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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简介 

1.1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概况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

记注册成立的大型企业，由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控股，在全国范围内为通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专用通信网及社

会公众客户提供通信网络建设服务、外包服务、内容应用及其他服务，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2006 年 8 月 30 日，中国电信集团在重组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湖北和海南 6 省实业重点业务资产的基

础上发起设立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并于同年 12 月 8 日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国内通信行业第一家在香

港上市的生产性服务类企业。2007 年 8 月 31 日，中国通信服务收购江苏、安徽、江西、四川、重庆、湖南、贵

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 13 省（区、市）的实业重点业务资产，实现中国电信实业重点业

务资产的整体上市。2008 年 4 月 3 日，中国通信服务收购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次收购有助于中国通信

服务提升市场地位和竞争力，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实现运营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齐全的业务、良好的业绩、完备的资质、广泛的本地化服务网

络和独具特色的一体化服务模式，以及具有丰富经验和良好执行能力的管理团队。作为国内主导的“信息和媒体运

营商的服务商”，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将抓住当前难得的发展机遇，牢牢把握竞争的主动权，进一步提高服

务水平，实现客户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共同成长，用 3～5 年时间，把中国通信服务打造成为客户领先、运营卓越、

资源高效、创新领导的信息和媒体支撑服务业的主导企业；成为股东满意、社会认可、出资人放心的优秀企业，

成为服务于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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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组织架构 

 

1.3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经营理念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齐全的业务、良好的业绩、完备的资质、广泛的本地化服务网络和独具

特色的一体化服务模式，以及具有丰富经验和良好执行能力的管理团队。作为国内主导的“通信运营商的服务商”，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将以上市为契机，抓住当前难得的发展机遇，牢牢把握竞争的主动权，进一步提高服

务水平，实现客户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共同成长，成为运营商转型的最佳战略合作伙伴，成为股东满意、社会认可、

出资人放心的优秀企业，成为服务于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力量。成为打造乙方文化的重要诠释者。 

1.4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主要客户及合作伙伴 

主要客户及合作伙伴： 

 

本公司是中国规模最大、业务范围最全的通信运营商的服务商，基于对电信行业的深入了解和长期的项目运作经

验以及优秀的员工队伍，为客户提供专业化、全方位、一站式通信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复杂化、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求。本公司下属有 76 个专业子公司，拥有行业内最高等级的资质，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业务，并积极拓

展海外市场，业务覆盖 50 多个国家，为客户提供工程、设计、监理、维护、渠道服务、物业管理、系统集成与开

发、互联网服务、语音增值服务及其他多种服务。我们的客户及合作伙伴主要有通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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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公众客户及政府部门等。 

 

 

通信运营商：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烽火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思科系统公司、北电网络（中国）有限公司等。 

          

 

中国电信的项目有 

 

中国电信北方十省市干线传输网 

中国电信北方九省（区、市）内干线传输网 

中国电信成都-昆明-贵阳骨干传输网 

北方电信业务支撑系统三期工程 

北方电信九省智能网工程 

北方电信九省交换网工程 

北方电信九省(区,市)IP 网工程 

中国电信高速北环 WDM 系统工程 

中国电信 CN2 工程 

沪芦高速工程（管道）施工 

中环线东段翔殷局管道电缆迁移工程施工 

广东电信 2004 年综合业务系统(IBSS)建设工程设计 

广东电信 2002 年 MPLS/VPN 网络建设工程设计 

2005 年广东电信 163 骨干网扩容工程 

广东城域网扩容及优化工程施工 

2004 年广东电信基础网扩容工程施工 

福鼎-福州-广州 WDM 传输工程施工 

2006 年中国电信传输系统工程监理 

2006 年广东电信广州、深圳等 10 个本地网彩铃平台扩容工程监理 

2006 年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 ADSL 扩容工程 A 包监理 

海南电信 DCN 网（全省）改造网络集成工程设计 

海南电信本地计费帐务系统 

中国电信集团一级干线宁汉埋式光缆线路工程 

 

 

中国移动的项目有 

 

浙江移动 GSM 网 11.1 期扩容工程设计 

浙江移动 G 网 12.1-122 期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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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移动 G900 网扩容 8 期工程设计 

广东移动 GSM 数字移动电话网第八期扩容广州地区工程设计 

广东省移动公司业务运营支撑系统（BOSS）工程设计 

广东移动 GSM 数字移动电话网第九期扩容广州地区工程设计 

2006 年度广东移动广州网络工程监理 

江门移动本地传输网六期工程监理 

中移动省二干传输网调整扩容工程施工 

广州移动 2005 年本地传输网工程施工 

泉州移动 2004 年 GSM 第三、四阶段扩容工程施工 

广东移动 GSM 八期扩容深圳地区工程 

广东移动 GSM 七期扩容珠江三角洲移动电话网工程 

中国移动广东 GSM 七期扩容深圳地区工程（交换） 

广东移动互联网骨干网一期工程 

浙江省 900MHZ 移动通信 GSM 网五期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汇接网扩容改造一期工程 

深圳移动九期传输汇聚层扩容工程 

        

 

中国联通的项目有 

 

上海联通 CDMA 网三期二阶段工程设计 

联通新时空浙江数字移动通信网（CDMA）三期工程第一阶段初步设计 

联通新时空北京移动通信（CDMA）网三期二阶段工程设计 

联通新时空数字移动通信（CDMA）网广东三期工程第二、三阶段设计 

中国联通数字移动通信网室内覆盖二期广东地区工程设计 

中国联通广东本地传输网一期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联通新时空广东 2003 年本地传输网 CDMA 二期传输设备安装施工 

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 2003 年本地传输网一期工程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官方网站：http://www.chinaccs.com.cn/opencms/open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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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在线测试、笔试资料 

2.1 江苏中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笔试介绍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7777-1-1.html 

 

之前搜了一下，关于笔试的介绍不多。 

今天笔试回来，说一下题目。 

前两题是翻译，英译汉，每题 10 分。 

后面四道题，每题 20 分，分别是， 

1、输出所有三位数，153，要求是各位数字的立方和等于这个数； 

2、求和，1！+2！+3！+...+20！； 

以上编程语言不限 

3、一段程序，字符串，问输出多少。 

void ch(char str[2]) 

{ 

    int m,n; 

    m=strlen(str);//写到这里发觉自己错了 

    n=sizeof(str); 

    printf(m,...n...); 

} 

void main() 

{ 

   char str[]="hello"; 

    ch(str); 

    ....... 

}//大意这样 

4、一道智力题，25 元钱买饮料，每瓶 1 元，5 个空瓶子可以换一瓶饮料，问最多可以买多少瓶饮料？ 

 

求补充。 

  

2.2 中国通服笔试题 

（转） 

昨天下午由于要监考 就让琦琦带去宣讲会一张简历 后来觉得有面试的可能性 于是 坐校巴飞奔回来 见到 HR 

发现面试名单上没有我的大名 赶紧跟她解释 我迟到的原因 她相面似的看了看我 说~做老师的为什么报营销啊 

我们有个培训师也在招人 呃好吧 那就培训师！ 

接下来就是极其漫长的等待 从三点半等到六点半 没午觉又在北区的教室里楼上楼下的奔 整个人疲惫不堪 进去

面试的时候 非常简单 简短 问了我的期望薪水看了看简历 恩~好吧 对面的男子说 明天等着笔试吧 最近对 BS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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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异常敏感 不是笔试就是被鄙视 反正脑子里乱七八糟 说 那好吧今天就这样 起身走了 其实晚上就没有等

电话那种异常焦虑的心情 吃了面 拿了卷子回来 正如痴如醉地在网上 down电影呢电话过来~明儿笔试 非常甜美

的声音 我这边就 哦 记下时间地点 携带的东西== 

好了 今天一早冲过去教室 打开卷子 呃 是这样的 

第一大题 选择工作的时候比较看重的三条 简要说明 

第二大题 房间里有三盏灯 外面有三个开关 一扇门关闭 如何在外面通过调节开关判断哪个开关控制哪盏灯 想

了半天答出了一个极其白痴的答案 没戏 

第三题 猴子实验 三间房子 分别有两只猴子 然后把食物分别放进去 第一间放地下 最后猴子一死一伤 第三间 

把食物放在房顶上最后猴子都死了 第二间把食物由易到难地放置 由低到高 最后两个猴子都活了下来 根据材料

进行分析 得出什么启示 。。。开始胡诌 

第四题 企业培训和学生教育有什么不同 找出对策 

第五题 职业规划。。。 

考试时间两个小时 我做了正好一个小时 交卷 走人 

本来就很困 旁边那 GG 哈欠连天 还睡了一会儿 真受不了 索性离开 管他呢 

回来把报账的事情也搞定了 啊~~~中午可以大吃一顿因为我现在   饿。。。 

2.3 中国通信服务福建公司笔经 

上午 通信设计 笔试 的部分题目 题目也不是很难  只是自己没怎么准备 

 考试分两部分 一综合测试 二专业测试 

   一： 综合测试     （选择题） 主要考的是 语文类的题目，还有就是初中的基础物理题 

  二：  专业考试   （选择+填空+简答+专业英语翻译）  考的是通信的知识，涉及点网络知识（不是很多），记

住的题目大概如下 

    从后面说起吧 ：最后一题是 通信专业英语词汇翻译 ， 

                        问答题是（10 分/题）   2.这题忘记了 

                       其它部分是 选择和填空 就不多说了 考的面很广。 

 

 

 

2.4 江苏通服在线测试感受 

 

 

做的昏天黑地，没时间截图了 

 

性格测试 240 多道，看着就头疼，而且不是第一次做了，大概选了选 

另一个测试 80 题，四部分，每部分 20 题，分别计时，最后一部分不知道是不是精神不集中了，居然时间不够，

前三部分时间还好 

不太喜欢这种笔试形式，别的公司做过类似的都没下文了 

bless 

 

补充：80 题跟行测差不多，计算，图形推理之类，大部分比公务员简单，图形推理我遇到的好几道是两个图叠加，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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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简单处理一下得到第三个的这种 

 

 

 

 

 

 

 

 

 

 

 

 

 

 

第三章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面试资料 

3.1 【感谢】于设计院 5 年工作的一点分享，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6 月 1 号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4442-1-1.html 

 

想起 5 年前的自己，各种茫然，各种求助，各种得到大家的帮助。5 年后的今天再说感谢！ 

第一年（实习期一年）薪构：（1200 基本+1000 基本奖+500 各种贴+100 话费+400 交补+200 多房补+200GJJ）

*12+(1000+1000+1000)*1（某节费），如果出差省外：+140*30（住宿公司已供），如果出差省内：+110*30

（住宿公司已供） 

 

第二年薪构：（1200 基本+1000 基本奖+500 各种贴+1000 绩效+200 话费+400 交补+200 多房补+300GJJ）

*12+(1000+1000+1000)*1（某节费）+1000 年终（只是意思），如果出差省外：+140*30（每个月）（住宿公

司已供），如果出差省内：+110*30（每个月）（住宿公司已供） 

 

第三年薪构：（ 1280 基本 +500 各种贴 +3500 绩效+200 话费 +400 交补+200 多房补+500GJJ）

*12+(1000+1000+2000)*1（某节费）+10000 年终，如果出差省外：+140*30（每个月）（住宿公司已供），

如果出差省内：+110*30（每个月）（住宿公司已供） 

 

第四年薪构：（1360 基本+500 各种贴+5000 绩效+200 话费+400 交补+1000GJJ）*12+(1000+1000+2000)*1

（某节费）+20000 年终，如果出差省外：+140*30（每个月）（住宿公司已供），如果出差省内：+110*30（每

个月）（住宿公司已供） 

 

第五年薪构：（1440 基本+500 各种贴+6500 绩效+250 话费+400 交补+1000GJJ）*12+(1000+1000+2000)*1

（某节费）+30000 年终，如果出差省外：+140*30（每个月）（住宿公司已供），如果出差省内：+110*30（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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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住宿公司已供） 

 

说明： 

1、某 985 本，校招笔试面试正式（坦白说，是同学里几乎混的最差的，人丑成绩差只为回老家。童鞋读研过半，

剩下大多去 H/Z/研究所）。 

2、沿海某设计院，五险一金+。 

3、不成文的规定：入职前五年必须省外出差，览尽天朝风光，五年后可回省内。其他院是否同，不清楚。 

4、派遣员工公积金减半，其余少 1000+。 

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上述薪构，仅供参考，看似诱惑，实则不高，希望新人要有主见（你若觉得她美，她便是

西施）。 

综述：爱折腾、爱旅游、爱学习、会喝酒、脸皮厚（需同时具备）的人比较适合设计院，其余慎重慎重慎重入坑。 

 

3.2 软件开发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327-1-1.html 

 

面试的过程是 7 月份的上午我们实验室一行几个人去面试， 

然后来个经理来接待我们。随后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把我们几个人叫过去进行面试， 

基本上就是问了以前做过哪些项目，项目主要使用什么语言。以前用过 ssh 没，用过的都是哪些版本，项目中的

小问题。然后问我们的时间安排能否满足要求。 

 

3.3 C++开发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326-1-1.html 

 

面试官就简单问问简历上的资料， 

根据你的回答然后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问我要得到这份工作的优势是什么？其实也不难， 

你就实事求是的回答，知道就回答，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面试过了再考试，考察你的专业基础知识，如果还可以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录取了。 

【转】 

 

3.4 法务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32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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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比较随意，所有人排一队，坐下与一个面试官进行交谈，不是很严肃，不用紧张， 

先要自我介绍，我的比较简短，之后面试官开始问问题，为什么去深圳，有无亲戚之类的， 

比较重视实习经验，还问了对薪酬的想法，我觉得似乎聊的挺好，可是没接到二面通知了。。。 

可能是我表现出对这个公司的疑惑与不解了吧。 

 

3.5 网络站点信号测试实习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324-1-1.html 

 

刚开始有个经理助理吧，看了简历问了一些简单的，应届毕业生吗？之后自我介绍（第一次面试感觉完了）。。

后来经理来了问哪个学校？什么专业（简历上有，那时还问）然后专业相关的问题（了解我们公司吗？知道是干

嘛的吗？）（最好面试之前百度一下那个公司的基本情况起码要知道有什么岗位你合适的）介绍公司职位（我是

实习的～～！毕业证还没拿）我是实习的刚进去的职位只有站点信号测试（省内跑啊跑）（嗯应该是这样）难度

不是很大。  

 

3.6 中国通信服务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323-1-1.html 

 

分两次面试，面试官没有问刁钻的问题。可能因为是应届毕业生面试，没有在技术上有过多的要求。主要考量的

是个人的英语水平，如果能表现出自己对工作的热情和出国的意愿是最好的。 

 

3.7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一面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5555-1-1.html\ 

 

 面试时间是下午 14:00 到 18:00，准备了一个早上，诸如自我介绍啊，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啊之类的。下

午睡了一个不安稳的午觉就出发了，来到估计不到两点。先去资讯室领了一份资料等待。我面的第一个

是中睿的企业信息化建设工程师，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人，这个是后来才知道的，由于来得早，排了一会

儿队就到我了，进去后有三个面试官，都是 man，面前都有一台电脑，后来看到我的简历就是在那时候

被搜索了的。首先做了个自我介绍，感觉我说的不太好，说了好长一段，后来他们就只问了我期待工作

的城市是哪这个问题就 over 了。总共大概三分钟吧。感觉很差，我前面的同学都是五六分钟的。 

第二个是省电信的，我投的是通信设计光传输方面，好几个人同时在面试，我说我今天重感冒，面试官

直接让我坐到他的旁边去了-。-首先还是自我介绍，我感觉我的自我介绍总是不太好，不过也是我第一

次正式面试。以后可以改进的，讲讲基本信息和学习信息大概就可以了。他们说了好多我感觉都是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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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不适合女孩子，针对我简历上面写的求职意向问我最喜欢哪一个职位（我简历上面写了一堆。。

这个呆会儿必须改），我说网络优化。。（不知道会不会很不好，毕竟我面试的是光传输。。）他问了

我你知道网络优化是干什么的嘛？我说是一个系统已经做好了，可能都来容量不够或者信号不好了，我

们就要去测试去改进 blabala。。。。他说我对网络优化理解得还挺透彻的~~~后来还问了很多，感觉这

次比第一个回答得要好，但是我要应聘的职位毕竟是光传输。。。。So。。估计是被鄙视了。 

第三是个长讯，长讯这个公司我感觉效率比较高，来的人比其他几个公司要多，所以基本不用排队，作

为我的最后一个面试机会，也经过了前面几个面试，我感觉这次比较轻松，面试我的是一个女的。带着

美瞳。这次我面的是网络优化，其实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可能做网没优的，所以这方面了解得还挺多

的。。。只是后来我感觉网优可能没什么前途。。。So。。问我有没有考证，我说没有，因为做网优的

话我查过了，对口的基本只有思科有一个认证比较对口，计算机等级那些没多大关系，就没考，而思科

考证太贵了，希望工作以后再去考 balabala。。。。问我期望工作城市，我说广东省内都可以。。。期

望月薪，我说实习吧，一两千就行，但是希望后面能根据我的能力加薪 balabala。。我看到了她在我的

简历上面写这个。。。哦。。最后就还是那样，叫我回去晚上会有通知。 

第三次是我面试最久的一次了，我也感觉第三次比较好。还是要多准备才行的。不然没什么话可说。 

我的其他一些同学有一些被问到专业知识的，比如说 WCDMA 的中文名称是什么（宽带码分多址），

3G、4G 标准之类的（一个 WCDMA/CDMA200/TD-SCDMA 一个 LTE-Advanced/802.16m），网优是做

什么的。有少数几个面完直接说明天来二面这样。 

 

感觉广服通比较 BS 女生这样子，刚刚得到消息，许多同学已经收到消息明天二面，LZ 没收到咯，惨兮

兮 希望能给大家做个参考 

3.8 中国通信服务福建分公司面经 

  

上午刚刚参加完中国通信服务福建分公司的面试，在这里发个面经攒个 RP，应该算是历史首发吧。 

      面试是分批次进行的，我面的是通信设计，8 点 10 分，一批大约二十来个人。关于穿不穿正装的问题，穿

正装的人很少，今天穿正装的不是工作人员就是南邮学子，不过我还是倾向于面试穿正式一点。 

      面试形式是二对一，分岗位面。有个挺 PP 的 MM 叫号，所有人按编号轮流进入面试间，一个人大约十几二

十分钟的时间，比较特别的是女生有个专门的面试间。总体感觉面试官很和蔼，气氛挺融洽的。老规矩首先是自

我介绍，当然之前 HR 也会跟你稍微聊聊缓和下气氛，这个挺好的。然后是问出身地和家庭背景，少不了女朋友

的情况，如果不是本地人最好考虑下这个问题。再下来是知识结构，主要是专业以及学过什么课程，哪些课程学

的比较好。问了我除了网络类的学过什么课程？这个很晕，答的很乱。后来才发现原来通信设计更注重通信类（像

通信原理，电磁场电磁波这类的），而不是网络类（也就是计算机网络，通信网之类的）的。虽然这些我都提及但

面试官似乎不是太满意，最后绕来绕去又回了计算机网络-_-!。专业知识方面考察了网络规划的基础知识，问了

我移动网络规划的基本流程，这中间顺带问到了站址规划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一个面试官应该是中通服的领导，问我投过哪些公司，如果给你选择你会去哪家？这个问题不好答，按我

以前面试的经历就实话实说。按道理到这就差不多了，不过面试官又补了一句，这么说如果半个月后给你 OFFER

你也不能确定是吧？这我就 FAINT 了。然后根据简历发问，主要包括做过哪些项目，在项目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给我感觉主要不是考察技术，而是在项目中的贡献，更多是与同学间的相处，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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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面试官说我的知识背景适合从事 IT 类以及技术支撑的岗位，问我怎么考虑的。不过我对编程没啥兴趣，

明确表明了态度。最后让我问了几个问题，这次面试就结束了。 

      总结这次面试，个人感觉中通服对专业以及所学课程比较重视，面试过程中涉及的专业问题不太多，基本都

是概述性质的。有的面试官会围绕简历发问，大多也都属于开放性问题。最后祝大家面试顺利！ 

3.9 江苏邮电规划设计院 11.27.北京一面面经+主管回答问题 

 

 

昨天下午参加了江苏邮电规划设计院北京分公司的一面，群面，8 个人，无领导小组讨论。 

        进去签到，前台让等着，到了时间就把人领进去。大概 3，4 个面试官。我觉得似乎对面试不太重视，几个

面试官轮番接电话，轮番走动，连提问题的时候都接了三四个电话，外面有个地方起火了，又是去关窗户，搞了

半天。是我经历过的面试中最不专业的面试官了。 

        他们准备了一大堆题目，随机抽的，我们组面的是讨论企业多元化的优缺点，并最后得出结论。我看到我

们上一组的题目是互联网的实用性大还是娱乐性大。 

        整体来说我们小组还是做得不错的，起码一点大家还是通力合作了。这次我投的职位是智能建筑工程师，

这个职位是跟工民建的同学一起面的。由于我以往都是面的咨询或者是市场方面的职位，感觉在分析这种商业问

题上，纯技术的同学在思维和表述方面跟搞咨询或者市场的同学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呵呵，希望我的队友看见了

不要骂我，我是实话实说。 

        讨论完后，面试官问了一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问题。先问工作地点选择哪，他们喜欢去南京的，北京的不

解决户口。再问有没有设计院实习经验，实习做了什么，CAD 要求很熟练，还问本科学校，是不是党员，是不是

学生干部等等。我问他建筑智能化设计师到底是干嘛的，回答说网络布线，架构，安防设计这些，我就跟他直说

我觉得我不太符合你们的要求。 

         总而言之，这家单位是蛮喜欢工民建专业的，抓住那几位工民建专业的同学狂问。待遇应该中等偏上，跟

其它设计院一样，出差很多，因此业务比较熟练，不介意去南京工作，或者不要北京户口的相关专业同学还是可

以考虑的。 

3.10 江苏邮电建设一面 

11 月 19 日收到邮电建设的电话被通知下周一参加面试！ 

当天我的面试时间是上午 9 点半，我算了下时间，到大桥南路下车走过去正好，但是问了周围的人都不清楚，好

不容易才找到位置！楼比较旧，前面挂了个牌子！ 

面试的地址在小阳楼二楼，木质结构的楼梯上楼，上楼后，正对着楼梯看到有 3 面门，不知道是哪一个，正好有

个大叔过来就问了一下，就是正对着的那个，推门进去看见坐满了人，还以为是在开会，正打算退出去时看到一

个和我一样穿这正装的女生坐在圆桌的一边，看来没走错，后来被通知在外面等，一共有 6 个面试官，5 男 1 女。 

我之前有两个人面试，我上面一个是上财的，看起来比我有自信。进去之后给各个面试官发简历，我只带了 4 份，

还少 2 分。 

我应聘的是市场营销岗，坐下后就是自我介绍，针对自我介绍的内容问了相关的问题，我是国际贸易专业，问了

出口退税，怎么发展客户等等问题，最后问了是否愿意出差等等，一共 10 几分钟吧！ 

原本以为只有这一面的，后来听说还有 2 面，不知道有没有下文！ 

不过希望以后面试的人至少能带足简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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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综合经验资料 

4.1 2018 春招浙通服财务笔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4 月 26 号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9342-1-1.html 

通过分公司面试和网测后，在省公司进行笔面试，笔试单选多选判断一道利润成本计算一道关于应收账款管理的

陈述题，比较基础，涉及增值税税改，收入准则变化日期，答题时间充裕。面试五对一，没有群面，自我介绍和

一些简历问题，对公司的了解，为什么不去银行，也会有专业方面的问题，比如税改，风险管理，数量随机。面

试官各个方面打分，交给 HR 部门判断，这周给答复。希望能帮到你们。 

4.2 中国通信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员面试流程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0 号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0821-1-1.html 

四川分公司财务校招 

 

网测，笔试，一面无领导小组讨论，二面也是三个人一小组，一起面，问的问题简单，专业问题笔试考了，面试

问的少， 

 

主要就问一下你的要求，对加班的看法，职业规划，然后问了我李世民对环保做的贡献，我表示完全不知啊。。笔

试其实有点难的，有的都不会做 

 

4.3 中国通信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员面试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0 号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0820-1-1.html 

无领导小组讨论 一对一面试。 

第一轮笔试，有两套卷子，一套是行为测试比较像心理测试吧；第二套是申论和对面试岗位的理解。 

第二轮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建议好好准备网上的经典无领导小组讨论题。 

第三轮一对一面试，主要说说之前的经历。 

 

你自认为这个岗位你的优势是？ 

个人优势。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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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 - 监理工程师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0 号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0819-1-1.html 

等了一个下午宣讲完面试官简单的一对一初试。然后到人差不多结束的的时候是我，大概就是把自己的优点说出

来吧，不用太紧张，一定要在众人之中有特别之处，在一就是要尽量符合他的工作岗位需求，如果不符合什么都

摆摊。 

面试官提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招标师？ 

监理工作一把都在室外工作的， 

你投递岗位是什么？ 

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一个学校上的？ 

 

4.5 中国通信服务 - 网优工程师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0 号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0818-1-1.html 

没问什么技术性的问题，就是聊天，挺轻松的，面试官好像是个经理，主要考察的是吃苦的能力吧，男生比较吃

香，这个工作经常熬夜。 

问题： 

1.家乡在哪里，哪里人，为什么要去广州 

2.怕不怕吃苦，能不能承受加班 

3.成绩怎么样，想要多少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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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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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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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