方问题，联通一直问别的地方去吗，

杭州周边县市去吗。。。 

二，问了 lz 专业问题，会计有哪三张表，做账有什么原则 

三，对工资的要求 

四，lz 不是会计专业的，来应聘财务是为什么云云（lz 金融的，只有财务可以应聘啊。。。真是的） 

经过和大家聊天，应聘市场的男生问到了会不会喝酒这个问题。 

别的也记不清了。 

lz 在这一面被刷了，不过还是要感谢联通，这是 lz 第一个过了一面的面试。谢谢联通，虽然 lz 最后没过终面。 

今天（18 号）联通就签三方了，从 14 号笔试到 18 号签三方，超级迅速的说。（不过也许别的企业也这么快吧） 

写的乱七八糟的，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价值，都是 lz 在碎碎念吐槽什么的。大家凑合看下吧，也祝别的面联通

的同学好运啦~~~~ 

 

2.15 2013 年浙江联通 笔试+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7540-1-1.html  

首先说一下，楼主今年应聘省本部财务岗，普通高校小硕一枚，其实不期望能进去，但内心绝对真诚！话说为了

联通放弃了华夏的笔试有木有！  

浙江联通应该把招聘外包给 zl 了，但是传说中专业招聘机构的表现，我只能用三流来形容，下面开吐。  

11 月 30 日笔试，笔试之前 lz 看了去年的笔经，然后看到了去年的笔试结构是行测加企业背景知识主观题，为了

有备无患，lz 去网上搜集了一些知识。一切都还算正常，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笔试那天考场秩序相当混乱，考场没

有贴考号有木有？随便坐有木有？不检查证件有木有！！lz 渐渐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卷子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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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题竟然和去年完全一样，竟然还有人可以拿手机上网搜索题目！！！！ 我去 zl 你要不要这么不负责任啊，

换套题成不成？这手机上网直接搜答案你制止一下总可以吧！！！笔试就在如此混乱和不专业中结束了，考试结束

的时候监考竟然说当晚出面试结果，面试地点在体育场路 XXX 号，没有结果的同学可以打某个电话询问，lz 突然

觉得有点不对劲，这进不了面试还能打电话询问？询问能不能进面试么，算了，一想联通是传说中的三强，觉得

就这样吧，等面试通知。 

奇迹就在当晚发生了，群里很多人说，自己白天没有笔试联通却获得了第二天的面试通知，而 lz 和白天笔试的同

学们都没有结果，尼玛的联通，不会内定了吧？ 我也是认真准备了的啊啊啊啊啊，就当楼主已经放弃的时

候，当晚十点一刻来了音讯，第二天面试。 

第二天是分批面试，楼主有同学收到九点的，楼主是十点半的。一大早准备了一下，到了之后先去九楼签到，走

廊里足足有 1、2 百人，各种情况，有笔试的，有面试的，有等着的。签完到 zl 的人让去十四楼等着，刚出电梯

就被一个 zl 的人问：谁让你上来的？尼玛啊，你们自己人让我上来的好吧。那个人说这里人太多了，你们先下去

等，会叫你们的。楼主因为还有下午的电信笔试，所以跟人家好说歹说留在了十四楼，十四楼被分成了等候区和

面试区，lz 就在等候区，刚一走进去，我去，真的有 6、70 个人啊，问了一下情况才知道，有大老远赶过来的，

有早晨刚刚被调到新的岗位来的，有 8 点半来的，9 点来的，9 点半来的，各种等差数列来的，都挤在四五个长

队中，zl 的人让我们不要急，闪开一排通道，往后退不要堵着面试区的入口。我去，各位 xdjm 要么高跟鞋，要

么薄西装，大冷天的，下午还有电信、EMS 笔试，能不急么。我们质问 zl 的人为什么不守时，安排这么混乱，各

种群情激奋啊 ，zl 的人牛逼哄哄的说，要上班的人要懂得配合懂得理解，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招聘项

目？这不知道多费时费力？ 我们是没经验，这就是你们有经验组织的杰作？ 

 

楼主终于进入了面试区，前面四个人，两个面人力，两个面策划，加上楼主的财务，三个职位一起面，联通这么

强大？不分专业么？更加奇怪的事情是，所有面试出来的人都说自己被问到愿不愿意做销售，愿不愿意去其他地

方，我们都是面杭州岗位的啊，都不是销售啊，楼主觉得自己面的是财务，应该不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吧，但是楼

主隐隐觉得，联通好像挖了个坑 。终于进去了，三个女的面试官，跟买保险的一样，交了证书材料，自我

介绍结束之后，那个阴魂不散的问题终于来了：愿不愿意做销售啊？考虑不考虑其他城市？你妹啊！我只好说，

我学了 7 年会计了，注会也过了几门，去做销售，成本有点高，就不考虑了，我面试的是省本部财务岗，难道不

在杭州吗？面试官只是淡淡的说：好的，我理解，可以了，你把材料也带回去吧。。。。，我的心啊，拔凉拔凉啊，

一切都了然了，为什么不用笔试，为什么这么多人面试，为什么这么混乱，原来，联通 TMD 在招销售。。。。这就

是所谓的财务岗、人力岗、策划岗，统统去卖电话卡吧，哈哈 。 

我只想说，作为像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公司这样一个大公司，没有一点诚信，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各种华丽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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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招销售，你对得起这群起早大老远赶来应聘的学生么？你对得起这些未来的中国少年么？  

BTW，下午电信的笔试很正规，很标准，什么叫大公司不言而喻。  

 

2.16 一次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8750-1-1.html  

 

楼主按规定在不到下午一点半一刻钟的时候来到面试地点签到，紧接着，来到等候地点。各种混乱。一人一张白

纸画房、人、树。接着就是等、等、等。是三个小时。没错。三个小时。我就在想，贵公司人事的脑子是不是不

太好用。明知道要让人等那么久为什么不再分批。所有人都安排在下午一点半。脑子是被门夹过了么？或者是，

短信群发一次省事儿？就这样的办事能力，联通也就是个小三的命。我保证以后在我的朋友圈很少有人用联通。

要固网做不过电信，要 c 网做不过移动。唉。滚犊儿去吧。 

 

2.17 说说我联通公司的应聘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4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88453-1-1.html 

 

我参加的是 2013 年的春季校园招聘，应该是补招性质的。 

1、笔试一个半小时，时事政治、行测、联通基本知识，我报的是营销岗，所以还有市场营销的题目，

有考 SWOT 分析法、分析一个具体的营销案例中存在的问题、联通全称-网址-主营业务、如何与中间商

共同提高销售业绩，大致就记得这些，据我观察，笔试没有刷人，当然这可能跟地区有关，报湖州的人

数相对较少； 

2、笔试当天晚上说会通知面试，12 点半打来电话让第二天早上 9 点 40 去浙大玉泉校区参加一面，1VS6，

一个大房间，里面的面试摊位围成一个圈，湖州嘉兴的是一个摊，我进去坐下，问我问题的只有 3 个面

试官，一个湖州的考官问了许多问题、一个市场营销岗位的主管问了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了一个问题，

总的来说问的比较简单，首先自我介绍 2 分钟，然后湖州那个考官开始发问，问了我家住哪里、家庭情

况、愿不愿意去县工作，知道我考研失败后问了我哪一门考差了、为什么参加考研、还会不会继续考研；

接着市场营销的主管问我什么是 4P、4C（我只答出 3P，他说没关系，随便问问）；最后还有一个人问

了我一个问题但我给忘了。据我了解一面也没怎么刷人，还是因为报的人数不多，有人告诉我说她们是

最后一波，直接三个一起进去（估计是为了加快进度，面试官要吃饭了），每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只

问了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3、一面过后晚上通知二面了，3 天后在湖州分公司面试，早上 8 点半到，说要带三方（后来才发现根

本不用带，大家都带了，可最后都没用到），这次所有岗位总共 17 个人进了二面，市场营销的有 6 个，

个人感觉不会再刷人了，但面试还是挺正规的，2~3VS9，我那组三个人一起进去，面对有 8、9 个考官，

说话的有 4-5 个，开始每个人先自我介绍一下，3 分钟；接着根据你填报的志愿（第一志愿我写的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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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分公司，第二志愿是长兴分公司）问些问题，还是为什么选择去这里，去县里好不好；你的专业与岗

位不相符，你怎么看；从你的实习经历中学到了什么；你家里人是干嘛的，用联通吗；你与同学相处得

怎么样；你的考研经历（听到我有考研后，这里一个技术岗位的主管跟我杠上了，他认为我考研的理由

太牵强，我说的是希望自己年轻的时候奋斗一把，将来不后悔，他觉得我是个三心二意的人，我自己也

觉得说得不好，应该说实际一点，说自己选错了，不应该考研，这样可能会更好）反正这个问题我算是

栽了，我知道联通还是希望招一些死忠的人进去，最近联通的流动性还是有点大的，不知道会不会跪了，

求保佑！ 

 

2.18 联通面试的个人感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30631-1-1.html 

 

之前收到通知，12 月 6 日浙江省某市联通面试，很奇怪，联通没统一笔试就要我去面试了。英才网

上收到的通知，觉得是个机会就去了。要求携带三方，也带了。 

       去了那边，上交一些资料（之前通知的），然后三方是放在我的一个文件夹子里的。翻开给他看了

一眼，以为只是看一眼我有没有签约，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工作人员拿出了我的三方，将我的 三方和

之前的资料夹在一起。不还给我了。我问了。工作人员说，一周后给寄回来，要你的话直接会盖章。有

这么办事情的嘛？我三方就这么被拿走了。 

      之后还叫我们笔试半小时，之前没通知要笔试，但是拿到试卷，也就释然了，基本上把简历上的东

西填上去即可。 

       面试阶段，三个人一组，进去，对面一排面试官。一自我介绍，二谈谈大学里最成功的一件事，

三三大通信商核心竞争力分析，后很尴尬的没问题了，就叫我们走了。基本看下来。三个人平均 15~20

分钟。 

 

       我觉得基本没戏了。但是很不喜欢他们这样的办事风格，哪有扣人家三方的啊？万一我这几天又

收到其他公司面试通知，要求带三方呢？拿不出来还不以为你已经签约了啊？真心伤不起、我也不具体

说这是什么市了，如果你和我一样，估计就是同一个市的联通吧~~~ 

 

ps：以前有听说三方叫你签好寄过去人力资源部的，但是还真没有面试阶段直接拿走的！！！！ 

 

同学们引以为鉴吧，联通这边这么冷清，估计也没几个人会看到~ 

  

2.19 联通待遇问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2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95530-1-1.html 

 

首先声明下：各地市还是有些许差别的，我只说明我们地市的情况。 

  首先你签了三方以后，等等等，大概到 7 月份会通知你去签正式的劳动合同，然后是本科生 6 个月，

研究生 3 个月的试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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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用期待遇：2000 左右（扣完五险一金到手 1500 左右），每个月还会有几百的交通补贴什么的。过节

（中秋十一）有过节费，数目看不同地市的情况有区别（我们这是一节 1000），偶尔还发个超市卡什么

的。所以你每个月到手的钱可能是 1700~3000 不等。研究生加几百的样子。 

  转正后：据说是一年 4 万多 5 万左右，加上年终奖差不多是这个数。(我还在等月底转正，没领到过转

正工资）。研究生加一万的样子。 

 

  总结：求安稳是个好工作，不然就再考虑下再签。 

 

  有疑问的可以加群讨论：72192573 

 

本人本科生，5 岗，市场，市场技术工资基本相同，市场还有一块业务佣金，发展量大的话还是很可观

的。 

 

 

 

补充内容 (2012-1-8 18:06): 

转正后的工资修正为本科 5,6 万的样子，而且现在还有明年涨薪的风声。。。（不适用于所有地市） 

 

补充内容 (2012-1-8 18:11): 

真实的待遇还是去问人力，虽然他只会给你一个概数，但是基本相差不大，当时应聘我们人力说的就是

五六万，跟实际情况差不多。总有同学说打电话害羞，但是关乎你的前途，把想知道的问题找人力问清

楚，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2.20 温州联通—人力岗—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5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10416-1-1.html 

 

从来都只看笔经面经，今天同攒 RP 发个面经~  

早上我 7:30 到的，因为不认识路~雁荡西路，雁荡东路都明显，就中路不好找，有木有？ 

填求职表格： 

。。。。。。（大家都面熟的格子和格子里的内容） 

笔试题： 

1.在大学期间获得哪些成果。 

2.在大学期间在哪些团体中担任了领导或成员 

3.大学中有没有目标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 

4.社会实践方面 

5.业余时间怎么安排（好像还有个题目，但是忘记了） 

面试题： 

按报的岗位分，里面五六个面试官，据说里面有省里的人物~ 

人均面试约二三十分钟，因为我说话比较快，看案例比较快，好像面试也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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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分钟自我介绍，我估计我一分钟都没用完 

2.给你个案例，分析去吧，我的是绩效管理的案例，桌上还有别的案例 

问题一是该公司的绩效管理存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的。 

问题二是说说绩效管理该注意哪些方面。 

3.薪酬政策有什么作用 

4.看了下我的简历中主要课程中包括 SPSS 和经济法，问了下成绩 

5.问了个算是劳动关系，偏向劳动法，合同法之类的一个问题， 

我发誓人力三级和课本都没教过，我就老实说不知道。 

6.问了下是否服从工作地点调剂和专业调剂，专业调剂即是否愿意市场营销，我说不愿意。 

OVER~~~~ 

顺便问候下今天碰到同面试的几个战友~ 

  

2.21 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5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06503-1-1.html 

 

今天起得老早跑去面试，没想到还没进去就被轰出来让我再等一下，再进去就开始纠缠着我这严重

不对口的专业开始展开话题，还得我七拼八凑地结束这十几分钟的面试，悲剧啊，真想不通，这专业就

有这么重要吗？又不是学不会，何必这么顽固地纠缠专业问题嘞，我对市场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了啊，

我四年就是迷迷糊糊混过来的又怎么着了啊，专业不对口的孩子，伤不起！晓得伐啦…… 

  

2.22 非技术类面试  

 

一大早从建行初面结束，穿着西装挤公交，挤到玉泉。 

我报的是市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但本专业跟这个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也硬着来面面了。 

8 个人带进面试的会议室中，有 5 个面试官在桌子的一边，2 台电脑估计在浏览电子简历。 

没有自我介绍，直接开始小组讨论： 

每人分到一张试题纸，内容大概是说一个区域销售经理在处理下面三家分销商的利益争夺，恶性竞争的

问题。 

20 分钟每个人自由讨论，但貌似我们组大家比较害羞，刚开始比较矜持，有些沉默。 

有几个人从头到尾才说了简简单单的一句。 

最后我们讨论出了解决方案，推荐一个人来汇报，但 HR 就示意只要推出总结的人就可以了，估计想看

看谁在大家眼里比较核心吧。 

后来 HR 给个别小组讨论比较积极人加了个人题，包括怎么让这个有离职倾向的销售经理继续留在公司， 

制定招募新的销售经理的招聘职位说明，制定公司招聘计划，制定公司培训计划，处理市场部、销售部

同时招人的冲突问题，blablabla 

这个 HR 我觉得还是比较干练，有水准的。 

 

后来，另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问了个寡头垄断下，一个公司的销售员工离职率高，怎么样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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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大家答得都不好，他就比较囧~~~ 

觉得我们学了宏观经济学应该至少知道点知识，还特地问了几个人力资源专业的同学什么专业的管理理

论，我就更听不懂了。:80)  

他还问了我们知道不知道某某某，8 个人没反应，没听过，据说是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比较有名的人，

我们都默默了。 

 

当然，HR 还问了我们是否有意向去做销售，以及是否愿意到县域里面。 

就这样结束了。 

我在小组讨论中不太算做 leader，随便讲讲，就这么凑合着过这场面试吧。 

继续等通知~ 

 

2.23 面试归来 

技术岗 

4 个面试官，5 个面试者。 

到了之后一人给一个编号，问我们要简历了。 

先是轮流自我介绍，用一句话说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问了女生，能不能接受到现场测试，基站值班（可能是夜班）之类的，能接受几年。 

问了手头的 offer，投了哪些企业。 

三大运营商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之类的。 

问了某些人愿不愿意到县级工作。 

之类之类的。 

没有技术层面的问题。 

 

 

2.24 4.21 面经  

时间：4.21 上午 8：20 不过真正开始面已经到 8：40 了 

可能是没有安排好，我们是第一批面试的 

一组五个人，四个面试官 

1.轮流做自我介绍，每人 1 分钟时间 

2.轮流介绍自己的获奖情况及学习成绩在班上的排名 

3.每人回答一个问题（开放式，非技术的） 

over 

22 号晚上给一面结果，电话、短信、或是邮件通知 

23 号二面 

 

个人觉得联通比较注重学校和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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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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