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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此为编写这套应届生大礼包 2019 的本义。 

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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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黑龙江移动简介 

1.1 黑龙江移动简介 

黑龙江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全省 13 个地市（区）

和 70 个县（市）设有分公司。母公司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在国内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全

资子公司，并在香港和纽约上市。于行业集团客户，黑龙江移动为其量身定做独享的集团解决方案；

区域化的管理使服务更贴心，客户积分、异业联盟使黑龙江移动的客户服务不断增值，并赢得了更

多客户的信赖 

1.2 黑龙江移动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经营移动话音、数据、IP 电话和多媒体业务，具有计算机互联网络国际联网单位经营

权。公司运营的网络覆盖全省所有地市县、大部分乡镇和大部分的村屯，与全国其他 30 个省（市、

区）实现了国内自动漫游，并与 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6 个运营商开通了国际自动漫游业务，网络

通达世界五大洲。作为世界最大 GSM 移动通信运营公司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在我省拥有 600

余万客户。 

目前，除提供基本话音业务外，还提供主叫号码显示、彩信、彩铃、随 e 行、GPRS、语音信箱、

全球通短消息、移动数据传真、信息点播、预付费、移动秘书、IP 电话、WAP、手机银行等新业务。

“全球通”、“动感地带”、“神州行”等知名品牌家喻户晓。  

1.3 黑龙江移动企业文化 

面向未来，黑龙江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将秉承“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核心价值观，以创新精神

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站在新的起点，瞄准新的战略发展目标，继续不断创新，不断跨越，更好地履行“创

无限通信世界、做信息社会栋梁”的企业使命，努力“成为卓越品质的创造者”，为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通

信信息需求、提升全省信息化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章  黑龙江移动笔试资料 

2.1 18 中移春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3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5686-1-1.html 

 

 昨天下午去笔试了，只有行政能力测试，85 道题目，100 分钟，没有公司文化题目。黑板上说不可以用计算器，

然而坐我旁边的女生用了，按键按得可爽了。监考的小女生走过竟然没有制止！可恶~大概是兼职监考的吧~考完

后和监考官反映，只能表示是他们的疏忽...偌大的教室监考的人并不多。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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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z 全程一直抓紧时间做，然而一到数学运算题，速度就慢下来了。不会只能乱选了，数学智障的我  

      ps 非机考，需要用到 2b 铅笔和黑色签字笔。 

 

2.2 2018 校招中移动笔经【裸考意外高分，回馈论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1735-1-1.html 

 

前两天去了个中移动的终面，等候的时候看到花名册后面有附每个人的笔试成绩，意外自己还考得挺高的。笔试

几乎纯裸考，也就是看了看论坛上的笔经。所以知恩图报，今天来回报下论坛~ 

【题型题量】 

2018 年的题型题量和论坛上前几年的帖子是完全一样的，95min90 道选择题，包括 20 语言+15 数量关系+10 思

维+20 逻辑+15 资料分析+10 移动公司背景知识。 

不少题目跟论坛上的笔经完全一样，数量关系有两道一看到题我就意识到是笔经有人说过的，还有就是移动公司

背景知识感觉都不带换的，当年校招的标语还是口号啥的简直年年考。 

【难度】 

是我考过的这么多行测里面最简单的，比国考还简单……题目都很基础。仔细点就行。 

【时间分配】 

个人认为移动的笔试最关键需要把握的是时间，因为题目真的简单，而且后面也并不会比前面难，所以把握时间

是最关键的。遇到拿不准的题就跳过去先做后面的，整个做完再返回来检查和补上不会的题。我记得

当时每一部分临近结束的时候都能听到考场里一片瞎敲鼠标的声音，所以你只要把自己会做的都做上了，把这部

分瞎敲的人胜了，笔试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背景知识部分】 

应该有不少同学跟我一样是对移动基本上一点了解都没有就来考的，对于这些同学，我建议没必要花很多功夫去

准备移动公司背景知识，效率太低。我建议大家：1.花十几分钟看看论坛上的笔经，之前都考过啥；2.早点去考

场，考场门口有中公教育的人发移动的笔试重点，看一看那个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祝大家都拿到心仪 offer~ 

 

 

2.3 2018 中国移动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5246-1-1.html 

 

 

今天参加的中国移动的笔试，参加考试之前一直在找各种往年经验，发现移动的经验多数都是关于移动政企的，

难道是因为移动政企招人多？emmmmm，反正我也不知道为啥啦，趁热赶紧把笔试经验写出来攒人品，求进面

试啦！移动的笔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行测的那些，一共是 90 分钟，好像分为五个部分，有逻辑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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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病句啊、选词填空啊、排序啊、甲乙丙几个人每人说一句话但是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的，然后问那种情

况最可能发生这种题，个人感觉不太难跟公务员的差不多；还有数学计算：这部分也不难，主要就是计算量特别

大，题里面其实没啥绕弯的地方，不过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 ；还有材料阅读：给一段材料，然后下面根据

这段材料问问题，是以前高考语文的短阅读那种，都是从文章找答案，也比较简单；还有数学的推理题：这部分

对我来说就比较难了。类似于小学奥数，本来我数学就不好，而且时间特别紧，我是最后做的这一部分，还剩五

分钟，十多道题没看题直接蒙的；还有移动的企业基本情况方面的题：10 道，有校招口号，剩下的其实把移动的

百科看一下就都差不多了，这部分分数比较少，好像才 5 分，数学题部分分数比较高，可是我真的是时间不太够

用，所以先做了自己擅长的语文部分。第二部分 30 分钟，就是平时做的那些性格测试，根据自身情况选就好。

考完出来问了同学，他们也都说时间不够用，希望自己做的全对，蒙的也能对点，啊啊啊！感受全写下来了，给

以后的同学做个参考吧！求过！  

2.4 2018 移动笔试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3676-1-1.html 

 

 

之前看笔经都说跟国考行测差不多，做题才发现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言语：语病题占很大一部分，还有选词替换、段意理解等。 

数量：这回应该有两大部分数学题，不过都是数学运算、数推、应用题等，能代入的代入，比较花时间。这回不

仅猜了好几题，还不小心踩进好几个坑，一世英名毁在卖包子上！ 

判断：图推和逻辑推理等，图推感觉不是特别严谨，逻辑的都不难。 

资料：这部分区别非常大，不需要计算，是纯粹的文段阅读理解题。返回原文找答案即可。 

企业：因为是最后一部分，所以印象深一些，考了 volte、中长期战略愿景、国家进步科技奖 、漫游费、和的意

义、数据时代机遇、做强连接应用、校招口号，还有两题不记得啦。 

btw:建议没有必要去淘宝买各种移动资料，据小伙伴反馈里面的内容比较老，真题也不是很真的样子~ 

2.5 2017.10.29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3400-1-1.html 

 

●^●第一次发帖，大家随便看看就好了，反正我是随便写的 

笔试前看了一下论坛上去年 2016 年的帖子，还是挺有用的，然后考试形式是行测加性格测试 

机考，全是选择题，只能带笔 

行测（即 EPI） 

1 言语表达（如排序题，选词填空，挑语病） 

2 数字运算（如路程问题等等） 

3 逻辑推理（如推理图形，数列推理等等）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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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思维策略（_忘了，貌似有什么判断谁说的是真是假的题） 

5 资料分析（资料分析是三道大题，一道大题 5 个小题，不是计算题，纯粹语言文字，选项诸如选与原文不符的

有，依旧文章可推出啥啥等） 

6 移动常识 10 题（当年校招口号是必考题，还有战略也考了） 

给后来人的建议就是做完前两部分先做资料分析，不然紧脏的话你会看不下去，然后数学或者推理有些太难的就

直接乱猜吧（纯属个人建议，被我坑了别打我） 

 

 

性格测试 12 页，有的一页 7 到 8 个问题，9 个等级，有的一页只有两个，选最符合跟最不符合 

 

如实答就好 

时间妥妥的够 

 

最后来聊个五毛钱的天啊，校招的各位有啥最新消息记得互通有无啊（加 qq 群 343938059）⊙▽⊙补充，楼主

是广东的 

 

2.6 10.29 刚出炉的中国移动 2018 校招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3350-1-1.html 

 

今天刚在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参加移动全国统一笔试，给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留点经验～ 

大概提前十天收到的笔试通知，先确认笔试城市，过几天会发短信提醒你选考点。武汉有三个考点，竟然没有华科... 

 

笔试分为两部分，就是职业能力测试＋行业知识和心里测评啦。 

职业能力测试就是一般的行测题，言语理解 20+数字运算 15+思维策略 10+逻辑推理 20＋资料分析 15。 

言语理解分为主旨概括题、病句题、选词题、排序题； 

数字运算是一些简单的应用题，效率题利润题等等； 

思维策略是数学运算和数字推理； 

逻辑推理就是图形推理和真假话判断； 

资料分析比一般的简单，都是文字题，没有计算题，可以先做这部分。 

题目不难，刷刷行测题，了解一下每种题型大概是怎么样的就差不多啦。 

 

行业知识主要是关于移动的知识。今年考的题有校招口号、移动最大的业务收入来源、未来规划（大连接战略的三句话）、高清语音（volte）、今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 TD-LTE 关键技

术...差不多就记得这几个了...竟然没有考正德厚生臻于至善...考前把百度百科看一遍，记住核心价值观、使命、愿景、上市时间地点、世界五百强排名还有当年的移动大事记。 

 

考前移动大佬给我提了点关于做题顺序的建议，放上来供大家参考～～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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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18 年移动新鲜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3330-1-1.html 

 

楼主今天去笔试啦，北京场，上午在农大考了光大银行，下午转战林业大学，林大的机房比农大好一点，比较暖

和，今天北京超冷的。往后的小朋友们要考试的话，推荐选林大的考位～回归正题，考试总共 2 个小时，其中 90

分钟的行测和移动常识题目，30 分钟性格测试。整体不是很难，还见到了好多上午考试的原题。数字题目有一点

点绕，记录了几个回馈论坛，最近笔试都在看论坛里的笔经。这几个都没做出来 1，0，3，6，7，（） 

 

2，13，-2，4，-18，（） 

45，23，55，58，9，（） 

各位大神求解答～ 

 

 

2.8 【20171029】中国移动集团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3317-1-1.html 

 

10.28、10.29 两天考试终于结束，也有时间可以总结一下笔试经验，为面试攒一下人品 ~~ 

关于中国移动网申：我投的移动财务公司和移动投资公司，也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给的笔试通知，其他的没有太多

可以说的，按照招聘网站投就可以。 

关于考试通知：这里不得不吐糟一下中国移动。首先，它发笔试预通知的方式很特别，有的收到短信通知有的收

到电话通知，而且时间跨度是好几个星期；其次，通知笔试的正式通知也是分好几天发，让人很担心是不是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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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它考试的地点是要预约的，提前收到笔试通知的人把城区的考点都占满了，后收到信息的只能去大兴、昌

平、亦庄、石景山。 

关于考试内容： 

整体来说，95 分钟 90 道客观选择题，25 分钟性格测试 

客观选择题分为： 

1、言语理解 20 题（15 分） 

2、数学运算 15 题（25 分） 

3、逻辑推理 20 题（25 分） 

4、思维策略 10 题（10 分） 

5、资料分析 15 题（20 分），3 篇文章都是文字分析题，没有图表题 

6、行业知识 10 题（5 分）主要涉及移动公司 16、17 年大事~~ 

整体来说考试内容比较简单，很多大神提前半小时交卷~~ 

 

2.9 2018 移动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3302-1-1.html 

 

点刚刚结束笔试就来写笔经了，希望造福下届学弟学妹，也为我自己攒人品！ 

首先分为两大部分，分别为行测和性格测试 

行测部分，言语理解，数学运算，逻辑，思维，资料分析，还有十道公司知识。 

言语理解部分病句，选词填空，排序什么的 

数学运算比较好算 

逻辑就是图推和削弱论证还有甲乙丙丁之类 

思维就是给大数让算什么的 

资料分析有三道，每道五个小题，都是阅读理解那种题，没有数字的 

性格测试没啥好说的 

祝自己能进面试！也祝论坛所以人都能找到理想工作！感谢论坛 

给了很多帮助！ 

2.10 上周笔试等结果，怒码一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7293-1-1.html 

 

坐标武汉，移动的考点四个，比起中国银行真的少了很多。考场管的不严，考前还有人在门口发复习资料。（当时

远看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在门口看东西＝。＝）应该是有用的吧。 

考两个小时，主要是行测和性格测试。从行测开始讲吧，语文题目从简单到难，有一定递进关系，所以做起来时

间很充裕。简单题快点过给难题留时间。数学推理和逻辑分析都比较正常，和其他单位的网测差不多难度，数列

找规律有点复杂（好几个都没有看出来，哭）。这一块用的时间比较多，但是题目属于用时间也可以做出来的，所

以不用担心。整体思维（应该是这样类似的名字），和小时候的奥数很像，说白了类似于估值运算，考虑整体思维

能力，有思路的很快没有思路的估计就要很久并且很难做出来了，毕竟数字都很大。然后是资料分析，这一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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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没有计算器所以计算量有点大，以及有陷阱需要仔细读题。然后是企业文化。。。我真的。。。什么都不清楚。

考了在财富榜的排名，校招的口号，移动的口号，未来的规划，上市地这些。（可能复习资料上面都有吧。 

性格测试比一般的要更科学一下，会仔细给你的选择排序，所以选的时候强烈非常强烈这种还是要记住的，不要

随便选。 

其实难度不大，但是出来了很多人反映体谅很大，我是不知道对错但是做题速度很快的人，所以感觉还好。 

造湖学弟学妹，期盼面试机会，更希望有 offer 啊！ 

 

2.11 中国移动 2017 校招全国统一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5028-1-1.html 

  

楼主普通二本英语系毕业 英国排名三十左右大学营销硕士，收到四川移动，四川电信笔试。笔试冲突，选择移动。  

9 月 22 日投四川移动，10 月 12 日收到笔试预通知，10 月 22 日收到笔试正式通知，预通知时会需要回复是否参

加考试并且系统再无自动回复，全国统考，好像有个别省份地区独立考，具体不太清楚。 

后登陆网址预约考试打印准考证，都有点小插曲但都解决了，移动的企业文化给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预约考

试的网站有专门提醒长沙地区考生注意马拉松赛事，避免影响考试。 

考试当天因为堵车，当然还是我出发的晚点，迟到了五分钟，所幸平时练题都是照 90 分钟的做的所以少五分钟也

不是很大问题，考场设在一个在山上很偏远学校，竟然在七楼没有电梯... 

 

第一部分共 90 道题 95 分钟，80 行测+10 移动公司背景知识。行测：20 言语+15 数量关系+思维 10+逻辑 20+资料

分析 15 

3*5 道资料分析很简单，都是简单的运算，最后一道是纯文字，10 道移动公司的背景知识，也不难，就是有些最

新数据复习时没找到可能会有问题，我觉得只要看一遍百度百科 8 分也没有问题了 

以上两部分纯属拿分题 

 

言语出了好多“没有语病的是哪一项”...用粉笔公考做了很多国考行测真题几乎没碰到过这种题，两三道都有点

蒙...移动的行测跟国考还是有不同的，个人觉得言语部分稍难，选项都磨棱两可的。 

也有选词，段落大意，句子排序等，题型较全面。 

数量关系就是数学应用题，简单的把答案套进去验证就行，难的直接蒙。 

思维记不太清了，好像有点奥数的感觉，数学运算的那几道好像都不会，有道题印象很深刻 1/2014 加到 1/2017

分之一的整数部分...完全没有挣扎，纯蒙。数推不太难大概三五道的样子。 

逻辑就是图推，真假话之类的，基本都不太难。 

然后 95 分钟结束，第一单元就关闭页面了，接着做性格测试。 

这种性格测试我之前没有见过，就凭感觉的点的，30 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差不多不到 15 分钟就提交了。 

 

考场监考严，组织纪律好，氛围好，电脑运行情况很好。唯一不好的是考生素质有待加强，上小学初中进机房老

师就让每次离开座位时都要把凳子推进去，我那个考场除了我没发现有人推进去，地上还有废纸。 

 

考试心得： 

移动的题我觉得出得不是特别好，简单的大家都拿得到分，难得大家都不会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能大部队拉开差

距的就是奥数冠军啥的我怀疑...当然也可能这就是移动筛选人才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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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自己连着模拟考试了一个礼拜，但是考试的时候还是蒙的，都是行测题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考试时间是肯定不够的，第一部分快结束的时候，听到满场都在狂点鼠标，我做题的策略是先做简单的难的放最

后，对我自己而言经过多次验证觉得还是有效的，但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行测题还是得多练，我练的还是不够，整个考试一道见过的题都没有，相似的好像都没有，行测就是这么神奇... 

如果移动再这么出资料分析，资料分析可以不用提前复习了（注意前提条件），移动公司的相关信息一定要看，送

分题，真希望 90 道题全考移动公司的背景知识，我保证把移动大事记背下来。 

 

综上所述，我还没有见过哪个移动的笔经比我的全啦，昨天刚考完新鲜出炉的还是。 

 

许愿部分：话说昨天有够虽，1.考试迟到，2. 回家时被后边上来的车剐蹭了，虽然就一点点小划痕但是对方司机

态度不好报案警察说小剐蹭不管，哼。3. 出高速在收费站排在我前面的是前男友的车。 

四川移动给我面试通知和 offer 吧！ 

2.12【总结】【笔试】2017 中国移动上海-市场策划助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4947-1-1.html 

 

一、时间：2016 年 10 月 06 日网申，10 月 23 日收到笔试预约时间，全国统一 10 月 30 日下午 14:00-16:00 进行笔

试 

二、内容 

行测（各种题型 80 道）+移动文化题（10 道）+性格测试，前两部分是放在一个 section 进行，共 95 分钟，自由

安排时间，时间有点赶；后一个部分 25 分钟时间很充足 

三、其他 

1.记得提前下载和打印准考证，并阅读准考证上的须知内容 

2.现场提供草稿纸，走之前要回收 

3.因为是全国考试，所以不同分公司的笔试成绩也是按照这次 

 

2.13 移动黑龙江第二次笔试回忆 2015.11.15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6899-1-1.html  

 

        移动黑龙江分公司算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个，帖子总是鲜有人记录黑龙江岗位的情况，今年竟然有两次笔试，

给明年报黑龙江移动的童鞋们参考一下，以免不清楚二笔考什么内容。半小时心理测试，140 道，和民生的心测

是一样的。一小时专业课测试，楼主财务岗，40 道单选，15 道多选，10 道判断，2 道计算题（选择题形式，选

出正确结果）。选择多为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内容，计算为初级会计考试难度，不是很难，但是有很多知识点还是

记不清了。。。半小时英语测试，10 道单选题，考察语法和词汇量。一个选词填空，10 小题，三个阅读理解，15

小题，难度参差不齐，有大于六级难度的，也有四级水平的。。。三张答题卡不停换，还是有些心累，但是都能答

完，总结来看对待移动二笔还是侧重专业课基础和英语阅读吧。             继续攒人品，求一面～进行的轮数越

多，期待难免会增大，平常心才好。最后祝愿大家毕业季都能收到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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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黑龙江移动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1783-1-1.html  

 

 2014 年黑龙江移动校园招聘笔试  刚参加完黑龙江移动 2014 年校园招聘笔试，笔试在某小学。考完了，写

写关于笔试的内容，给自己的笔试经历做个记录，让我想起那天下午夕阳下的奔跑，那是我逝去的青春。同时，

给少的可怜的关于黑龙江移动笔试内容添点资料，更加为下一届学弟学妹们提供宝贵的知识（不要膜拜我哦！）。

因为那啥，大家一定要低调！！！废话不多说开扒。 先来张图，不是那啥么，子曾经曰过：“没图说个 JB，无图无

真相。” 

    这可是内部现场资料，小的我可冒着生命危险呐，惶恐中…………..   笔试从 1.20 一直考到 5.10 中间休息 20

分钟。真可谓漫长的鏖战（就因为这个，小的我都没赶上回家的 2 路公交 T-T）。  第一部分专业及英语笔试，两

者在一张试卷上。本人做的是通信类笔试（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专业部分主要是考移动通信（多）和通信原理

（少），少部分涉及一点物理知识，比如单选最后一题是关于电磁波。 题型如下：    分值*题量 单选 2*20   多

选 2*15   判断 2*10  综合 5*2  也是选择，5 个中选出几个，一个是关于四网融合是哪四网，一个是 TD 的优点 

举例一道不要脸的，问据工信部某 X 文件，TD 的 F 频是多少赫兹，答：1880～1900MHz（是个单选。NND 鬼知

道，哪个大学教这个，谁没事记这些）。  具体考题是啥，那啥咱没记住，但可以给你提供点超级资料，保证你那

啥，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听君一言，胜读十年书。 

 

    既然是通信类笔试考的当然与通信有关（这不屁话）。通过我的经验来看，主要是考移动通信的内容，比如比

较热的 TD—SCDMA，TD—LTE 等相关知识。考之前准备一下移动通信（重要，小的我学的是李建东版）和通信

原理的知识。作为通信工程专业的这些其实都是专业课，都应该学过（不保证移动不考一些“邪门歪道”的）。没学

过? 你不是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的？  下面小的我列出来一些试卷考的相关知识点（如有不周或偏差，忘各位老爷

海涵。没办法，时间是把杀猪刀！）  移动通信的定义；通信系统有什么设备组成； 移动通信系统的分类；  移动

通信的调制解调（记得单选考了什么是调制）了解 QAM ，OFDM ，扩频通信及为随机序列；  多址方式（FDMA 

CDMA TDMA  aloha CSMA 等）； 信道特性（快衰落，慢衰落）；  数字蜂窝网的网络结构及功能（MS MSC BTS BSC 

BSS omc EIR HLR VLR AUC 了解其功能）；  网络接口（Um 空中接口无线接口功能）；  抗干扰技术（多径干扰，

分集技术，RAKE 接收机，纠错编码技术（分组码，循环吗，卷积码，交织技术，Turbo 码），均衡技术（处理码

间干扰））； MAC DLC PSTN ISDN  IS-95；  话务量  呼损率 中心激励（一个全向的天线）与顶点激励（三个 120

度的扇形天线） 信令（随路信令 共路信令）  CDMA 系统的多址干扰和远近效应 信干比 信噪比 越区切换 GSM 

WCDMA TD-CDMA   列举了一大堆，光说不练—— 假把式。小的我从网上找了一些练习题，让人操蛋的是这里竟

然有我考的真题，一模一样。看来天下文章真是一大抄呀！譬如第 11 题 13 题等就是原题呀。我的亲娘呀！  选

择   1) 处于空闲模式下的手机所需的大量网络信息来自      信道。  A、BCCH B、CBCH C、RACH D、SDCCH  答

案：（A）   2) 关于 Um 接口说法错误的是：   A、又称空中接口，用于手机与 GSM 系统固定部分之间的互通   B、

是手机与 BTS 间的通信接口  C、其物理连接通过 PCM 链路实现  D、传递的信息包括无线资源管理、移动性管理

和接续管理  答案：（C）   3) 未使用扩展范围（Extended Range）的 GSM 小区的最大半径为      。  A、35kmB、

50km C、70km D、129km  答案：（A）   4) 关于位置区的说法错误的是：   A、一个位置区可以属于多个 BSC B、

一个位置区可以属于几个 MSC   C、一个位置区只能由一个 MSC 处理 D、一个位置区有一个特定的识别码  

 

 

    答案：（B）   5) 使用 combiner 的原因是：   A、最多可以有 4 个 Site 使用同一 PCM 链路 B、多个 TRXs 可

以使用同一天线系统  C、手机可以同进收听 2 个基站的信息 D、发射和传送均由同一天线完成  答案：（B）   6) 

手机使用 DTX 的好处是      。   A、延长电池寿命 B、增加接收信号强度 C、降低比特误码率 D、提高通话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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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答案：（A）   7) 当 SACCH 测量报告伴随 TCH 信道时，它的测量周期为      。  A、480 毫秒 B、1 秒 C、2048

毫秒 D、1 分钟  答案：（A）  8) 在手机通话过程中，用来传递切换命令消息的逻辑信道是      。  A、SACCH B、

SDCCH C、SCH D、FACCH  答案：（D）   9) 发生 Intra-cell 切换的可能原因为       。   A、服务小区信号强度

突然降低 B、服务小区信号质量急剧恶化 C、服务小区信号质量差而信号强度较强 D、服务小区信号质量和强度

同时恶化  答案：（C）   10) 当一个小区的参数 T3212 值设为 25 时，表示周期性位置更新时长为      。  A、25

分钟  B、2.5 小时 C、25 个 SACCH 周期 D、25000 秒   答案：（B）   11) 整个切换过程由        共同完成。   A、

MS、BTS、BSC、MSC B、BTS、BSC、MSC C、BTS、BSC D、MS、BTS、BSC   答案：（A）   12) 由于阴影效应

引起的衰落称为      。   A、多径衰落 B、瑞利衰落 C、对数正态衰落 D、路径损耗  答案：（C）   13) 用来防

止乒乓切换的办法是：   A、动态功率控制 B、跳频 C、不连续发射 D、迟滞  答案：（D）   14) 在 GSM 无线网

络中      逻辑信道携带用于校正手机频率的消息。  A、BCCH B、FCCH C、SCH D、AGCH  答案：（B）   15) 支

持      的信道不跳频。   A．SDCCH   B.  BCCH    C.  TCH    D.  CCCH  答案：（B）   16) 在 MOTOROLA 基站

设备系统一个 BSC 最多可控制      个 BTS。  A．40    B. 89     C. 99   D. 120    答案：（C）   17) 使用 combiner

的原因是：   A、最多可以有 4 个 Site 使用同一 PCM 链路   B、多个 TRX 可以使用同一天线系统 C、手机可以同

进收听 2 个基站的信息 D、发射和传送均由同一天线完成  答案：（B） 

 

 

    18) TA 对小区的      属性进行限制。   A、同时发生呼叫的数量 B、呼叫建立的频率 C、半径 D、天线长度  答

案：（C）   19) 一个用户在忙时的一小时内先后进行了 2 分钟和 4 分钟的通话，那么这个用  户产生的话务量为： 

A、33 毫爱尔兰 B、66 毫爱尔兰 C、100 毫爱尔兰 D、10 毫爱尔兰   答案：（C）   再说说英语，网上看到有说

略难于四级的，有说六级难度的。以我做的题来看绝对的六级难度，这让我这没有过六级的小本情何以堪（本人

已过四级）。看来，移动真的是在招“人才”呀！  题的基本情况如下： 个数*分值*试题数量  单选 1*2*10  关于名

词，形容词等的单选，很难六级难度（10 个小本我只能看懂 2 个） 完形 1*2*10  下面就是移动“抄袭”的原版，

没错六级。前面有@的表示没有这个空 阅读 3*4*5   第一个阅读 4 级难度，后两个绝对六级，下有一个移动“抄”

的原版为证 三个阅读我记得第一个是关于用线从杯中取冰块的，第二个是关于 Yanomano 的，第三个是关于微

博等新方式对人们阅读的影响。  2013 年全国大学英语六级完形填空练习题（4）  Coffee can be considered one 

of nature’s greatest gifts. It gives mental and emotional 62 without harmful side effects, and it 63 a wealth of 

nutrients. Yet, when most people drink coffee, they are not thinking that the beverage is 64 their    health. In 

fact, some may even feel a little guilty, 65 some believe coffee isn’t good for you at all.    Well, coffee, like 

anything else, can cause problems if too much is 66 . Moderate consumption of coffee 67 your body with a 

wealth of antioxidants. These substances are responsible 68 eliminating free radicals. They are the chemical 

byproducts produced any time your body does, something. A small number of them can help serve 69 a buffer 

against negative elements, if they aren’t 70 in check.    they can cause health problems. Antioxidants ensure 

that this doesn’t happen.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caffeine cannot be 71either. Not only does caffeine 

make you more 72 , but it can actually affect your mood. If you were feeling 73 or overwhelmed, a nice cup of 

coffee could change your 74 .The stack of work that seemed impossible before isn’t even a problem now.75., 

caffeine helps stimulate creativity as it speeds up the body’s functioning. That’s why coffee is often 76 with 

writers and other intellectual professions. Other drugs 77 to make people dumber. Consider 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get high off of crack or when they get drunk off of alcohol. They won’t be 78 at all. But with coffee, an 

individual gets a creative boost 79 still helping their bodies.   In conclusion, don’t feel bad when you’re brewing 

your morning cup of coffee. 80. a can of soda or a shot of alcohol, coffee will make you feel wonderful while 

keeping you healthy. Just remember, you do have to consume the beverage in 81 .   @62.[A] clean[B] clarity[C] 

brightness[D] clear    63.[A] combines[B] contents[C] consists[D] contains    64.[A] improving[B] harming[C] 

threatening[D] stimulating   @65.[A] and[B] but[C] since[D]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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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A] consumed[B] conducted[C] engaged[D] attracted   67.[A] provides[B] attributes[C] absorbs[D] 

attaches   @68.[A] with[B] of[C] for[D] to   @69.[A] for[B]for[C] to[D] with    @70.[A] taken[B] made[C] 

put[D] kept    71.[A] ignored[B] abandoned[C] deleted[D] canceled   @72.[A] stern[B] shrewd[C] alert[D] 

nasty    73.[A] immersed[B] depressed[C] oppressed[D] compelled   74.[A] interpretive[B] relative[C] 

representative[D] perspective    @75.[A] On the contrary[B] On the other hand[C] In addition[D] At 

last   76.[A] associated[B] connected[C] coincided[D] compared   @77.[A] intend[B] tend[C] extend[D] 

pretend    78.[A] deliberate[B] credible[C] accurate[D] functional   @79.[A] though[B] while[C] before[D] 

until     80.[A] Like[B] Whether[C] Either[D] Unlike  @81.[A] moderation[B] particular[C] meditation[D] 

standard 友情提示：前面有@的表示没有这个空 大学英语六级阅读理解模拟试题 9  The moden world only 

recently reached the Yanomano, a native people of the Amazon basin. Sheltered by thick rainforest,the 

Yanomano lived a self-contained existence until gold was discovered in their jungle homeland. Miners flocked 

into the forests, cutting down trees and bringing disease and shot those Yanomano who would not get out of the 

way. In just seven years from the early 1980s, the population fell 20 per cent.      Hands Around the World, a 

native American cultural association, says the Yanomano are believed to be the most culturally intact people in 

the world. They wear loin cloths, use fire sticks and decorate their bodies with dye from a red berry(桨果). They 

don’t use the wheel and the only metal they use is what has been traded to them by outsiders. When a 

Yanomano dies, the body is burned and the remaining bones crushed into a powder and turned into a drink that 

is later consumed by mourners in memory of the dead.      A Hands Around the World report says that in South 

America not only are the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in danger of disappearing, but some tribes are in danger of 

extinction. “The Yanomano is a well-known tribe that is rapidly losing its members through the destruction of 

Western disease,” the report says. Before illegal gold miners entered their rainforest, the Yanomano were 

isolated from modern sociaty.      They occupy dense jungle north of the Amazon River between Venezuela and 

Brazil and are catalogued by anthropologists(人类学家) as neo-indians with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at date 

back more than 8,000 years. Each community lives in a circular communal house, some of which sleep up to 400, 

built around a central square.      Though many Yanomano men are monogamous, it is not unusual for them to 

have two or more wives. Anthropologis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ay polygamy is a way to increase 

one’s wealth because having a large family increases help with hunting and cultivating the land. These marriages 

result in a shortage of women for other men to marry, which has led to inter-tribal wars.      Each Yanomano 

man is responsible for clearing his land for gardening, using slash-and-hum  

 

 

    farming methods. They grow plantains, a type of banana eaten cooked, and hunt game animals, fish and 

anaconda(南美热带蟒蛇) using bows and arrows.    1. Miners flocked into the forest and shot those Yanomano 

who _______.   A. sheltered in thick rainforest    B. would not leave their jungle homeland   C. lived a 

self-contained existence    D. would stand in their way    2. The organization called Hands Around the World 

believes that culturally, the Yanomano is the world’s__________.    A. most primitive people    B. most 

backward people   C. most advanced people   D. oldest people    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ccording to an American cultural association report?   A. In South America, the cultures are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B. In South America, the traditions are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C. In South America, the 

Yanomano can survive extinction.   D. In South America, some tribes are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4. 

_________caused the Yanomano to have inter-tribal wars.   A. The shortage of women resulting from 

polygamy   B. The difference in wealth resulting from polygamy   C. The shortage of women result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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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gamy   D. The difference in wealth resulting from monogamy    5. We can infer from the passage that it is 

imperative for us to protect the Yanomano because__________.    A. it is a clturally most intact people   B. it is 

a primitive people deep in jungle   C. it is a native people of the Amazon basin    D. it is primitive people in 

danger of disappearing 参考答案：DACCD   接下来是行测和性格测试，两张卷，两张答题卡。行测好难（也许

小本我没练过的原因，那啥，公务猿咱高攀不起呀！那啥，我咋就差一点沦为程序猿呐？），绝对国考难度，我对

比了一下相信小的我没错的。90 分钟 100 道题，题型有常识判断，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材料

分析，时间排序，图形题。没啥可说的，自己找找往年的国考题练练就行。对于智商有缺陷的没办法只好放弃部

分题型（像我数量关系基本靠蒙，no time，no time 呀！！！ OMG）。ps：我智商没没。。。  值得一提的是考试题

中的图形题竟然有答案！！！这是神马情况！好像答案还是对的，看来出题人的的 Ctrl+c 和 Ctrl+v 大法没有练得如

火纯清呀，这水平阁现在，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你都过不去呀！至于是否有其他的，还是另有玄机那就不得知了。

我在说神马，好像变成了阴谋论者。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性格测试 30 分钟，大概 200 道题，题量很大，

记得一边选一边填卡就行，否则时间不够。性格测试没什么重要的，但也不是说你可以瞎填，题里是有陷阱的，

记得最后一题是问你是    否认真答完试题，你要是答个否，我只能说你要牛逼，你爸是李刚！你就试试呀！试

题里有可能同一问题出现多次，比如有一道题问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就出现不下 5 次。题里还有两类搞笑

的，应该是陷阱吧，但这陷阱也忒有深度了，鞭长莫及呀！整的我都“拔”不出来。一类文字的比如鱼儿对于水相

当于牛对于（）A 鸡 B 牧草 C 草泥马（非原题），第二类数字的比如下列那个数于其它数不同（）A3/11B1/3C3/7(好

像非原题，唉，时间是把杀猪刀呀)。不扯了，你要做的就是认真快速的做完每一道题，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花

了好几天又想又找资料的，那啥，小的我全是疲劳呀！这么好的东西你都看完了，那啥，别忘了给个大大的评价！

下载下来，好好珍藏哦！   最后，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如愿以偿。不用多久，就会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嘿嘿~~  

2.15 黑龙江移动校园招聘【计算机类】笔试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28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14124-1-1.html 

 

笔试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1.计算机专业知识和英语 

2.行测 

3.性格测试 

下午 1 点 20 到 5 点 10 分。 

时间很充裕。 

计算机考题很基础，英语高考难度。 

行测相对于国考来说，比较基础。 

一周内出面试，楼主求好运~~ 

2.16 2012 黑龙江移动通信类笔经-给大家个参考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2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87863-1-1.html 

 

咱省得笔经太少了，趁着刚考完还记得，写下来给后来人个参考吧 

11 号在黑大参加的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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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到五点考了四个小时 

第一科行测题，不是国考真题 比国考简单多了  建议复习的时候做做国考题就可以了 一共 100 道题 90 分钟 

第二科是英语 20 到单选 不只考察单词 还有常识 

完型填空 20 题 

一个阅读 

总体讲 我认为也就是四极水平吧 不难 30 分钟 

专业课 一个小时 

网上的资料还是有必要看看的，有类似的题 

选择有单选和多选  从 gsm 考倒 gprs 到 td 都有 

简答三道 第一道是发信机的作用 第二道 gprs 有什么业务 第三道 td-scdma 的主要参数 

论述一道 ：数据交换技术有几种 优缺点 

最后是 187 道性格测试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题量挺大，涂答题卡手都酸了  

  

2.17 攒 RP 2010 年 黑龙江移动笔试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2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76893-1-1.html 

 

黑龙江移动笔试归来 － 中国移动面试题目 

    昨天下午 2：30 参加了黑龙江移动校园招聘的笔试，原计划六点结束的考试，考到了 7 点半。nnd

博智智联（BothWitz），我买的票都作废了。折腾到半夜才回到住地。 

    下面说说考试的内容吧！ 

    1、首先是 2 小时的英语，都是选择题。分别是 4 个阅读理解共 20 道题（六级水平）、20 道词汇（都

反应超难）、2 个完型填空共 40 个小题。 

    2、接下来是 70 分钟的计算机专业相关的试卷，比较简单。30 个单选、、15 道不定项选择、20 分填

空、3 个共计 20 分的简答题。 

    3、然后就是四个测试：画图测试（砌墙，要求不能用铅笔）、工作兴趣等，有点忘了。每个不超过

20 分钟。 

    听说移动去年也没这么折腾。 

    我写这些希望对看我 blog 的将来想参加移动笔试的朋友有一些帮助。 

 

第三章  黑龙江移动面试资料 

3.1 20140112 一面面经~计算机 A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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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51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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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无领导讨论。大概一组七八人的样子，进行一个小时的讨论。 

第二部分是 3 对 1 单面。问了一些技术问题。一个月才有消息呢~ 

楼主求好运~~ 

 

 

3.2 2012 12 22 黑龙江移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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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417-1-1.html 

 

 

 我是技术组  面试分两类   

第一轮是无领导 13 个人一组  一个小时的时间   

第二轮是换另个房间进行结构化面试  三个考官  非常谦和  他们会看你的简历提问  不难为人  至少我

在面试的时候有种聊天的感觉 非常放松 

移动的面试是不可以迟到的  因为面试小组和编号都是提前编好的  如果去晚了错过了无领导一轮的面

试可能就直接被 pass 了   

大家只要不紧张 正常发挥  我感觉这个面试蛮轻松的  还有就是  建议大家不要把简历弄得过于繁

琐  我看有的同学弄了好几页搞得还要用夹子夹着  考官看起来不太方便 而且你简历写的越多可能问的

就越多啦   技术类的同学 有人被问到比较专业的问题  什么搭线啥的  有的还会问你够通信行业的了

解等等 

 

3.3 攒 RP，发几个可能考的题 自我总结 不考勿怪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2 月 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76582-1-1.html 

 

【例 1】中国移动三大品牌是哪个全球通，动感地带，神州行，其口号分别为未来在我手中，我的地盘

听我的，轻松由我，神州行！ 

【例 1】动感地带在 2003 年 3 月份正式推出。 

【例 1】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简称 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简称全球通 

【例 1】“神州行”客户数已占中国移动客户总数的 75%以上，收入占比超过了 70%，成为中国移动客户

品牌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例 1】“神州行”标志由卡通形象、品牌名称、品牌口号及底色框四部分组成。 

【例 1】“神州行”品牌面向大众市场，包括六大产品系列。 

【例 1】中国移动的核心价值观 “正德厚生 臻于至善” 

【例 1】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成立时间：2000 年 4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518 亿人民币    

【例 1】资产规模：8000 亿元   员工人数：10 万多人 

【例 1】用户号码段包括“139”、“138”、“137”、“136”、“135”、“134（0 至 8 号段）”“159”和“188”。 

【例 1】中国移动通信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世界 500 强，最新排名第 7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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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中国六大运营商分别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铁通，中国卫通。 

【例 1】GPRS—— 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简称 

【例 1】移动在最佳雇主排行旁中的排名第一 

【例 1】移动 4G 网络是什么标准 TD-LTE 正当长期演进技术 

【例 1】中国移动是移动（信息）专家 

  

3.4 移动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2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92714-1-1.html 

 

刚刚结束一面。感觉希望不大。给大家大致说下。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吧 

进宾馆大堂会有签到处。身份证签到。会给你个纸。把名字写上。要留好。重要用处。2 份简历不要忘

带。 

面试分两轮，单面和群面。随机先进行哪个，技术类的可能会被问专业知识。但不确定。因为上午的就

没问。但是到了我们下午的就问了。偶比较悲剧的是问了三个都不会。含糊过去。估计会被印象差！群

面是小组十二个人一组。进去一个圆桌。按照顺序坐一圈。然后给随机题目来一起回答。难点是给的思

考时间比较少。所以希望大家反应快点。积极一点。听说的是两周出来结果。最后祝大家都可以顺利哈 

  

3.5 我悲剧的黑龙江移动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2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92867-1-1.html 

 

今天上午面了我一直以来仰慕的公司--黑龙江移动，通信类，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整个面试过程

没有喜剧只有悲剧！”，简单说说面试过程： 

       前两天收到黑龙江移动的短信通缉，通知我 18 号面试，说实话虽然感觉像我这 B 样的根本进

不了移动的大门，但我仍然挺高兴，可以见识一下国内首屈一指的运营商面试程序。18 号早上 7 点

起床洗漱完毕，吃的饱饱的，打了个的，跟同学兴高采烈的去了蓝天宾馆，走进宾馆发现真是人山

人海啊，我去签了个到，然后面带微笑的问了一下工作人员：“美女，请问我们在哪里等面试啊。”，

美女说就在大厅等着点名，当时我心凉个半截，我靠，还他妈的移动呢，就给面试者这个待遇，租

个会议室能花多少钱啊。我就等啊。过了半小时，有个帅哥过来点名排队，我一阵欢喜，心想这下

不用在这傻等了。事情到这里似乎进行的挺顺利，我们跟着帅哥上楼了，一层，两层，三层、、、六

层，真累啊，到了六层的楼梯道，帅哥请我们在这里等着（第一次在楼梯道里面等面试！），面试队

伍缓慢前进，等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终于轮到我了，一看表已经 11 点了，早上吃的那点东西早就

消耗没了，我饿的前胸贴后背了，站了两个小时，我的腰这个疼啊。还好终于能进去面试了，不论

面的怎么样，起码可以休息一下。 

       进去后，先进行自我介绍，我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搞定了（反正也没什么闪光点，啰嗦太多，

我自己都烦），四个面试官没人一个问题，第一个问我：“论文研究方向。”，我说完了，面试官表示

不懂，没兴趣。第二个问我：“本科成绩如何。”，我说中等偏上，第三问我：“专业是啥。”，我说

了 XXXX，面试官表示不太对口，第四个问了我一个关于如何与同事相处的问题，我随便说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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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哦了。面完一面我心里就沉底了，看来他们对我完全不感兴趣。去二面看看吧。 

      二面是群面，小组讨论，老套路，大家都知道，进去后坐下来，舒服，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二面的规矩和其他公司差不多，时间是 25 分钟，讨论一个问题，然后选出个发言人进行总结，讨

论的问题比较无聊，其实这种面试讨论出什么结果来不重要，关键是能调动起大家的气氛。我表现

很一般，这方面能力有限吗，没办法。二面结束，面试官让回去等消息，呵呵对我而言，我回去准

备去别的公司上班了，呵呵！ 

       总结一下：先来说说黑龙江移动，这次面试我对黑龙江移动的印象很差，第一，移动作为国

内首屈一指的大公司，面试的时候只招了一个三星级的宾馆，要知道像中兴华为这样的公司都找 4

星级的宾馆。第二，对求职者的接待极差，连一个等待室都没租，所有的人都站着等。 

第三，感觉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求职者的服务态度较差，跟他们说话他们不愿搭理。第四，

移动公司的面试官缺乏幽默感，整个面试过程都板着个脸好像谁欠他钱似的，跟他们怎么聊也聊不

起来，面试气氛很沉闷。 

      最后祝能进二面的同学好运，一个面试失败者的面经。  

 

3.6 2011 黑龙江移动一面面经。。。。。发帖子攒 rp 

 

有幸接到移动一面通知，其实心里知道基本就是去打酱油啦，但是还是要付出 120%的努力，呵

呵，是战士就要战死在战场上嘛，嘻嘻。面试之前准备了好多 td 有关的东西，但是，后来听说不考

那么专业的东西，哎，郁闷了，复习偏啦。。。。 

    闲言少叙，说说面试的东西，给后来的学弟学妹们留点经验。。。 

    一面是外包给北京的单位做的，分三部分，群面，技术和英语。貌似技术是移动的人面的，

其他都是北京的单位做的。群面的内容很新颖，感觉和其他的群面不大一样。我们组给了一个话题，

在坐的所有人，经费一共 500 元 rmb，从哈尔滨到杭州玩一圈，目标玩的开心。。。 

话题之后还问了一些问题，什么用一句话形容你的家乡，用一句话形容你的专业，用一种动物

形容你现在的状态，比如勤劳的蜜蜂。。。、 

    英语面试首先是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问了几个问题比如为什么选择中国移动，你学过什

么专业课，再根据你的简历问一些相关的问题。呵呵，貌似有点难哦。。 

    技术面没问特别专业的东西，先是自我介绍，然后简单问了些和简历相关的东西，哎面试

官问我的东西不多呀，估计对我没什么兴趣，呜呜。。。。 

     听工作人员说要 6-7 天出结果，等待吧，呵呵 

     不指望能进移动，就是想感受一下大运营商的面试，嘻嘻。。。祝福大家都能有好结果！！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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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页 共 33 页 

第四章 黑龙江移动综合求职经验 

4.1 中移互联网笔试面试（已挂）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4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8487-1-1.html 

 

笔试题型是第一部分是行测，比公务员考试简单很多；第二部分是简单的性格测试。 

       面试分三轮，一天完成。一般都可以到第二轮。我经历的都是一对一面试。我已经没机会了。希望以后有

想进中移互联网的可以好好准备。 

 

 

 

4.2 2016 黑龙江移动省公司招聘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593-1-1.html  

  

正月 16 上午黑龙江移动省公司发来了录用通知，长达三个月的移动招聘终于画上了句号。在准备应聘移动的这

段期间应届生 bbs 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希望我的分享也能为后来人提供些方向。 移动的招聘一

共是五轮。第一轮筛简历，这个部分学校出身很重要，当然本科生四级证研究生英语 6 级证也是必须滴。没什么

好说的，项目经历什么的好好润色，看起来专业一些，避免错别字语病什么的。不过只要学校比较好，都是无压

力通过的。第二轮是移动公司全国统一机试，不分专业全考一套题，主要内容就是行测和企业文化，行测和公务

员的基本类似，难度自我感觉比省公务员低。企业文化就是类似于移动哪一年成立之类的。只要静下心来认真答

题即使答不完也都给过。这一轮刷人很少。 

第三轮是专业笔试，楼主是通信专业硕士，主要包括通信专业课和英语以及性格测试，全选择题形式。今年重点

考察的专业课是通信原理。据说去年重点的是移动通信。所以楼主华丽丽的复习歪了，好在很基础，虽然是大三

学的但也有隐约印象。在网上找一些题库看看吧，知识点就那么多，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比如锁相环，调频，

调相什么的。英语是六级难度，因为有一道大阅读是某年六级原题，不算难，但是对答题速度要求很高。性格测

试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只要不反人类都应该会选。 

第四轮是面试，经历了前面三轮，依旧是人山人海。 这轮面试应该是外包出去的，hr 都和蔼可亲态度很

好。面试分为两部分，单面和小组讨论面。单面就是自我介绍，项目经历，对移动的了解程度等，都是寻常问题。

一般技术单位很少安排群面，所以我对于小组讨论还是有一些紧张的。今年的题目是 10 人分成两组辩论被拐卖

的乡村女教师应不应该被表彰，楼主组的 5 人在气势上被对方无情碾压了。我们组有的人一句都不说，有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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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说也说不到点子上，被对方抓到很多漏洞。楼主就把自己想说的说出去了，静静滴看着他们在那辩论。

从结果上看，队友的表现真的不必在意，只要突出了自己的特质就好了，比如思考问题的逻辑性，说话的条理性

等等，总之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一个月之后，12 月末终于在江北移动大厦迎来了第五轮-终面，一共是四个面试官，中间的是主考官，很严肃，

如果对你说的不感兴趣会直接打断。所以有的人进去 20 分钟才出来，有的人 3 分钟就出来了。我大概面了 10 分

钟吧，一分钟内自我介绍，然后针对简历问了一些项目中的技术问题，学生经历与社会实践只字没提。着重问了

一下我的简历上专利和文章都是做什么的。抬头看了我一眼之后问，问我知道网络管理部是四班倒要值夜班的吗，

知道割接都是在半夜吗之类的话。这个时候当然是一百个能适应啊。就酱紫结束了终面，欢快滴回学校去撒欢了。

正月 16 接到了签约通知，因为工作时间等等各方面原因，楼主果断滴拒绝了签约，一是不想再纠结了，二也想

更早给真正想去移动的人腾出位置。就酱紫，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4.3 在等二面中，分享下前面笔试面试经验，希望对 2017 年校招的同学

有用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4939-1-1.html  

 

楼主现在在苦逼的等待二面，真的好纠结呀，黑龙江移动是很苦逼的从 10 月末一直墨迹到现在，书归正传 

我们先网申在 10 月 23 日给我们发短信，让我们确认 10 月 31 号的一轮笔试，楼主是在哈金融考的机考，后来跟

别人交谈，听说是有 4 个考场总共 2000 多人，第一次笔试考的是行测 120 道题+移动的知识 10 道（移动的卡有

哪些呀，移动的宗旨）这是 2 个小时，建议做一下公务员的题，还有性格测试忘记多少题了，尽量记住以前选的，

这个要求在 30 分钟之内做完，做完的就可以走人了； 

接着是二轮笔试 11 月 11 日通知的让我们 11 月 15 号去黑大考试，先是性格测试 120 道题 30 分钟做完，完了是

分岗位的（法律、市营、通信、计算机、财务等）选择跟判断都有，楼主报的市营，感觉很简单，就是一些基础

的，接着是英语有单选、完型、阅读 30 分钟，这个二轮笔试貌似就剩 600 多人了； 

接着就是一面了，是 11 月 24 号通知的，在 11 月 28 号跟 29 号分批面试，楼主在 29 号面试的，苦逼的跟着国考

重复了，只好二选一，我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呀，面试尽量都穿正装，分四个面试间，每个面试间有两组同学，大

概每组 13 人，一组先单面，一组先群面（辩论），我们组是先群面的，每组分成 AB 两组，各一半开始辩论，我

们辩论的是少林寺应不应该商业化，每个时间段是不一样的，注意要多说话，多参与，千万不可以一句话不说，

我们辩论对面组有一个人就是一句话没有说，最后被考官单问，估计以后见不到他了。完了就是问这些人里面你

最愿意跟谁合作，理由是什么。他这个是将研究生跟本科生放一起的，我们辩论中，几个研究生一直说呀，感觉

知识面都不是一样的。接着是单面，进去先问好，他会让你坐的，完了他会跟你说自我介绍，然后依据你的简介

问几个问题，问了我实习地方主要做了什么，处理过什么应急的事情，切记态度诚恳； 

发个帖子攒个 rp  希望可以进二面吧 也给明年报黑龙江移动的有点参考 

4.4 2015 黑龙江移动笔试面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178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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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写论文，提前发了笔经面经~~论坛里经验好少，回馈师弟师妹~~ 

  楼主广外一本，电子商务专业，应聘，大庆市场营销 

  笔试：英语+行测+市场营销专业知识+心理测试 200 道 

  一部分一部分考，有中场休息，楼主报的市场营销，目测 240 人，大概只来了 200 人 

  1)英语，貌似 4 级难度，好像 10 道单选，1 个完形填空，3 篇阅读(记不清了)都比较简单，过了 6 级的童鞋

应该都没问题。 

  2)行测，比我做的华图公务员的练习题，简单很多，也比银行笔试的简单 

  3)市场营销，楼主的专业电子商务，选修课开过一门市场营销，没有什么大的印象，我也没有准备，就去答

了，貌似凭语感的可以蒙到很多，而且感觉笔试没怎么刷人 

  4)心理测试，速度要快，题有点多，前后有重复的题，看过其他的面经叫做测谎之类的，就是看你诚不诚实，

师弟师妹们要留意一下这个 

  一面：小组群面+3v1HR 单面 (建议一定穿正装，才显得对面试的重视) 

  小组面：签到的时候 11 人，因为那天下雪路滑还是怎么，只来了 8 个人。。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把别人想的

怎么厉害，放开了，讨论的时候，一定要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提出几条让面试官，印象深刻的建议。。。至于

总结，楼主不是总结的，不过推荐了小组一位，表达能力较好的同学总结，其实，如果对自己没太大信心，或者

比较容易紧张的同学，还是不要总结的好，面的适得其反，把自己的弱势凸显出来。。。 

  HR 单面：3 位面试官，中间的貌似是看到之前论坛上说，移动聘的招聘公司的 HR，态度很和蔼，主要负责

发问 

  简单自我介绍(感觉 1 分半钟最好，突出个人特质，条理清晰)+简单的对简历的几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一

面，是不是专业面，因为没问我关于市场营销的知识) 

  主要问了我：实习的收获，楼主实习中银行的经历比较多，其实只要自圆其说就好，像通过实习，能够使自

己提前接触社会，毕业时能够尽快进入工作的角色，诸如此类。。。楼主之前重读了，这块的问的也挺多，还有，

问了还面试了什么公司，个人感觉，面试时一定要大方点，不用紧张，很多面试官其实不在意你说的对不对，而

是你的临场反应，自信一点，找一些小公司面试几次，慢慢就放开了，就不会紧张了。。。。。另外，特别惊喜的是，

楼主的简历制作的比较规范，有特色，当时签到的时候，看到两位男面试官，一开始还以为是外包公司负责招聘

的，结果二面的时候，发现有一位是移动的员工，哈哈，当时这个面试官，就翻看楼主的简历半天，说不准，2

面就是他让我进去的，哈哈，遇到贵人了 

  二面：大概 1 个月零 7，8 天左右，耐心等 

  江北省移动大厦里面，也是 3V1 老总单面，2 男 1 女，中间的应该是，最大的领导，态度比较严肃，建议多

看看对移动的了解，和，移动发展的建议，围绕这个问题，问了我好多 

  我一面的时候，幸好没有问到，要不就惨了- 。- (必备的)网络时代互联网给人们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对此有

什么建议，这个可能是结合我的专业，幸好这次期末考试考到了，大概就是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及和部门监管，舆

论媒体监督，一类的展开说。。。。还问到我的学校，说起我们学校在珠三角名气很大，可是回到家，好多人都没听

过，广外，面试官问下我学校的师资水平，顺便宣传一下广外名气真的很大，外语类院校，北外第一，上外第二，

广外第三，虽然不是 211 和 985，但是认可率很高就业率很高，我们学校院长是华南同声传译第一人。。。还问了，

有没有读研打算，大概就这些。。。。还是那条建议，大方一些，把自己想象成工作干练的小白领，商务会谈一样，

哈哈，就可以了 

  大概 10 天接到确认是否签约电话，只说进了大庆市场部，但是具体的分配区域，还没下来，千万不要被调

到县里 

  祝师弟师妹们好运~~移动这两年待遇没有以前好了，广东江浙一带，据说经常加班离职率比较高，但是待遇

也相对不错。。。 

  打听一下，在大庆的待遇不及建行(4 大国有里待遇最好的)不过建行的竞争更激烈，关系户很多，看个人兴趣

及发展，喜欢充实忙碌的生活，移动应该是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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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3 年计算机类笔试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6 月 2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8072-1-1.html 

 

因为有别人问，所以就干脆写个帖子吧。哎呀，第一次写帖子，有点碎碎念的感觉，大家请忍耐。 

    本人哈理工硕士一名，由于网投到收到笔试通知的时间隔得太远，自己都忘了自己投递的什么，后

来面试的时候才知道是计算机类。 

    网投：如上所述，与笔试通知的时间隔得有些远，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哈。ps:做为被就业扒了一

层皮的师姐，建议大家自备小记事本一个，详细记录自己的投递记录。因为有一个师兄说过……你准备

一个本子，记半本的时候就找到工作了，所以我买了一个非常薄的本子， 。另：千万要网投啊，

一定要网投啊。13 年笔试的时候察得很严，几乎没有替考或者霸王考的机会。因为我朋友有一个替考

的结果没进去。 

    笔试：行策（其实有没有考我也忘了）+英语+专业课+心理测试，时间太久了，具体的顺序忘记了。

笔答，从 1 点一直考到 5 点吧，很漫长啊。注意不要迟到。 

          行策真的不记得有没有考，大家参考一下其它的帖子吧（此处可以开始骂楼主）。ps:现在大家

毕业后向哪个方向发展，最好没事儿的时候看看行策。现在流行，一般公司的笔试都会考，但相对公务

员的要简单很多，不用太研究。 

         英语，单选加阅读吧，我就对一个阅读非常有印象，因为以前做兼职的时候，教材里有那篇相

似的文章。题不算难，四级水平就够了。 

          专业课：全是选择题。题量中等，绝对够答完了。平心而论（其实还是个人感受），专业课不

难，都是比较基础的题，但是测试面之广真是叹为观止啊。软件、硬件、通信、网络，各方面都出几道

题，……挑自己懂的好好答，不懂的看心情吧。 

          最后心理测试，据说这个不算成绩，据说。题量比较大，大家速度速度哈。 

    面试一：千呼万唤，面试通知出现。在酒店，一组大概 10 个左右的人，大概 2 个小时左右。ps：穿

西装。等待时间比较长，自己带甁水吧。三部分：单面、群组讨论、又一轮心理测试。 

          单面：四个考官，气氛和谐，自我介绍+问题。主要是想听一下你专业方面的介绍，然后问一

些专业方面的问题，针对简历～！！！简历！！！！ 

          群组讨论：有人说群组讨论这项目是中广核最开始用的，求证实，不过楼主在中广核的群战中

牺牲了……这个感觉也不用说啥了，网上的教程很多。尽量说话，当然别太多废话，例如我就是废话特

别多，随时跑题那种，一定要控制，控制，集中精神，不要分神，不要卖呆儿。如果遇到自己的观点被

否掉了，也不要就此消沉，不要认为自己的不争论就是牺牲，继续大家的思路参与进去吧。总结：如果

有能力，当然要争取；如果被点名，硬着头皮也要上。另外不知道是不是个别情况啊，在讨论大概 2/3

的时候，考官会临时加任务。ps:我们这一组来了 8 个人，因为是晚上最后一组面，所以面完大家各自

散场，没来得及留个联系方式啥的。尽量留下组员的方式，互相通个气儿吧。 

          心理测试：画画儿，想怎么画怎么画吧，心理学的东西，不是咱们这些凡夫俗子能搞得明白的。 

    面试二：这绝对是考验耐性，具体时间也参看其它帖子吧。江北省移动公司，西服，这一轮基本没

发现不穿的，如果觉得冷，可以拿着，到地方再换。很快，一个人就 10 几分钟？我感觉我不到 5 分钟

就出来了。此时已收到某行的体检通知，所以底气比较足，面试时候整个人都比较放松。自我介绍，这

个时候你就可以全面而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了。然后还是针对简历问一些专业的问题，问一下对移动的

了解啦，气氛很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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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是等体检通知啰～可能因为今年移动招的人数比较大，所以楼主成了漏网之鱼。 

    最后的建议是，态度要真诚，积极，放松。详细的读明白自己的简历，简历不要做得太夸大，当然

你要是能圆得回来也没有关系。另外，要被外界的什么黑幕啊、潜规则的骗了，认真准备就是了，一年

哪有那么多的应届关系户啊，到最后你会发现只要尽力了大家签得都不错。 

    好了，就这些了，大家加油吧。 

4.6 2013 黑龙江移动笔经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2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68411-1-1.html 

 

年后写论文，提前发了笔经面经~~论坛里经验好少，回馈师弟师妹~~ 

楼主广外一本，电子商务专业，应聘，大庆市场营销 

 

笔试：英语+行测+市场营销专业知识+心理测试 200 道 

             一部分一部分考，有中场休息，楼主报的市场营销，目测 240 人，大概只来了 200 人 

            1）英语，貌似 4 级难度，好像 10 道单选，1 个完形填空，3 篇阅读（记不清了）都比较简单，

过了 6 级的童鞋应该都没问题。 

            2）行测，比我做的华图公务员的练习题，简单很多，也比银行笔试的简单 

           3）市场营销，楼主的专业电子商务，选修课开过一门市场营销，没有什么大的印象，我也没

有准备，就去答了，貌似凭语感的可以蒙到很多，而且感觉笔试没怎么刷人 

           4）心理测试，速度要快，题有点多，前后有重复的题，看过其他的面经叫做测谎之类的，就

是看你诚不诚实，师弟师妹们要留意一下这个 

 

一面：小组群面+3v1HR 单面  （建议一定穿正装，才显得对面试的重视） 

 

   小组面：签到的时候 11 人，因为那天下雪路滑还是怎么，只来了 8 个人。。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把别

人想的怎么厉害，放开了，讨论的时候，一定要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提出几条让面试官，印象深刻

的建议。。。至于总结，楼主不是总结的，不过推荐了小组一位，表达能力较好的同学总结，其实，如果

对自己没太大信心，或者比较容易紧张的同学，还是不要总结的好，面的适得其反，把自己的弱势凸显

出来。。。 

 

  HR 单面：3 位面试官，中间的貌似是看到之前论坛上说，移动聘的招聘公司的 HR，态度很和蔼，主

要负责发问 

             简单自我介绍（感觉 1 分半钟最好，突出个人特质，条理清晰）+简单的对简历的几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这一面，是不是专业面，因为没问我关于市场营销的知识） 

             主要问了我：实习的收获，楼主实习中银行的经历比较多，其实只要自圆其说就好，像通过

实习，能够使自己提前接触社会，毕业时能够尽快进入工作的角色，诸如此类。。。楼主之前重读了，这

块的问的也挺多，还有，问了还面试了什么公司，个人感觉，面试时一定要大方点，不用紧张，很多面

试官其实不在意你说的对不对，而是你的临场反应，自信一点，找一些小公司面试几次，慢慢就放开了，

就不会紧张了。。。。。另外，特别惊喜的是，楼主的简历制作的比较规范，有特色，当时签到的时候，看

到两位男面试官，一开始还以为是外包公司负责招聘的，结果二面的时候，发现有一位是移动的员工，

哈哈，当时这个面试官，就翻看楼主的简历半天，说不准，2 面就是他让我进去的，哈哈，遇到贵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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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大概 1 个月零 7，8 天左右，耐心等 

 

     江北省移动大厦里面，也是 3V1 老总单面，2 男 1 女，中间的应该是，最大的领导，态度比较严肃，

建议多看看对移动的了解，和，移动发展的建议，围绕这个问题，问了我好多 

     我一面的时候，幸好没有问到，要不就惨了- 。-  （必备的）网络时代互联网给人们生活带来一些

不便，对此有什么建议，这个可能是结合我的专业，幸好这次期末考试考到了，大概就是加强相关法制

建设及和部门监管，舆论媒体监督，一类的展开说。。。。还问到我的学校，说起我们学校 在珠三

角名气很大，可是回到家，好多人都没听过，广外，面试官问下我学校的师资水平，顺便宣传一下

广外名气真的很大，外语类院校，北外第一，上外第二，广外第三，虽然不是 211 和 985，但是认可率

很高就业率很高，我们学校院长是华南同声传译第一人。。。还问了，有没有读研打算，大概就这些。。。。

还是那条建议，大方一些，把自己想象成工作干练的小白领，商务会谈一样，哈哈，就可以了 

 

   大概 10 天接到确认是否签约电话，只说进了大庆市场部，但是具体的分配区域，还没下来，

千万不要被调到县里  

 

   祝师弟师妹们好运~~移动这两年待遇没有以前好了，广东江浙一带，据说经常加班离职率比较高，

但是待遇也相对不错。。。 

   打听一下，在大庆的待遇不及建行（4 大国有里待遇最好的）不过建行的竞争更激烈，关系户很多，

看个人兴趣及发展，喜欢充实忙碌的生活，移动应该是很好的选择， 

 

 

4.7 2012 年应聘黑龙江移动通信类省公司的全部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5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73864-1-1.html 

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校园招聘，到今年 4 月份签订三方，持续六个月的移动应聘之路让我感触颇深，

移动成为我找工作的主题部分，有的人说我傻，毕竟有好几家公司都给了 offer，一旦移动不要我，我今

年就会很惨，毕竟移动签三方是 4 月中了，4 月中以后再找到好的工作比较难，由于很多原因，我选择

毕业回黑龙江工作，所以对于学通信的我移动成为我最好的选择。我写这个经验贴，希望对以后的求职

毕业生有一个启发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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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是校园宣讲，今年除了宣讲会还有个现场见面会，出于我对黑龙江移动的热忱，我一共参加了

移动的两次宣讲会和见面会，一次在北邮，另一次在哈工大，呵呵……对的，我跑了两个城市，就为了

参加宣讲会和见面会，为了能给见面会收简历的人力留下一点点印象！但是我发现，见面会其实就那么

回事，那么多人排队交简历，但是最后简历还是以网上投递为主，现场简历其实没什么作用的（我猜的

~）！但是我还是去了两次…… 

2：笔试，千等万等啊，就怕简历被刷掉，就怕还没开始就输了，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一直等到过完

年过完十五，这个过程真是煎熬啊，每天都会刷应届生，每天刷！刷！刷！就怕别人收到了，我没收到！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在 2 月 3 号收到了笔试通知，要在 2 月 11 号去黑大参加笔试，happy 呀~对了，

之前为了参加笔试，我看了大量的行政能力测试和专业课还有英语，后来证明看这个还是多少有些用的。

说一下笔试题吧，首先是行政能力测试，题量很大，但是我个人觉得时间还是够用的，我答完之后还检

查了一下，至于体型就是历年公务员行测题，题的难度没有公务员大，不是很难，不允许带计算器，但

是数也不难算。100 个题，一个半小时答完。之后休息十分钟，考英语，英语还是挺难的，前面十个选

择题是什么常识题，说实话不只要英语看得懂还要天文地理名胜古迹知道的才能答出来，我是没几个会

的，胡乱蒙了一气。现在也忘了都是啥东西了。接下来就是完形填空，完型不是很难，就是 6 级水平，

然后是阅读理解，也不是很难，4，6 级的样子。但是英语综合起来就是时间不够用啊，后来阅读都没时

间看了，反正英语还是比较郁闷的。最后是专业课，专业课考的东西还是很基础的，考一些移动通信类

的基础问题，类型和之前看的分享文件差不多，但是也没几道题能撞上之前那些分享材料。具体考了什

么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参考一下 t2j1m1 同学的笔经：￥￥￥选择有单选和多选  从 gsm 考倒 gprs 到 td 都

有，简答三道 第一道是发信机的作用 第二道gprs有什么业务 第三道 td-scdma的主要参数，论述一道 ：

数据交换技术有几种 优缺点￥￥￥￥，最后性格测试就是大量的题，不到 200 道，这个就不用说了。 

3：一面。经过漫长的等待，其实也不算漫长，好像一周之内就给通知了，但是基于笔试不是很有底，

面试之前还是还是很痛苦的等待笔试结果。面试那天穿上正装，来到蓝天宾馆，先签名报到，之后排队

等候，我实在 6 楼面试，我们一组十个人，有的穿正装了，有的没穿，不过还是建议大家穿正装，虽然

会被当成宾馆服务员~ （插曲：我和一个 mm 站在楼梯口等待面试，一个大叔领着一家子人从某

房间出来，居然看了看我俩，问了一句：要看一下房间吗？我那个囧啊~~把姐当服务员了吗？！！！

）言归正传，我们这组先是技术面后是群面的，也有的的组是先群面后技术面。技术面是一个一

个面，我是第三个，我前后面了能有 5 分钟吧，反正不到十分钟，先自我介绍，之后问的问题很简单，

问我觉得男生和女生在值夜班的情况下各有什么优缺点，又问怎么看待值夜班，然后让我介绍一下我大

学研究生期间的课题，然后就课题问了几个小问题，就让我出来了，咩有让人为难的问题。面完技术面

就是等着，等这组全面完了，就去一起群面。进入一个会议室，五五分作两边，面试官坐在会议桌主位

上，桌上放了一叠材料，扣着的，等面试开始的时候，面试官让你给我们把材料打开，首先是每个人用

一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游戏、运动、棋牌之类说明理由，不可与之前同学回答

的一样。谁想好了就可以举手回答。这个先回答没有参考，后回答不能重复，各有各的优缺点吧，等回

答完之后进入正式的群面，这次群面是二十分钟，大家集体讨论，没有再分组 pk，讨论的话题是移动要

做一个益智游戏活动推广，大家讨论出集体企划案，就是这样，讨论完就结束了一面。之后又是漫长的

等待，这个等待比想象的来的时间长，反正二面就是一个月之后了。 

4:二面。很幸运也很高兴进入了二面，这次面试是在江北移动大楼里面，进去先是签到，拿着准备的简

历，等着和你一批一个专业一个职位的人进行 pk。我排在第 4 个，没人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吧，还是和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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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 ,终于轮到我了，进去一看，一堆面试官，大概 6 个吧，先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问我专

业课成绩，问我对移动通信类的工作，问问我研究生期间的课题，又问我笔试感觉怎么样啊，问我发表

的一些文章，问我有没有收到其他的 offer，签三方了么，等等这类还不算很难的问题，大概十多分钟就

让我出来了。后来又是等待…… 

总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努力没有白费，收到了签三方的通知，由于是应届，所以 7 月份入职。 

回想这六个月的面试笔试，不得不说，移动还是很正规的，真的很正规，笔试是第三方做的，一面也是

第三方，要想有那么多猫腻还是比较难的，所以以后想报考的同学还是值得一拼的，以上就是我这短时

间的经历，希望对后来人有帮助。 

  

4.8 分享一篇报考移动的经验帖子，希望能给大家些帮助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5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12568-1-1.html 

 

参加黑龙江 2011 移动的考试，前后也有半年时间了，想想自己刚报考的时候也是一头的雾水，很希望

能有些经验借鉴，可惜咱们黑龙江的论坛的经验比较少，自己再参加考试后也想写一下经验，正巧今天

登陆论坛，看见广东移动的一位同学的很好的经验帖子，转来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可以对以后的同学有

所帮助。我觉得他写的很诚恳，很有参考价值。以下就是他的原文内容， 

 

                  题目为《只要坚持执着，相信自己，你也可以——写在 2011 广东移动领先 100 实习生

招聘开始之际》。 

这是我去年在结束领先 100 暑假实习后，在 10 月下旬收到正式 offer 时候写下的文字。本来只是想作为

一次记录，并且可以给更多的同学做参考，但是由于法律专业特有的隐私敏感性，最终还是没有发。 

 

最近，2011 年领先 100 又要开始了，回来应届生转转，看看当初给我带来很多启发的前辈们的话，还有

师弟妹那困惑的帖子和回复，我又找出这篇记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同事或者 HR

领导来看到，如果大家认出我来，就行行好别拆穿我啦。。。如果觉得有什么地方说得不对或者暴露了

什么，请及时段消息联系我修改。 

 

 

祝大家顺利！！愿移动改变你的生活！ 

~~~~~~~~~~~~~~~~~~~~~~~~~~~~~~~~~~~~~~~华丽丽的分割线

~~~~~~~~~~~~~~~~~~~~~~~~~~~~~~~~~~~~~~~~~~~~~~~·· 

 

今天收到恭喜短信了，原以为会欣喜若狂，结果居然只是淡淡一笑，或者正是这份从容让我最终走到最

后。和大家一样，我在面试之前也找了许多前辈的很好的面经看，也得到许多很好的建议，于是这次我

想把自己的面经也写出来，希望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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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移动的缘分已经有一定年头了。从本科 3 年级（2008年）第一次申请，到研一（2010年）再次申

请（我们研究生读两年），我历经两次“领先 100”招聘，从 2008年的终面后被拒到这次 2010年被录

用，我的经历让我终究明白什么叫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 

 

先说说自己的情况，小硕一个，本科和研究生在两所不同的重本大学念，都是法律专业。经历就不说了，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是无法复制的，但是后面我会在建议里提到一些硬性的要求，可能成为移动至少是在

筛选简历时候的条件，能做到的最好就在大学前三年慢慢做到，而不是等找工作时候才来着急，发现自

己的简历干巴巴的什么都没有。下面分割线，分别是 08 年的面试经历，2010 年的面试经历和一些建议，

比较长，感兴趣就慢慢看吧。 

 

笔试就不怎么说了，都是行测，08年还考英语，10年那次就没有英语了。怎么复习这种仁者见仁，大

家参考一下公务员考试吧。。。 

~~~~~~~~~~~~~~~~~~~~~~~~~华丽丽的分割线~~~~~~~~~~~~~~~~~~~~~~~~~~~~~~~~~~~~~ 

从本科 3 年级那次（2008 年广移实习生招聘）说起。那次报了省客服公司和一个一线城市分公司。08

年的领先 100 是先面试后笔试的，当时投的一线城市无消息，所以无从说起。省客服的职位收到通知，

于是连续三天去了香格里拉大酒店，从一面二面三面，三面结束后就挂了。我有做记录的习惯，每次去

完一次面试我都会回忆一下当天的情况。所以当时面试结束后我把 HR 问的问题大概都回忆起来写下来

了，如下： 

 

移动一面 080612 

1、用两分钟时间介绍自己 

2、为什么要应聘广东移动客服 

3、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胜任这个职位 

4、你觉得自己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5、你以后的事业规划如何？ 

6、你有想过在律师事务所发展么？ 

7、为什么你觉得你适合行政管理这一块，不适合律所呢？ 

 

二面 080613 

没开口，自动自我介绍 

1、你谈到你沟通能力是优势？那你觉得沟通最重要的是什么？ 

2、你做过主播？有什么收获？ 

3、信息收集都是你自己做的？只有你一个人做？ 

4、那收集的信息播出不用审查监督的么？ 

5、为什么不从事法律的工作呢？ 

6、那你是觉得法律职业门槛高，等不及了？ 

7、你对“法律是公平和正义的”这句话看法如何？ 

8、那你接触的法律的同行中，有这个想法和追求（指追求公平正义）的人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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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 080614 

很温柔的女 HR，说话很慢 

1、你觉得自己执行力强是体现在哪些地方？ 

2、你认为这当中是执行力体现得多一些还是组织能力体现得多一些？ 

3、没有想过在自己专业上发展么？ 

4、你以后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 

5、当初是你自己选择报法学专业的么？ 

6、你们学校的法学专业和其他学校的法学专业相比有什么优势？ 

7、除了英语优势，还有其他什么优势么？ 

 

一面二面时候没觉得有问题，但是三面后就觉得很忐忑不安。主要在于三面出了一个问题，HR 问我第 6

个问题的时候，我显得不够自信了（因为我所在的学校法学专业没太多名气），于是在她接着问第 7 个

问题的时候，我开始转移话题，目光闪烁。这次面试后我反思了很久，我一直觉得是倒在问自己学校的

专业优势这个问题上。于是，我就这样挂了。 

 

~~~~~~~~~~~~~~~~~~~~~~~~~华丽丽的分割线~~~~~~~~~~~~~~~~~~~~~~~~~~~~~~~~~~~~~ 

 

时间飞快，后来我考了研究生，条件和两年前相比，除了学校不同，多了个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还多了

几分淡定。2010 年我报了 2个公司（都是一线城市）。结果第一志愿报的那公司没消息！（后来反思了

一下，可能是专业和职位要求不太匹配，人家没看上，但是这家公司在后来我投校园招聘的时候让我去

面试了，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收到实习分公司的 offer了，所以就没有再去面试了） 

 

意外的是报第二志愿的某一线城市分公司的居然给我面试通知了。这次我所报的职位只有两轮面试（其

他的职位都是三轮的啦），以下是面试记录： 

 

一面 100610 

1、介绍你自己 

2、本科时候成绩如何 

3、成绩可以排到什么位置 

4、参加过什么社团 

5、在社团收获什么 

6、你身边的朋友怎么评价你 

7、你在辩论队是几辩 

8、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9、为什么不去律所 

10、你从法律角度怎么去评价富士康事件 

11、你家人情况？ 

12、为什么选择深圳 

13、你期望的薪水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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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广东那么多城市你最喜欢哪个城市 

 

二面 100611 

1、说说你收获最大的一件事 

2、你成绩如何 

3、你的六级成绩不高分呀（估计看我是外语院校出来的，觉得奇怪） 

4、我们调你去其他部门行不行？ 

5、闲聊了几句 

 

我报的职位在广州站面试的人比较少，我猜想其他城市的站点更多人，因为就专业而言，北方高校比广

东的高校要强。所以广州面试的人少不代表竞争不激烈。当时一面去签到的时候看到还有清华的，而且

全是硕士，我倒吸一口冷气，感觉此行无比悲壮。但是走到最后，居然华丽丽地成功了。回忆了一下，

因为抱着做炮灰的心态去，所以比较轻松，反而成功了。 

 

特别在最后闲聊的时候，我跟那个 HR 老总聊起我 08年参加领先 100招聘失败的事，我说当年我也投了

你们，但是当年连面试机会都没有，今天过来面试看到名单，我大概知道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机会了……

但是已经很感谢了，至少这次我有了面试的机会，我知道我已经是进步了。她当时听到就笑了。 

~~~~~~~~~~~~~~~~~~~~~~~~~华丽丽的分割线

~~~~~~~~~~~~~~~~~~~~~~~~~~~~~~~~~~~~~~~~~~~~~~~~~~~~~~~~~~~ 

       接下来说说自己的一些建议。 

建议 1：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移动 

是因为它财大气粗？还是因为所谓的面子？决定报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这极有可能决定你

之后面对一系列事情的心态。如我在其他帖子的一些回复所说，移动不会给你富到流油的生活，只能帮

你做到体面。有时候 HR 会问你期待薪酬，这时候你怎么想的，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忽悠过去的。如果

决定了要去参加招聘，那就认认真真，就算是抱着做炮灰的希望去，也要认认真真准备，至少你认真过，

不会后悔。和我一起面试的一个同学一面后就好后悔，说还是应该准备准备的，没准备，把机会都浪费

了。怎么准备？上网看面经咯~或者和同学交流一下，但是要切记不要受周围同学情绪的影响，自己要

镇定，要有判断力…… 

 

建议 2：什么是在之前就要准备的 

成绩依然是重要的，无论你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无论你参加过多少比赛得过多少奖。当然我不提倡死

读书，我自己也不是那样，但是作为一个以学为生的学生，成绩至少代表着你努力过。在移动的所有面

试中我都被问到成绩如何，而且因为我的六级成绩不高还被反复问了一次。奖学金要努力拿，至少拿一

次（但是我反对极端的奖学金功利主义）。四六级证书也要努力考，社团活动要多参与，啥都不干，只

读书，可能书还读得不怎么好，人家会怎么想你？总而言之，奖学金，四六级证书，社团经验，项目经

验，最好就有，这样至少让你在简历上好看一点。如果没有，那请在 HR面试表现出你的进取。 

 

建议 3：实事求是，是怎样就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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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我 08 年那次的教训。当时面对其他名牌大学名牌专业的竞争者，我对自己专业的名气的确有点

底气不足，所以被 HR 问到时，我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反思一下，如果真那么不好，人家为什么要选你

来面试？要你来面试并不是为了让你难堪的，是看看你怎么去面对自己，同时看看你在可能并不是很好

的客观环境中，怎么去进取。所以当这一次，HR 问起我六级成绩不高是怎么回事，我就老实回答了母

校当年刚好推行的过了不得再考的政策，而自己的确在那一次考试中准备不充分。 

 

建议 4：真诚，一定要真诚 

简历要真诚，不要弄虚作假，回答问题要真诚，不提倡虚伪得无比真诚，纵使再有技巧，回答得再滴水

不漏，如果不能让人感受到你的真诚，那也一样是失败的。 

 

建议 5：让自己与众不同 

这里指说精神面貌和衣着问题。男生的没太多建议，但是我有见过穿得皱巴巴地去面试的，实在不提倡，

你自己宿舍没熨斗你可以去裁缝铺让人家帮忙熨一下嘛。。。女生嘛，个人觉得很多女生去面试都是穿

成黑乌鸦似的，西装套裙加白衬衫。这样我觉得实在太单调了（虽然我本科学校里大家都穿成这样去面

试的），于是今年我买了紫红色的、墨绿的，蓝色的丝质衬衫（也不贵，不是什么名牌，就在淘宝上买

的，85 元一件），一面那天，挑了件紫红色的，一去到威斯汀我就知道我穿对了，因为大堂里一群穿着

白衬衫的黑乌鸦。第二天去二面的时候换了件墨绿色的（绿色是今年的流行色，G2000 和 H&M 什么的

都出了新款的墨绿色丝质衬衫，女生关注时尚方面不应该仅仅关注休闲装，也可以关注一下 OL风格的），

然后去签到时候，见到一个女孩子，看见我就说：“噢，又见到你了，你昨天穿了件紫红色的衬衫的！”

这样很容易让人记住。后来才知道，终面的一个同部门同事华工的男生还把我当天的打扮偷偷用手机拍

了下来，回去教班上的女同学怎么打扮。。。搞到我知道了虽然有点挺不好意思的，但是也证明了自己

穿着上是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女生可以多看看时尚类杂志，在衣着方面琢磨一下，不一定要黑乎乎的套装（有时候看有些

女生穿的好像酒店里的那种部长穿的制服），可以是看起来精神点的连衣裙，或者有点色彩的衬衫。女

生的衣着本来就应该色彩斑斓，自己要显得有品位一些，不要盲从周围的人穿白衬衫黑西裙，那就天下

乌鸦一般黑了…… 

 

建议 6：无论如何，记得思考和成长是最重要的 

因为移动每年实习生招聘的声势浩大，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期望真的能成功，而是想去尝试着拿面试经验。

对于这部分人，我想每一次的思考是很重要的。我电脑里有个文件夹叫“个人应聘记录”，每一次面试

完，回来我都会反思，可能写的也不是很多，有些只有几个断句。但是那都是我反思时候的真实记录。

这样效果一是不会忘记自己投过什么简历，面过什么公司，二是每一次回看都会想得更多。其实就像论

坛上很多人面试挂了也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那也是一种反思，如果失败是成功之母，那就不应该让这

一次的失败教训在下一次重现。写下来，慢慢地，你会发现自己在成长。 

 

建议 7：别管人家走关系路线的！ 

这条建议针对的是没有关系可走的同学。不可否认，作为一家和国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企，肯定有

很多人想挤进去，肯定也有人想走关系进去。但是，作为一家技术性市场性很强的企业，也的确是需要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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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页 共 33 页 

大量的人才的！！所以，不用质疑了！从本人 2次实践以及参加其他国企的 N次经验来看，我可以很负

责任地告诉大家，移动是非常公平公正的！所以，大家大胆地报吧！ 

 

 

谨此纪念我的广东移动领先 100 实习生应聘，并希望大家也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喜欢的工作。 

全文完。。。。。。 

最后一句话也是我 taotao214想送给大家的，在这个论坛中也认识了一些朋友，以后都是同事了，和大

家分享下经验感觉不错，希望通过努力我们都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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