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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浙江烟草专卖局简介 

1.1 浙江烟草专卖局概况  

浙江烟草专卖局 1984 年底组建，现有 11 个市（地）、64 个县市烟草局（公司）、2 个卷烟厂。全行业职工总数 1

万人，其中主业近 8000 人。卷烟生产能力 100 万箱，1999 年实际产量 95.7 万箱。社会销量 145 万箱左右，1999

年批发销量 141 万箱。“销大于产”、“消费结构高”是浙江卷烟产销基本特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浙江烟草专卖局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浙江烟草专卖局官方网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浙

江烟草专卖局 

 

 

 

第二章 笔试面试资料 

2.1 2016 浙江烟草笔试回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3571-1-1.html 

 

 

今天真是疲惫的一天 先是早上从下沙和同学一起打车到浙大紫金港，由于睡眠不足，所以我有点晕车= =，

考完回下沙不用说了，累的不行，晕的差点吐了  

 

算了，我还是进入正题吧 

考试就是上下午，早上 9:00-11:30  综合应用能力，类似申论~三个题，第一题案例分析，给你一篇材料，大致就

是讲网络低俗用语盛行，让你提一些对策，清净网络空间；第二题我醉了！！！改错题！！！给你一段偏向政治

性的文段，7 个小段落，让你改 10 处错（行文和搭配），然后我实在看不出 10 处，就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

第三题就是大作文，今年题目是“让教育公平托起明天的太阳”，顾名思义就是写教育公平，比较常规~ 

下午 14:00-15:30 职业能力倾向测试，就是时间缩短、题量减少的行测。记得没错的话，言语 25 道，数量 25 道

（数字推理 5+5，数量关系 15），判断 25，常识 10，资料 15，我国考后就没碰过了，所以手生的很，时间有点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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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及，出考场的时候还是听到很多大神说自己做完了的~ 

嗯，就是这样~随手分享积攒人品  

 

 

2.2 2015 年浙江烟草省招全程记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7140-1-1.html 

 

 

浙江烟草 2015 年大学生招聘笔试通知：经过资格初审，你已入围浙江烟草大学生招聘笔试，笔试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7 日一天，考试内容：综合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倾向测试。 

 

早上考，每一题前面都有一段材料，然后给出题目。 第一道谈谈反腐跟福利关系 300 字左右，第二个国企如何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适应发展 500 字左右，第三道“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作文 1000 字左右。 

下午考行测。 

 

 

 

1 月 31 日面试，先审查下资料，然后抽签面试号，接着等。一共 15 分钟，进去发现 7 8 个考官，他们面前摆着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摆着 3 个题目和一白纸可做笔记。15 分钟自由安排思考时间与答题时间，当然不能超时，

旁边有人在计时。等到下一个人进去答题出来，就可以进去听分数了，然后签个名字，就可以走了。 

题目分别为：1.如果你到一个单位，你能为单位带来什么，发表演讲。 

 

2.（具体记不清，写个大概意思）小王小李和我是同事，会议上，小李把我想的点子当成自己的点子告诉领导。

小王替我打抱不平。对此的看法。 

 

3.（写个大概意思）对于志愿者，有的人认为：“志愿者就应该无私奉献，不求回报……”。有的人认为：“应该给

志愿者一些补贴，薪酬之类的…。”对此的看法。 

 

 

2.3 凉透的笔经，欢迎补充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1959-1-1.html 

 

 

本来是要考完第一时间发笔经的，但是下午 3：30 考完，赶 4:40 的火车，坐了一晚上火车，第二天又有银行的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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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7140-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195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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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页 共 8 页 

面试，所以耽误了，实在不好意思 

言归正传，相信不少关注论坛的童鞋尤其是想要参加以后烟草考试的都对烟草考试的内容特别好奇关心，楼主当

初也是，11 月在杭州考银行，恰巧浙大有烟草招聘，“便抱着试试的态度投了份简历，嘿，别说，12 月竟然收到

笔试通知了”（这句式一听就是受某些广告毒害不浅），于是楼主思考再三（因为楼主已经拿到银行的 offer，都交

三方了，而且身在山东，考试成本比较高，所以犹豫很久去不去考）不远千里赶赴杭州，参加了神秘的烟草考试……

好像又偏题了，废话少数，上菜！ 

考试分上下午，上午类似申论 150 分钟，下午类似行测 90 分钟，尤其下午行测值得吐槽，90 分钟 100 题，楼主

在此吹个小牛，2011 年考山东公务员，楼主行测硬生生考了 80.25 分，做完还检查了几道题，但这次彻底晕菜，

试卷发下来是个不薄的小册子，不采取战略性放弃几乎是不可能的，题型和国考几乎一模一样，数字推理，图形

推理，逻辑推理，排序，材料分析等等，当然还有类似哪个省份人口最多的常识判断，开始答题极顺，答题间隙

偷看了下时间，心中揣测顺利的话能答完，但是后半段难度明显提高，特别是材料分析，大有不精确到小数点后

两位誓不罢休的劲头，没办法，不得已蒙了几道…上午的三道题，其中两道的主题仔细准备过，但是楼主字丑，

估计高分可能性不大了…… 

不清楚什么时候能出成绩，虽然明知希望渺茫，但是也想死的明白 

楼主没别的本事，自幼爱考试，公务员、事业单位、银行、司法考试、烟草考试都参加了个遍，山东公务员和事

业单位、银行都进过面试，但是心理素质欠佳口才很差，大多折羽而归，但是笔试经验还是积累了一点，想了解

的童鞋可以跟帖回复，留言必回。 

最后，也想说句：发笔经积人品，不过考试这事，运气和能力还是最主要的，既然考完了，只能耐心等待了，希

望是个好成绩 

 

 

2.4 攒人品哈哈。关于烟草面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7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9035-1-1.html 

 

 

参加烟草专卖局的面试。面试一共 15 分钟。进考场，会有两张纸，一张纸写着题目，一共三道题；另一张纸用

于做笔记。题目一共三道题，第一题：你报的岗位是什么？你的优势是什么？为岗位做了什么准备。第二道：你

的能力比你同事强，但是他被看重，并得到提升，你的想法是如何？ 第三题：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

三个和尚没水喝。你对这个问题则么看？ 

仅供大家参考。求职不易，大家加油 ！ 

 

 

 

2.5 攒人品 2014 浙江省烟草局面试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2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35371-1-1.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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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面试，三道题，七个面试官，人都蛮和蔼的，奈何自己太紧张，语无伦次了。 

第一题是诸葛亮的一句话“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二题是如果工作中领导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影响你的工作怎么办。 

第三题是一幅图，其中一个人勤勤勉勉工作，两个人在讨论他，算是背后说坏话吧，对这幅画谈谈看法。 

面试之前超级紧张，晚上都没怎么睡着。面试的时候一看第一题就懵了，完全没看过这句话，根本不知道怎么引

申，答得时候语言也没组织好，一出来就知道很多话不应该那么说，还有好多点没答到，有些明明都做了笔记。

哎，吃一堑长一智吧。 

第一次冒泡发个帖，希望可以给后面的人借鉴，攒个人品，要好运啊！！！ 

感觉烟草的面试超级正式，跟公务员的面试差不多，可以照着那个准备，等待面试的时候也可以跟旁边的人和工

作人员交流下，舒缓情绪，大家都很 nice 的。 

PS：非常感谢“二师兄”，感谢“诸葛师兄”，特别热心，帮了很多！ 

PPS：面试结束知道我快要做小姨了，好开心，希望小家伙可以给我带来好运气 

 

 

 

2.6 攒人品～2014 年 1 月 11 日浙江烟草笔试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23221-1-1.html 

 

 

昨天和男朋友一起去浙大紫金港参加了浙江烟草的笔试，内容还有印象，写下来供大家参考。早上 9：00 -11：

30 考综合基础知识，单选 20 道，都是政治、法律、经济之类的，多选好像是 10 道 ，哲学、党史、法律、历史

人物及其主张观点之类，判断 10 道，内容跟前面差不多，都没有涉及到烟草专业知识。作文是以“公平正义”为主

题写篇 1000 字左右的文章，50 分大头啊！材料里面给了亚里士多德、温家宝还有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公平

正义的论述。我做的算是比较慢的，提前 15 分钟交卷了，结果后来男朋友告诉我多选题选少了有分、选多了没

分，我压根没注意到还有这个说明，亏大了！哭啊 

下午 2:00-3：30 考行测，总共 100 道题，跟国考题目类型差不多，没有常识。我记得的是数列有 15 道（还是 10

道？），数量关系 15 道(记不清不能确定了...)，图形题 5 道，资料分析 15 题。对了，前面的言语表达那块里面

还有考拼音正确与否的，汗！其他记不清了，有同学还记得的，欢迎补充！ 

 

 

 

2.7 分享 2013 省烟草和金华烟草招聘笔试内容和面试内容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387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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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 省烟草笔试内容：综合基础知识（多看大学学的毛、邓、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最新的之类的，选择

题比较多），综合应用能力（其实是申论，有几小题，另外有个大作文）。面试内容三道题：自己的优缺点，结

合如何发挥在职位中的作用；中毒事件（考应急能力）；18 大提出国企要增强其竞争活力，创造力，影响力，你

的看法！金华烟草笔试：综合基础知识（有一篇作文，关于烟草未来发展）。2013 年 4 月金华烟草面试：发展烟

草的优缺点（你对烟草行业的看法认识之类），单位录用你后，你发现不适应工作，且与你期望的报酬不一致，

你怎么办？；应急题（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同事间关系处理的题）！这些是我所知的，祝各位能顺利考入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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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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