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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正达简介 

1.1 先正达概况 

先正达官网： 

http://www.syngenta-china.com/ 

 

  2000 年 11 月 13 日， 阿斯特拉捷利康的农化业务-- 捷利康农化公司以及诺华的作物保护和种子业务分别从

原公司中独立出来，合并组建全球最具实力的专注于农业科技的企业----先正达(Syngenta)。 公司在瑞士、纽约的

证券交易所上市。 

 

  先正达致力于通过不懈的努力，为食物生产、供应和加工的各环节提供更加卓越、安全和环保的创新解决方

案。先正达公司 2006 年销售额约 81 亿美元，是全球领先的植保公司， 并在高价值种子领域名列第三。目前，公

司业务遍及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2 万多名员工，其中 5000 人（约 25%）从事研究和开发工作。2001 年，

先正达投资于研发的经费达 7 亿美元。 

 

  在全球农业科技领域，先正达拥有最具实力的运作和管理模式。 跨作物、跨地区的市场营销能力使其在全球

市场游刃有余。雄厚的研发实力使其在瞬息万变 的业界保持创新优势。目前，公司业务遍及全球 90 个国家和地

区，拥有约 19，500 名员工，其中约 5000 人从事研究和开发工作。2006 年，先正达投资于研发的经费超过 8 亿

美元。 

 

  先正达的领先技术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基因组、生物信息、作物转化、合成化学、分子毒理学，以及环境科

学、高通量筛选、标记辅助育种和先进的制剂加工技术。作为全球领先的、以研发为基础的农业科技企业，先正

达与全球 400 多家大学、研究机构和私人企业开展广泛的合作。 

 

  先正达的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Martin Taylor 任董事长；浦瑞南(Michael Pragnell)任首席执行官。 

1.2 先正达在中国的发展 

先正达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 100 多年前。自卜内门/汽巴在上海开设办事处及第一间工厂开始，公

司在中国的业务就同国家的发展同步。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在华业务的发展。到目前

为止，先正达公司在农业领域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商，在中国已有三家合资企业和两家独资公司，并在全国设

有多个办事处，在华的相关投资达到一亿五千万美元，共有 450 名员工。此外，先正达为提高中国国内行业技术

的更新与改进，积极地与国内的同行合作，同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合作，已将先进的恶霜灵生产技术转让给常

隆。同时，先正达也积极地与国内的业界共同谋求推动高标准工业化和健康安全环保事业的发展，为了更好的发

展公司的业务，公司正在研究在华投资的二期工程项目及到 2005 年在中国实现每年价值一亿美元的采购计划。 

 

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是由全球 500 强企业、世界第一大植保公司、第三大种子公司－－瑞士先正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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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直接投资建立的一家以经营蔬菜、花卉种子为重点的中外合作企业，是瑞士先正达公司在中国的种子总部。 

 

公司对种子生产和加工完全采用国际标准，从繁种地选择到种子加工包装，整个过程和每个环节都严格要求，

从而满足每个客户的要求。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育种基地，拥有享誉百年历史的著名品牌和产品。寿

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2 月，公司基地位于寿光市稻田镇，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其中包括 9

个温室大棚，10 个大拱棚，露地菜种植面积 5.7 万平方米。基地主要进行适合中国市场的蔬菜新品种的筛选、实

验、示范、推广。公司成立以来，已先后引进推广名优蔬菜、瓜果新品种 30 多个，极大地丰富了我市蔬菜种植品

种，带动了全市及周边地区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 

1.3 先正达重视安全生产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是一家农药生产企业。落户昆山以来，先正达不仅实现了十年安全生产无事故

的目标，还为全市广大企业带来了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基业常青、安全为先！我们的安全从一点一滴开始

做起，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制造总监颜国良是这样解释公司安全生产

经验的。 

 

  镜头回放：一名员工在修理机器时划破手指，员工没有报告。按照公司规定，这一类伤害就是急救事故，必

须报告并进行事故调查。受伤员工因为未及时报告而受到警告。 

 

  安全举措：先正达设立专门的健康安全环保（HSE）部门，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生产体系。目前，所有员工的

笔记本电脑键盘旁，都贴有一张黄色的通讯录，在发生安全事故时，应该向谁汇报一目了然。公司还鼓励员工查

找不安全因素，并给予奖励。 

 

  镜头回放：天空降雨，一般都会直接流入河道。但先正达公司建有一个雨水回收系统，将冲刷过公司厂房、

设备和地面的雨水收集到生态楼中进行集中处理，高于国家标准才排放。 

 

  安全举措：工艺风险评估系统是先正达从根本上降低事故发生的重要举措。该公司对每一工艺流程，从物料

特性、工艺控制、操作流程、个人防护到员工培训进行全方位的风险评估，从各个角度避免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风险。 

 

  镜头回放：5 月底，先正达从日本进口了一台焚烧炉，两位日本工程师来厂调试。但是，日本工程师忽视该

公司安全施工规定，未穿戴安全防护用品，被先正达安全管理人员赶出了厂区。 

 

  安全举措：先正达建立了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企业文化，对全体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公司人人都是安全员，

在年终绩效考核中，每个员工都有 10%的安全绩效分。公司除了安保部门外，还建立了两级安委会，制定了《安

全健康环保手册》。 

 

  颜国良说，先正达公司作为一个在健康安全环保方面持续进步的负责任公司，今后要为所有员工提供更为安

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最大程度地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1.4 先正达产品  

   克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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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选择性除草剂 

  GRAMOXONE 20%AS 20%水剂(重量/容量) 

  安全除草 又快又好 

  克无踪是广谱触杀性除草剂，它能杀灭大部分禾本科及阔叶杂草， 

作用迅速......... 

 

  克瑞踪 

  非选择性除草剂 

  克瑞踪 25%水剂 GRAMOXONE PLUS 25% AS(重量/容量) 

克瑞踪是双吡啶盐类灭生性触杀型除草剂。能杀灭大部分禾本科及阔叶杂草。绿叶接触药液数小时后便开始

枯死。施药后 30 分... 

 

  功夫 

  杀虫剂 

  水乳剂时代 功夫再领先 

市场定位：追求速效的专业化种植者的理想选择。水乳剂功夫是由先正达公司生产的高品质，最新一代菊酯

类杀虫剂。与第二代菊酯类农药相比，它具有击倒快速、杀... ... 

 

  阿米西达 

  杀菌剂 

  启动全新病害管理方案，赢来产量与品质的提高. 

阿米西达是以源于蘑菇的天然抗菌素为模板，通过人工仿生合成的一种全新的病害管理产品。在过去短短的

5 年，已经成为全球病害管理的首选。目... . 

 

  世高 

  杀菌剂 

  理想的内吸治疗性杀菌剂 安全广谱 

跨世纪的广谱安全的内吸性杀菌剂。有效成份为苯醚甲环唑。世高通过抑制麦角缁醇的生物合成而干扰病菌

的正常生长，对植物病原菌的孢子形成有强烈的抑制作... 

 

  金都尔 

  杀菌剂 

  理想的内吸治疗性杀菌剂 安全广谱 

  跨世纪的广谱安全的内吸性杀菌剂。有效成份为苯醚甲环唑。世高通过抑制麦角缁醇的生物合成而干扰病菌

的正常生长，对植物病原菌的孢子形成有强烈的抑制作... 

1.5 先正达的社会责任 

    先正达一直致力与中国农业共同应对由产品质量和食品的安全供应所带来的挑战。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

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先正达可以帮助中国利用更少的土地为日益增加的人口提供品质上乘和安全可靠的食品。 

 

    1999 年，先正达与农业部合作成立了先正达农业科教及农村发展基金，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已为中国农业可持

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先正达还与农业部国家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积极投入农民培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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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数年以来，公司的培训人员遍布全国各地，深入田间地头，将培训与服务带给了 170 万农民。先正达始终将

安全、环保和职业准则放在首位，确保所有的生产企业都通过品质认证。保护环境不仅是先正达不断发展的强大

动力，更是先正达植根中国的美好夙愿。公司将不断努力，在为农民带去丰收的同时，也为他们留住富饶的土地

和清洁的河流。 

 

    先正达的责任不仅仅是高效、高标准地经营业务，还有一份企业社会责任，必须平衡在中国所取得的短期成

绩和长期发展承诺。先正达力争同中国各级政府机关和科研机构合作，将丰富的可持续农业解决方案带入中国，

造福亿万中国农民、合作伙伴和消费者。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先正达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先正达官方网站：http://www.syngenta-china.com/ 

第二章 先正达笔试资料 

2.1 2014 先正达 commercial 类网测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4291-1-1.html 

 

3 部分，时间十分十分十分紧.....分别是逻辑推理，数学，图形推理 

每部分都是 6 分钟，都有例题，但是正题会难得多....而且每一部分都是 16 题上下一题，前两 part 绝对是够时间

的。但是图形推理本人只做了 10 题....根本想不及，虽然和宝洁的图形推理的题库是一样的，但是别抱希望说可

以记得或者翻答案。时间真的来不及。 

 

2.2 关于网测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0865-1-1.html 

 

这次网测两个部分：英语语言能力测试和金融商业知识测试，全英文。 

英语语言部分个人觉得还在接受范围内，因为语言测试嘛，就这样。时间的话，还是比较充裕的。 

由于本人只学过 1 年金融，很多会计知识不够扎实，所以做专业知识测评还是很困难的。。。相信本来就是金融专

业的童鞋应该比我要好很多啊。。。 

其实我会比较 prefer shl 的题目，因为这个专业型不是很强，更多是考截取信息的能力，反应力。希望能进入二笔

哈。 

第一次发这种小提示，希望自己和大家都好运。  

2.3 笔试笔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69763-1-1.html 

刚刚做完笔试，总体感觉时间很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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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英文测试：先是阅读，然后完形填空，最后逻辑 

阅读和完型 大概就是六级水平或略高一点点 

逻辑就是纯 GMAT 题， 考过的同学有福了...(LZ 全给忘了...) 

 

第二部分，财务测试： 

考会计、统计和经济学（也是英文的....><） 

内容应该都是大家学过的，就是要看懂和想得起来那些知识，要不然也很赶的... 

 

总之，考砸了其实.... 

 

据说发帖攒 RP，so....find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and wish everybody good luck! 

2.4 2012 网上一笔和二笔，附题附经验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8705-1-1.html 

一笔： 

绝对是我做过最难的网测= =，尼玛会计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在我觉得自己绝对悲催的情况下还复制了题= =，各

位随意 

先正达 2012在线测试 financial 部分.doc  

 

 

二笔： 

SHL 的数学图表题，25min18 道题，时间松的不能再松，题库都不用做了= = 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ps 测试前左

上角语言选中文~ 

2.5 2013 FMP 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1620-1-1.html 

昨天晚上 11 点多做的，虽然做好了许多准备，但还是感觉悲剧。。。 

测试分两部分：英语和财务知识 

英语就是阅读、完形和逻辑。我逻辑做的真是差的不行。还没做完差一道。。  25 分钟 26 题，不知道大家

的速度如何？ 

财务测试： 

与其说是财务测试，还不如说是经济、金融、管理和会计综合。15 分钟 15 题，我是没做完，来不及。。  

经济的话是宏观；金融涉及的类似于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管理碰到的，恕我才疏学浅，碰到的理论没听学过；

财务的话偏向管理会计，也有审计的。 

总之做下来感觉很紧。在一开始，看到要求说要做的又快又准，不知道是不是和 KP 笔试一样，讲究的是准确率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8705-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c0NTF8ZTRjNTE2OGF8MTM2NzU1MDQ3NXw1NDM2MDkzfDE1Nzg3MDU%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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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不管怎样，期待好消息 

2.6 2013FMP 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0911-1-1.html 

祝好运 

 

 

先正达.gif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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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HL 笔经，另外赞先正达的 HR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2501-1-1.html 

刚刚做完 SHLtest, 

第一部分阅读理解 6 题+完形填空 15 题+逻辑 5 题，25 分钟，时间还算比较够，题目不难，但是完形填空有一点

tricky 的感觉~ 

第二部分财务题 15 题 15 分钟，考了财务管理、会计、经济学方面的知识，LZ 学金融的，感觉经济学的东西忘的

差不多了。。会计学得也不是很深入，不怎么会做~TAT 

 

在这里要赞一下 HR，之前因为不清楚 deadline 包不包括 22 号当天，发了封邮件问 HR（邮件里的地址，应该是

HR 吧。。。？） 

，很快回复了邮件，并且今天下午特地打了电话提醒我系统会在 12 点自动关闭，让我记得完成测试。非常感动，

这是网申以来碰到最认真负责的公司 HR，瞬间对公司印象大好！之前看到面经里很多人称赞先正达非常重视校

招重视应聘者，此事可见一斑了。 

 

祝大家好运！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25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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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午笔过的先正达 ot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2104-1-1.html 

总共 2 个部分，英文和 finance。。做的太赶，以至于忘了各个部分都多少题。反正英文是 1 篇阅读（6 小题），

1 篇完型填空（15 题左右吧 不记得了），还有 5-6 道逻辑题，逻辑都是一文一题的形式。finance 部分，总共 3 页

的样子吧，也是一个题干一个问题的形式。LZ 学的金融，考的 CPA 的会计财管和税法，这部分的题还是觉得有

不会的。有个什么 handy's four cultures，问题让选出不属于这个 XXculture 的一项，但候选项中有一个不是 culture，

LZ 就蒙的他了。还有一部分题类似于投资决策资本分析里的，跟 CPA 财管比较类似，但情景更简单（但因为是

英文，总体难度并不小）。时间实在不够截图，就写几点心得攒攒人品吧。。 

1）他们家的 OT 的系统计时只显示到分钟，要还剩 1min，就得赶紧了 

2）好像 guide 里说了不能修改答案，但 LZ 曾改过，估计 guide 的意思是选了“next”翻页后不能再倒回去修改。 

3）文章可能有生词，控制好查生词的数量，对于那些不影响阅读和答题的，就忽略了，关键的生词可以查查，但

得快 

4）碰到没听说过的东西，不要犹豫，果断百度之...能百度到当然好，要发现不好搜就跳过，不要太纠结。原则是

平均分配时间。 

2.9 新鲜笔筋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1688-1-1.html 

大一早起来做测试，因为看了前面同志的帖子，知道准备也没什么用，就直接做了。 

英语部分，就是逻辑题最难，同志们可以去看 GMAT 的逻辑题，4 年前被虐的不行，今天一样还是被虐。 

专业知识也是包括管理，宏观经济，会计，金融的知识，金融方面其实很少的。 

时间很紧不记得什么了，我就记得一个词汇 EOC（Economic order cost)，因为当时全是蒙的。。。。。。 

后面的同志加油啦！！！ 

2.10 2011 年财务管培生的网测 

刚做完今年先正达的网测，几天前就在论坛找资料看经验，只能说今年的变化很大，第一部分是逻辑推理，参考

公务员考试即可：数列推理，图形推理，应用题；财务部分：一点都不会，google 不出来。英语时间很紧，30 分

钟 30 道题，大概是 10 个阅读，每个阅读三个题，只要复习 BEC 问题就不大，词汇很简单，就是得保持清醒的头

脑和不乱的策略去答题，希望自己可以顺利通过吧 

2.11 网测财务培训生的笔经 

第一部分 逻辑题 40 分钟 25 题 分别是数字推理、图形、语言逻辑 

    基本上参照公务员的复习方法，其中九宫格的题型最好看成三组数找规律，效率会高些 

    总起来说时间够用 

第二部分 财务题 10 分钟 5 题 

    看到之前的笔经说是中级会计基础，楼主没考过会计所以没法印证~但总起来是基础的财务管理知识，对于专

业的选手应该不难 

    楼主非财务专业，故一片惨淡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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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英语题 30 分钟 30 题 

    开始觉得很简单，做得比较慢，还跟同学聊天，搬电脑换地方，浪费了不少时间，最后两题急急慌慌做完~

如果从头至尾踏实做下来，应该时间还是很够用的。形式方面，从备忘录，email，招标书各式各样，但总起来还

是实用性的文章，难度不是特别大~ 

 

小总结给以后测试的童鞋们，找个安静的环境测试，保证一气呵成，毕竟中间没有休息的时间~楼主点了下邮件里

的链接，下一眼就发现已经在计时了……汗……此处万分感谢校园网，每天都折磨我，今儿竟然挺顺畅…… 

大家都加油啊！跑路少少，offer 多多~~ 

2.12 新鲜的先正达笔经   

晚上接到的电话告知用户名，密码，就上去做了 

一共分为三部分： 

一、基础财会：就是些会计、经济学基础，学习过经济学或者有些许会计基础的人就能完成 

二、综合测试：10 道数列题，30 道行测题，10 道逻辑题，本人在数学题上耽误太久，结果逻辑题没有什么时间

了，差了很多没做:80)  

三、英语：40 道单选题，考些单词的区分和时态，10 道阅读理解，英语还是不难的，时间应该会比较富裕，本人

提前 20 分钟就交卷了 

就是纠结在综合了，告诫后来的童鞋们，一定不要在某道题上较真啊~~ 

都是大家笔试常见的题型，祝童鞋们好运啦！~ 

:110) 请多多顶贴啊，哈哈 

 

2.13 先正达财务管理培训生网测 

 

当时收到网测通知就赶紧上来搜，想了解一下网测的形式，内容什么的，可是没多少，就很没底的考去了。

现在做了给后人门留个笔经： 

我做的财务管理培训生的试卷，应为网上看别人说登陆问题，18：30 的考试，我的意见晚个两三分钟登陆，

以免系统发生登陆问题。 

时间来得及，别担心。 

两部分题，第一部分 性格测试 140 道题，中文，我没看到有选择语言的。就当你做心理测试呢，很简单，

选择题，问你喜欢看什么书，喜不喜欢做手工，修车啊 什么的。给了半小时，完全可以十几分钟做完。 

做完之后，点开第二份，四十分钟，时间还是挺紧的，先是逻辑题，比如数列啦，图形推理啦，不多六七道

的样子。然后是专业题吧，财务类的，给一个案例，图标，按要求求值，五选一。读懂题目，上学时学的那些公

式一定要记得，求这个率啊那个率啊， 我是蒙掉了，只记得有一道求盈亏平衡点的。大概三四道这样的题，但是

每个案例下面一般有三到四个小题。 

最后一部分英文阅读，根据问题选答案。 

 

然后考试就结束了，因为是分开的两个链接，总的时间肯定够，做完第一部分你吃个饭再来做都没问题， 但

是第二部分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祝大家好运。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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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关于管培网测  

之前查了下笔经，很少，有一个是说内容应该是性格测试和 numerical。。于是我在正式做之前还去做了下 KP 的题

练练手。。 

结果，完全没有性格测试的影子。。三部分，顺序随便，每部分一小时。分别是专业知识，逻辑推理，英语。另外

注意的是翻页了就不能翻回前面了，所以像时间比较充分的专业知识和英语还是慢慢来得好。此外，没有限制做

测试时不能用键盘，不能切换页面，这说明？嘿嘿~~大家心领神会下吧~ 

然后一一解说下。专业知识的话主要是财务管理和会计的，大致是会计中级职称考的难度，还有很多原题。另外

也有税务及管理方面的题目。要是相关专业或者参加过相关考试的话应该不会觉得难。我的话一开始做的快了，

有些不确定的本来打算记一下之后回去再做的，想不到翻页之后就不能回去了，小郁闷下。。反正第一页肯定就做

的不是太好了。。60 题 60 分钟，熟练的话半小时就能完成了。当然，我是不熟练的。。。 

逻辑推理是我感觉最难得，我没来得及做完。题型是行测里的数理逻辑和语言推理那种题。比如数列啊，应用题

啊，给段文字让你选说明了啥啊，什么能加强/削弱上述证明之类。我果然这类题练得太少。。完全来不及做有一

整页基本都是瞎选的。。今天工行面试碰到个交大的女生她说她最不慌就是行测了，因为数理题基本一眼就能看出

端倪。。咳。。她说是小时候受过专业奥数训练的结果。。咳。。这都是题外话了。。像大部分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还是

多做点练习吧，否则完全来不及的。60 分钟 60 题呢 

最后是英语，没记错的话是 40 道词汇和语法，以词汇居多，有很多词还真的挺搞的。。然后就是两篇阅读 10 道题，

共 50 道，时间绝对来得及，而且阅读文章或许不简单但题目不难，所以拿本字典也得好好做啊~~ 

最后如果被鄙视了估计就是死在数理那一块，咳。。。但是看在我今天那么认真参加了面试、笔试，写了面经、笔

经的份上，保佑我快点那个 offer 吧。。啊。。。god bless me!! 

2.15 凑热闹也来发下笔经  

这个考试对海归真是很不利啊，表示压力很大。 

英文里面考的词真是只有中国的CET6才会用的……不过跟大家一样提前 20分钟做完了，但一点优势也木有的说。 

然后就做综合了，看大家说是行测的类型？没怎么接触过，我只觉得跟小学的奥数题很像，枉自我六年级还得过

一等奖，现在反正是连蒙带猜的活回去了…… 

财务部分也是各位国内专业同学的天下啊，呵呵，不过时间蛮充裕的，不知道选对了没。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题目适合在备考公务员的财务专业的朋友做，尤其您老人家如果看过中级财会的职称考试，

绝对天下无敌。 

收到笔试通知才知道原来先正达这个项目那么牛，如果笔试挂了还真是有点遗憾呢，不过大概即使过了到面试问

专业问题，我这个海龟小呆瓜也反应不出来吧……大家加油！ 

第三章 先正达面试资料  

3.1  先正达技术岗面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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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393-1-1.html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技术岗面试就是问问关于一个问题...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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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问问关于一个问题大家的反应。6 个人或者 7 人一组，问题是由于公司的婴儿车出问题导致一婴儿摔伤，应

该如何处置，如何面对媒体。很紧张从来没面对过，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们一起的人都很沉默，估计是大家一

起出局 

面试官的问题： 

 

问问题是由于公司的婴儿车出问题导致一婴儿摔伤，应该如何处置，如何面对媒体 

 

 

3.2 助理研究员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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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392-1-1.html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面试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面试。 

 

面试过程：还在睡觉被电话吵醒，迷迷糊糊进行了电话面试，自我介绍，为什么报这个岗位等等，感觉比较简单，

但是自己准备不足。 

面试官的问题： 

 

问未来的职业规划。 

答 5 年主管。 

 

 

 

3.3 先正达物流专员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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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391-1-1.html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物流专员面试总共面了三次，第一面，第二面部门经理面试比较简单 

 

总共面了三次，第一面，第二面部门经理面试比较简单，主要问题集中在业务上，第三面总监面试，问了很多跟

业务无关的问题，全程给压力，有点困难。 

 

 

 

 

3.4 HR 助理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9 日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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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390-1-1.html 

HR 是个科班出身的人力资源专员，说话很实在也。 

 

网上看到有先正达在招聘六个月的职位，我就抱着试试的想法投了简历。很快就接到了猎头的电话，先是简单的

进行了英文的自我介绍，然后猎头就说会把我的简历推到公司，公司的 HR 的如果觉得合适会跟我再约时间。大

概等了有三四天的样子，猎头给我打电话跟我约了面试时间还有地点。因为是要在两个地方办公，所以就直接约

了两天的面试，一个是在国际远洋中心，一个是在昌平的生命科学园。整个面试过程很简单，就是问我为什么想

要选择做这个职业（我是应届生）。然后又问了我家住在那里，过来这里会不会不方便，跟我说这个职位是六个月

的，六个月之后有可能会被留下，也有可能不会留下。我就说好的，我知道。第一天的面试没有英文口语测试，

第二天有～～不过还 ok～面试过后一周，我就接到了猎头的电话，跟我说如果我愿意接受这个职位的话，就给我

发 offer 了，于是～我就进了先正达...... 

 

 

 

3.5 管培生面试在学校参加的校园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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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389-1-1.html 

在学校参加的校园招聘，也在网上投了简历，大概过了两三周之后接到了电话面试，当时有三个岗位方向：

销售、技术、营销，面试官会让你三选二，然后询问一些你的在校状况之类的，最后进行了一小段简短的英文对

话，电话面试就这么结束了。接下来又过了两周吧~接到网上测评的邮件，代表着顺利通过了电话面试。网上测

评分英文版和中文版，我选的是中文版……题目分两部分，性格和能力测试，没什么难度，自己怎么想的怎么选

就好了~~这一轮败了……没能闯进最后的终极面试~~ 

面试官的问题： 

 

问自我介绍，英文对话 

 

 

 

3.6 新鲜出炉的先正达面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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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388-1-1.html 

  先正达是我求职的第一家，通过两轮笔试，两轮面试，终于进入了将在 24 号开始的终面，这一路走来，感

慨良多。 

 

  按时间顺序来说吧 

 

  10 月 5 号， 在线投递简历 

 

  10 月 15 号， 接到在线笔试的通知，题很难，有很多逻辑推理题，一定要提前好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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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1 号， 接到进一步笔试的通知，基本上是典型的 shl 题型，之前要好好找题练一下，上手还是不难的，

也是在线完成。 

 

  10 月 28 号，接到第一轮面试的通知 

 

  11 月 3 号， 第一轮面试，单面，面我的是一个相当 nice 的 gg，总感觉和我年纪差不多，但是一说话就觉得

人家的阅历那不是一般的多啊，而且对公司各方面的业务，文化精通，给我普及了很多这个领域的知识，收获很

多。面试基本上都是英文，gg 的英文功底可见一斑，我听得很舒服，回答起来也自在了很多，主要还是针对简历

上的实习经历，校内外活动经历的考察，感觉先正达对英语要求还是很高的，庆幸自己看了不少美剧，看了 7，8

遍的 friends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哈哈，最后轮到我提问，gg 给我讲了他自己的求职路和为什么选择先正达，以

及先正达未来的发展重点。整体感觉气氛很和谐，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 

 

  因为说是当天给回复，回来之后一直比较担心，一直等到晚上 8 点多，觉得没戏了，这时突然来了电话，通

知我第二天去二面，当时那叫一个激动啊。 

 

  11 月 4 号，第二轮面试，单面，面我的是先正达一个部的 cfo，一个非常非常 nice 的 jj，刚开始我不知道是

cfo，但是在面试的过程中对我在实习中的财务方面的经历问的特别细，有的我说不出来的专业词汇，jj 脱口而出，

我就知道真的是来专家了，有点小紧张，但整个过程气氛还是相当融洽，不时的有笑声，面试的重点是我在写可

行性报告中的角色，如何做的财务分析和财务预测等等专业问题，最后基本上都答地比较成功。最后问了 jj 对我

表现的评价，总体感觉 jj 人特别好，非常诚恳，我问的问题都给了我最直接的回答，让我对先正达的文化也有了

一定的了解。 

 

  回来之后才想起来没有问下一轮面试是什么时候，打电话过去，人家已经飞回上海总部了。又过了几天，觉

得可能是自己的表现不是那么抢眼，毕竟只在北京招两个人，也许就到这了。 

 

  但是，在 11 号的时候，终于又收到了终面的通知，而且是要去上海的总部面，当时兴奋的不行。 

 

  现在要开始着手准备最后的挑战了，相信自己能有更好的表现，26 号回来再补面经吧。 

 

 

3.7 先正达 市场培训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783-1-1.html 

 

首先是网上笔试，主要是一些智能测试，过了一段时间，通知进行网上性格测试，通过后进行一对一面试，

是市场部经理面试，都是从简历上延伸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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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管理培训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907-1-1.html  

 

    在学校参加的校园招聘，也在网上投了简历，大概过了两三周之后接到了电话面试，当时有三个岗位方向：

销售、技术、营销，面试官会让你三选二，然后询问一些你的在校状况之类的，最后进行了一小段简短的英文对

话，电话面试就这么结束了。接下来又过了两周吧~接到网上测评的邮件，代表着顺利通过了电话面试。网上测

评分英文版和中文版，我选的是中文版……题目分两部分，性格和能力测试，没什么难度，自己怎么想的怎么选

就好了~~这一轮败了……没能闯进最后的终极面试~~ 

【转】 

 

3.9 销售培训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906-1-1.html  

 

    网申，IQ 和 EQ 测试，面试（电话或者去各办事处面试）IAssessment center（自我介绍，然后是 HR 和用人

部门的三对一面试，角色扮演，群面）。面试官会问你对先正达的了解，你选择来先正达的原因，为何选择该职

位，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你是否能接受经常出差，以及英语面试。 

【转】 

 

3.10 市场培训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905-1-1.html  

 

    通过短信通知，完成智力测试和性格测试后，进行一对一面试，市场部经理面试，都是从简历上延伸问一些

基本的问题，所学专业和获得技能，其他工作经历对未来工作有什么帮助。面试结束后，等待公司的反馈。 

【转】 

 

3.11HR 助理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903-1-1.html  

    网上看到有先正达在招聘六个月的职位，我就抱着试试的想法投了简历。很快就接到了猎头的电话，先是简

单的进行了英文的自我介绍，然后猎头就说会把我的简历推到公司，公司的 HR 的如果觉得合适会跟我再约时间。

大概等了有三四天的样子，猎头给我打电话跟我约了面试时间还有地点。因为是要在两个地方办公，所以就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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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了两天的面试，一个是在国际远洋中心，一个是在昌平的生命科学园。整个面试过程很简单，就是问我为什么

想要选择做这个职业（我是应届生）。然后又问了我家住在那里，过来这里会不会不方便，跟我说这个职位是六

个月的，六个月之后有可能会被留下，也有可能不会留下。我就说好的，我知道。第一天的面试没有英文口语测

试，第二天有～～不过还 ok～面试过后一周，我就接到了猎头的电话，跟我说如果我愿意接受这个职位的话，就

给我发 offer 了，于是～我就进了先正达..... 

【转】 

 

3.12 一面的同学过来交流一下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91742-1-1.html 

 

我被安排的是电话面试，marketing 方向的。问过她，有一半的人被安排为电话面试。 

 

面试形式一半中文一半英文，基本是根据你的简历发问。按照大礼包里面提到过的问题就好。 

 

英文还是要好好准备的。据说 5 月 7 号之前会 给通知。这是我的情况，不知道其他参加 FACE TO FACE 或者电面

的同学是怎样的情况呢？ 

 

3.13 浙江站先正达一面面经新鲜出炉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2923-1-1.html 

 

今天上午 9:30 开始面的，是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的辅导员之家，一个布置地非常温馨的地方。面试官一男一女，

都很年轻，也很 NICE。看之前的面经，感觉应该一直都是他俩在负责校招。面试是在不经意间就开始了的。闲聊

几句后开始了自我介绍。本来是三个人一组，2 对 3 伪群面，后来我们组的一个不知怎么的没来，就变成了 2 对

2，整个过程大概持续 1 个半小时左右。先是自我介绍，然后是根据简历提一些问题，很细致。本来是准备了很

多英文的回答的。后来面着面着 HR 开始用中文问问题了，所以也就用中文回答了。可能前面的英文面试主要还

是对你英语能力的一个初步考核吧。末了，可以像 HR 提一些问题。因为只有两个人，所以我们提问题的机会比

较多。大概提了 4、5 个的样子，回答地也很详细。最后 HR 又追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更想做销售方面的还是技

术方面的（本人植保本科），我回答希望做销售方面。 

总体感觉是，先正达是一个很务实的公司，不像某些公司打着校招的幌子来赚吆喝。某邦，我没有说你哈，对事

不对人是我的风格。  

先正达的员工真的真的很 NICE，只可惜今年没来浙大做宣讲，可能是浙大的经管类的学生更喜欢进金融行业吧，

而农学院的话又比较小。 

面试的话，有些问题回答地不是很好，没有突出我的能力。BUT ANYWAY，希望能去上海进行二面吧！ 

祝大家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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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FMP 一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98432-1-1.html 

 

FMP 一面，面试 40 分钟，问对方问题 15 分钟，全程英文，个别词语是普通话。 

 

一些 general behavioral questions，以及这些 questions 的 follow up。整个过程很轻松很随意，聊天类的~ 

1) why 先正达，以及一些 follow up questions……  要对自己选先正达原因中的 point 有深入了解。（引用 data 要慎

重） 

2) 实习最大的收获。会跟很多 scenario 类的问题，假如***不能按你所想的***，你会怎么应对***  （所以对实习

收获的总结也要比较深入, 此处大概 25 分钟 T.T) 

3) general...自己的缺点，5 年以后自己会怎样，怎样的外部环境会帮助你成功…… 

 

Be yourself... 这样才能着重突出自己的一两个特点，全程各种不同的问题和回答中不断 enhance, 比较 impressive。 

人要有 basic principle, 某些地方不要让步；也要 flexible，某些答案不要给得太满，否则太假。讲实话比较容易过

这种非 tech 的 interview. 

 

问对方问题也蛮重要的，尤其是其中追加的 follow up，以及对面官又抛回来的问题的回答。 

 

AC 12 月 3 号开始在上海，为期 2 天半，有新加坡和瑞士的人来，听说吃得不错也很好玩。 

 

Good luck. 

3.15 先正达 BJ 一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97633-1-1.html 

在坛子里一路泡过来，今天一面结束。发个新鲜的面筋吧... 

LZ 在融金中财面的，因为本身是中财的，酒店就在隔壁，很方便。面试官有俩，一个人力的，一个部门的。整个

面试先英后中，英文问了三四个问题后，开始改用中文了，最后用英文问了个问题。现在我还记得的问题如下： 

雷打不掉的 self introduction 

why this major? 

career goal? describe your role as a leader on campus.. 

why not financial market (LZ 学的金融，HR 一直在纠结我为啥不申券商投行啥的) 

biggest achievement on campus 

然后就是中文问题了： 

是否了解过财务岗位，怎么看待细碎重复的工作 

之前实习时对雇主最大的贡献 

最有意思的实习经历 

怎么看待海外轮岗 

last question: what is syngenta attractive to you 

好像就这些了，最后让我提问，我就问了几个常规的问题，FMP 的发展路线啊，具体轮岗安排的啥的，最后还问

了后续的招聘安排，说十二月的第一周会有 AC（AC 是终面），在上海（路费可报销~）。就这样，祝大家好运，

也希望自己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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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热腾腾的一面面筋~~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96840-1-1.html 

一直得益于论坛前人经验，今天写文回馈大家~~lz 第一次发帖，有任何不足之处欢迎拍砖 

今天早上 9:00 开始的面试，面试官是两人，全程英语 

面试问题主要围绕简历开展，这里是几个我还记得的问题： 

1. Self introduction 

2. 然后有问到为何选择现在就读的大学，what's the motivation  

3. Describe the biggest challenge when you first enrolled in the university? 

4. Describe your biggest achievement 

5. Do you prefer to work in a team or on your own? 

6. How you feel about the world wide rotaion and what is the drawback of the rotation to your personal development？ 

7. 接着就是让我局里描述简历里提到的活动 

大致上的问题就是这些，有些引申出来的细节问题记不清了，  

整个面试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出人意表的问题，仔细琢磨一下简历，好好准备英语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大家加油呀 也给自己攒点 RP 

3.17 一面面经 BJ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65774-1-1.html 

今天下午面了一面 

 

两轮笔试完 我本来以为也是海面 不过貌似就只有今天一天的单面 

 

初始问题基本是简历上的吧 

 

没有自我介绍，直接开始，具体面了多久倒是忘了。 

 

其中涉及到了一些问题  

为什么先正达  

为什么选择这个项目  

你实习里边最喜欢什么工作 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工作 

你觉得不同的国家轮岗有什么不同   

最不想去什么样的国家  

还有为什么选择现在这个学校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96840-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657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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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页 共 26 页 

你还投了什么还在面试  

剩下的就是有关于领导力的问题 主要从我的简历里边延伸出来的 

 

这基本就是我今天的面试了，结果会在下周早些时候出来。 

然后我特地问了一下 AC 的之后还会有单面，今年招的人数应该是三个人。所以，大家加油吧！ 

3.18 FT 面试归来  

还是跟大家汇报一下……貌似每次都是我激动的第一个发帖 

是一对一的单面，全英文的，后来转中文问了几个问题。问题就是如论坛上说的那种基本问题，各种为神马，为

什么这个专业为什么这个职位大学学了些啥全球轮岗你觉得怎么样啥的，没有出乎意料的问题。进去之前还有点

担心会被问专业问题，结果我的面试官完全没有问任何的专业问题，聊了差不多 40 分钟，差不多我都没话说了才

出来。 

对这个公司感觉很不错，很尊重人的感觉，而且脚踏实地的不搞海面海笔，希望能进下一轮吧。 

3.19 先正达面经 

今天刚在华中农业大学面的，没怎么做准备，表现也不是太好，感觉有些遗憾。我就把自己今天的感受与即

将面先正达的同学分享一下，希望对你们的面试有所帮助。 

今天总去华农面试的人不多，也就十几个，感觉他们很务实，是在招需要的人，这点让人很舒服，而不像有

些公司打着招聘的旗号做广告，拉个一两百人去群殴。 

总共两面，一面是人力资源部的 HR，很年轻的一位 MM,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大，说话很温柔；二面是研发中

心的 BOSS，年龄大约五十，以前曾在孟山都工作，说话很和蔼很随和，听口音像江浙一带的人。每个人每一面

都是 30 分钟，时间他们把握很好，感觉还是非常专业的。 

在 HR 面试时会给每个面试者打分，大概分了 4-5 项打分细则，具体考察那些方面就不是太清楚了。最开始

是中文讲，主要是一些常规问题，什么讲讲让你最兴奋最沮丧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做这份工作啦？没什么特别的。

最后面试时她问我自己对职业规划的看法、对公司的了解程度，还要用英文讲，我就挂了 遗憾。  

二面 Mr Zh 让我很放松的，主要是问专业方面的情况，你做哪些实验？就你讲的过程中提些小问题，一般不

是很难。最后十分钟也是要用英文对话，呜呜。。。。。可见先正达是多么注重英语了，希望即将面试的好好准备。

最搞笑的是 ZH BOSS 问我为什么愿意做转化时？我居然说我怕中毒，不想接触有毒、有挥发性、致癌的物质，我

得为我的家庭健康考虑，感觉这个回答太雷人了。 

       总体会是 

    一：表现自然，不会答也要微笑；二：诚实；三：好好准备英语。 

祝各位找工作的 xdjm! 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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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先正达面试经历 

  头回一天笔了两把，上午的先正达，早看过招聘广告，不过要邮寄就没投。早上一早做了实验赶过去，因为

人太少，宣讲竟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大家都是不怎么了解。但确实是个不错的公司，做农药的瑞士公司。中国

工厂设在南通和昆山。投了 chemical buyer，想起了当年的 FIAT。当下写单子，中午笔试。吃完饭还看了半天关

于采购包装之类的东西，杀过去才知道全是逻辑反应类的题目，我们这些非合成分析的没专业方面的考察，今明

两天也不会安排面试。听那意思，有信儿也得明年 1 月了。题目很简单，时间太充裕了，都是两个小时，半小时

左右完事儿，检查了一下，小学算术也错了两个，交卷走人。 

 

  下午的叶氏相比之下火爆多了，但说实话这个公司远不如先正达。但人家叫叶氏化工，学院里面上千的本科，

研究生杀过去那是相当壮观。我和陈伟过去已经晚了。包抄到远端的门，进去一看还有座位呢，坐下看，其实前

面空位不少，那么多人挤在门口站着真是理解不了，人笨还是要表示个诚意。光东张西望来着，就知道这是个广

东一带的化工公司，涂料为主业，做的还不错，叫做紫荆花，还是紫金花来着。知道希望实在渺茫，没太在意。 

 

  晚上回来还等着有个笔试通知什么的，突然想到好像是海笔，大家都去。赶紧问大蒙，问陈伟，果然。杀到

23 楼，看到沈芳芳，见面就说咱生化的还能找到工作吗…… 本来能力很强的一个人，换别的地方肯定挑单位了，

我想。我说，肯定能，确实，我坚信的。去了，教室里面熙熙攘攘没几个人。我坐下，桌子上有本书，是什么接

口的。管他呢，坐吧，反正待会儿考试他们都得走人。结果后面那哥们儿说，这里有人，给同学占的，一会儿有

考试。我心想，我就是来考试的！心里暗自奇怪，怎么学电子类的也来笔化工？ 

 

  两人觉得不对，说去楼上看看，听说楼上也有考场。上去一看，情况一样。出来我突然想起来，不对，是 24

楼。晕，不知道怎么晕晕乎乎出门就奔 23 了。沈说，不容易，俩人晕到一块儿来了。她说，人家跟她说得就是

24，是自己晕晕乎乎跑来的。我说，我还去听了半天呢！ 

 

  笔试前面是高分子类的，好像吧，反正多数我看不懂。蒙呗，然后就是一段翻译，那个还成，就是一两个专

业的名字不知道。剩下就是什么职业规划能给公司做什么。 

3.21 先正达一面面经 

    今天刚在华中农业大学面的，没怎么做准备，表现也不是太好，感觉有些遗憾。我就把自己今天的感受与即

将面先正达的同学分享一下，希望对你们的面试有所帮助。 

    今天总去华农面试的人不多，也就十几个，感觉他们很务实，是在招需要的人，这点让人很舒服，而不像有

些公司打着招聘的旗号做广告，拉个一两百人去群殴。 

    总共两面，一面是人力资源部的 HR，很年轻的一位 MM,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大，说话很温柔；二面是研发中

心的 BOSS，年龄大约五十，以前曾在孟山都工作，说话很和蔼很随和，听口音像江浙一带的人。每个人每一面

都是 30 分钟，时间他们把握很好，感觉还是非常专业的。 

    在 HR 面试时会给每个面试者打分，大概分了 4-5 项打分细则，具体考察那些方面就不是太清楚了。最开始

是中文讲，主要是一些常规问题，什么讲讲让你最兴奋最沮丧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做这份工作啦？没什么特别的。

最后面试时她问我自己对职业规划的看法、对公司的了解程度，还要用英文讲，我就挂了 遗憾。 

      二面 Mr Zh 让我很放松的，主要是问专业方面的情况，你做哪些实验？就你讲的过程中提些小问题，一般

不是很难。最后十分钟也是要用英文对话，呜呜。。。。。可见先正达是多么注重英语了，希望即将面试的好好准备。

最搞笑的是 ZH BOSS 问我为什么愿意做转化时？我居然说我怕中毒，不想接触有毒、有挥发性、致癌的物质，我

得为我的家庭健康考虑，感觉这个回答太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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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会是：一：表现自然，不会答也要微笑；二：诚实；三：好好准备英语。 

    祝各位找工作的 xdjm!   好运! 

3.22 先正达面经 

鉴于之前没有面经  我来补充一下   

 

今天上午 8 点半面的  一对一的面试  面我的 GG 很年轻，人特别好，  

感觉都比我大不了几岁。  

进去之后先是微笑的寒暄，让我放松。之后开始面试，全英文~~~  

 

之前准备的不是太好，但是搜集了先正达的许多资料，我是多么希望他能问一下关于公司的问题，那可是我精心

准备的啊。。。。。。但实际中几乎没问   

 

基本问题不外乎, 为什么选择 UIBE，为什么选择现在这个专业，在大学的学习让你懂得了什么（学业上的和其他

方面），为什么选择先正达，对管培项目有什么了解，有什么课外活动的经历，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  

最后的几个问题就是中文的了，感觉 能轻松点，问道 自己的职业定位是什么（将在企业工作与四大做比较），对

项目中的全球轮岗有什么要求和期待，还有就简历问了许多问题，个人感觉简历一定要真实，因为在我回答简历

上的奖项和实习经历的时候，GG 开始特别关注眼神... ...  

 

面试一共持续了半个小时，感觉时间 过得很快，气氛很轻松，但是最后到我提问的时候，居然忘了问对自己表现

的反馈，失败~~~~  

 

表现好的话，明天还有二面，期待中啊，煎熬~~~~~~  

 

祝接下来的 xdjm 好运，加油！！！ 

第四章 先正达综合求职经验 

4.1 加入先正达的成功故事 

  前天，领导通知说 19 日之前写好一个成功故事,交到办公室.想了几天,进入公司已有大半年,回顾一下这半年的

经历,发现最成功的故事莫过于在毕业之前成功地加入了先正达.能认识到这些好领导,好同事,我感到很幸运.虽然

现在的职位是处在跨国大公司最底层,业务员的工作也比较辛苦,但是我从没后悔过.因为这是我一直想做的，而我

的梦想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实现。第一天去面试时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感谢肖经理给了我这个机会! 

 

  呵呵,因为久不动笔,思路阻塞了不少.再说说成功之上的故事.因为还算不上特别成功,所以暂且低调点:>. 

 

  这是我跟一个大户推广阿米西达的曲折故事。 

 

  早在几年前，我就听说，兄弟村的一个大老板把我们村的近千亩地包了，种了很多南瓜，甘蔗，香蕉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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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发了大财，在坡顶上建了个塔楼，貌似长城的烽火台，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远远就能望到那个塔楼，甚是羡慕。 

 

  7 月份，是我开始工作的第二个月。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联系香蕉西瓜大户，推销阿米西达。当时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如何拿下这大片。。。 

 

  11 月 14 日，小莫、小李、黎以及我等一起去拜访梁老板，他对今年香蕉丰收在望很是满意。老板指着依然

很油绿的香蕉园很自豪地说，“你们阿米西达效果好啊！我今年第一次种香蕉就种出这样的水平是很理想的了。今

年通过在西瓜和香蕉上的试用，我已经认可了你们的阿米西达。明年我们会大量使用阿米西达，只要你们能送货

到基地。” 

4.2 说说农科类校园招聘情况 

  “走天涯、闯海角、切莫朝秦暮楚，下基层、干实事、决不挑肥拣瘦。”12 月 9 日，长江大学西校区图书馆

人声鼎沸，我校 07 年农科类招聘会在此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145 家中外企业将招聘 1500 余名应届本科毕业生。 

 

  农学植保类专业成了“香饽饽” 

 

  本场招聘会分为动科水产类、农学植保类、园林生科类和经管类四大部分，分别在图书馆北楼 1-4 楼大厅拉

开了阵地。在二楼的农学类招聘现场，35 家企业的招聘台挤满了整个大厅，大厅内人头攒动。我院今年有应届毕

业生 210 名，而整个招聘会却提供了 450 个有效岗位，其中不包括将要考研的学生。准备考研的植保专业柯仿刚

同学投了两份简历想证实一下自己的实力，结果两家单位都对他很看好。在今年 7 月份网上的调查资料显示，农

学类专业以 70%的高就业率居于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首位。党总支副书记白宗新道出了心中的喜悦：“每年的招

聘会在我们院都出现招不满的现象，今天的形式更是喜人。” 

 

  外省企业受热捧，本地学生享优先 

 

  在招聘现场，记者看到挂着外省牌子或是公司在大城市的企业明显要受欢迎的多，尤其是像先正达（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湖北中香米业有限公司等单位，面试官前的简历厚厚的一堆，长长的面试队伍被挤得弯曲如一条

龙尾。在重庆的一家德农正成种业有限公司前，一位植保专业的女生说：“重庆是我的家乡，来湖北学习四年了，

该学的知识也学了，我想在离家近点的地方工作，一来对家乡是一种回报，二来也可以与年迈的父母有个照应。”

拜耳公司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的招聘广告上特别注明，仙桃、荆门、潜江……等地学生优先考虑，据其招

聘负责人介绍说，他们这次主要招销售方面的人才，本地学生更有利于适应当地的环境，开展工作。 

 

  就业考研双管齐下，不拣工作捡经历 

 

  招聘过程中，很多学生只是来赚个求职经历，而并不打算立马工作。他们都是一些准备考研的学生，刚在先

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面试完的考研生万欢欢和记者侃到：“感觉还不错，我只是来试一下自己的实力，为以

后的找工作作准备，如果有待遇很好的工作，我会放弃考研的。”在现场，这样的学生很多，甚至一些低年级学生

也闻讯前来取经，有些还想在当地的单位寻找兼职，以求得实习经历。 

 

  据悉，本次校园招聘会是农科类专业近三年来最大的一次，共有 145 家单位前来为学生提供 1500 余个有效需

求岗位，包括正大集团、宜昌招商银行、和希望集团湖北分公司等知名企业，而在 2004 年来我校招聘的只有 40

家，2005 年也只有 70 家。学生事务处刘金科老师说，今年的招聘会取得如此规模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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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校成立以来，在社会上知名度逐年攀升，更多的大企业、大集团知道并了解长江大学；第二是学校和各院系

都非常重视学生就业问题，为学生搭好了一个良好的就业平台；第三是学生务实的学风、勤奋的态度、强劲的专

业知识得到了用人单位一致认可。 

4.3 参加先正达调研活动有感 

  前半段：营销调研。余姚行 

 

  十日。参加瑞士先正达（中国）的新产品发布浙江地区的调研活动，下午去公司参加了简单的培训。明天启

程。 

 

  十一日。早起。两组共九个人。跟公司市场部的领队一起到达慈溪周巷镇大光明酒店下榻。当天中午在付经

理的招待后，开始到余姚低塘镇进行第一天的调研活动。第一次深入农民的地里，去跟他们作直接的交流。因为

很多瓜农都是从台州温岭过来的，所以他们方言式的普通话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的障碍，反而有几分亲切。

农民的淳朴，农民的简单，让我们感触很深。由于瓜地面积广袤，要找一户农户，往往要走很远。而且很多瓜农

这个时候都深入田间工作，因此我们都必须一个大棚一个大棚的找，这个过程很有趣。第一天我们这组非常顺利，

提前完成了工作，回到酒店，各自都是疲惫的要死。晚上大家开始谈论白天工作中的趣事。记忆标签：金雷 fans。

西瓜西瓜西瓜。阿米西达。甲基托不津。极为重要滴。蔓枯病。红蜘蛛。谢谢谢谢。…… 

 

  十二日。第二天。继续早起。早餐出现了点小插曲。随后前往廊霞镇。由于积累了第一天的经验，今天的进

度比较顺利。虽然也遇到了诸多困难，走了很多路，但是基本上都一一克服。下午一点基本上完成所有任务。晚

上踏上回程。各自都带了个西瓜。嘿嘿 

 

  这次调研之行，难忘而充实。有些片段慢慢回味。 

 

  后半段：继续的生活 

 

  十五日。五一回来后，开始更为强烈的感到学习的紧迫感。但是还是会很多的会要开，还是会被很多繁事缠

身。我跟自己说，要调整，然后再出发。 

 

  十八日。晚上跟形象策划部、新闻中心几个干事一起把本届社团干部培训班的成果展做出来了。又是忙到晚

上十点多。最近的自己很少上网。打开电脑也只能在断网后这样随便写几个文字。记录一下细碎的生活。又是周

末，昨天做了自己的个人简历，明天打算去参加杭州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招聘推介会。 

 

十九日。去了大学生暑期实习招聘推介会。人多。这是最大的感受。其实自己中意的岗位不多，投了五份简

历。其中有个杭州大剧院策划文员感觉满有意向，但是竞争异常激烈。2 个名额，应聘的人却多如牛毛。让自己

感到压力，这样才能更好的向前努力。一直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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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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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