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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恒天然简介 

1.1 恒天然概况  

 

We're a global dairy nutrition company owned by 10,500 farmers and their families, united by a fundamental belief in the 

power of dairy to make a difference.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恒天然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恒天然官方网站： https://www.fonterra.com/nz/en.html 

 

 

第二章 面试+笔试资料 

2.1 实习生的面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784-1-1.html 

 

 

是通过应届生求职网上获得信息的，简历投出去没几天就受到了电话，是一个很有礼貌的 HR 姐姐打电话来，聊

的很开心，但是后来因为距离太远了，被婉言谢绝了。 

 

1.你的专业知识 

2.你的实习经历，校内校外参加的活动 

3.你的行动力如何 

4.你对我们公司是否了解 

 

 

2.2 恒天然管培申请经验（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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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9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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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去恒天然家 AC，前一天晚上联系到了一个已经入职的学姐，她跟我分享了一点她们当时校招时的，所以楼主

准备了下宝洁八大问，还了解了恒天然的 value（就是什么 Do What‘s right，听学姐说提到这个会加分，我在面

试的时候说这个时就看到面试官低头在写东西，也许是真的吧~）一整天，早上 8 点就要求到，这么冷的天要早

起简直是。。但是恒家是真爱，还是起吧~ 

 

到了那边总共 40 个人，被分到 4 个组，楼主在第三组，是 Finance & Government Relation。先是 ice-breaking，

大概半个小时，HR Head 来做简单的介绍，然后是我们和面试官们简单的见面。之后所有面试官被叫走培训去了，

而我们则坐在位置上享受美味的早餐，恒家给提供了丰富的早餐（当然都是用他们家原料生产的产品），还可以喝

牛奶，总之 HR 姐姐超好。不过知道马上有很紧张的面试也不怎么吃的下。 

今年的面试是承包给 CEB 做的，所以 case 什么都是那边提供。 

 

总共有三个环节，每个组内容一样但是时间错开： 

1.英文 presentation·（一个小时读 case，全英文，内容大概是关于一个叫 simple shot yoghurt【下面简称 simple】，

在印度兼并了一家酸奶厂开始生产，但销量不如新西兰好，提到原因是由于印度素食主义之类，然后给了印度的

人口增长图，给了 simple 过去三年的简单的利润表。  有三个人的邮件，提出了比如开家新厂直接投资，放弃校

园宣传活动，转换供应商等方式。然后你的角色是战略组成员，要决定 simple 在印度市场上的接下来的战略。  会

有一个 answer sheet 要填写，然后到各自的小房间里去面对两个面试官做 10 分钟的英文 pre，接下来 5 分钟是

面试官提问，楼主被问了好多。。大概是英语太渣说不清楚。但是楼主在做 pre 的时候用了白板，因为觉得说不清

楚至少写下来让面试官看清楚，但是大家要注意时间 ）  后来面试官还在问问题，带队小哥来找人了，说时间到

了，救楼主出去了。但是楼主觉得面试官对于楼主的英语能力那是一个呵呵呵呵呵呀~  大家记得准备 case 的时

候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要写 sheet 所以时间还是蛮紧的。 

 

2.group discussion： 15 分钟读，35 分钟讨论，15 分钟 pre。 case 的大概内容是，恒天然在印度（好像是）做

校园公益活动，已经做了两三年了，然后要大家在 pre 里陈述以下：1.对以往已做的活动做个总结回顾，评价价

值。2.新一年的活动目标；3.新一年活动具体的一些措施；4.要解决的问题；5.需要跟哪些 stakeholder 沟通。  然

后后面是往年活动的资料，包括各届有哪些活动，志愿者问题，参加活动的人数，参加活动的孩子的饮食改善情

况，参加活动的产品等等。case 比较长，12 页左右（但是后面 6 页基本上是一页一张图所以不用慌哈），全英文，

15 分钟我是没看完，在讨论的时候讨论到哪点再看。觉得整组还挺和谐的，有个女生当 leader 和 timer，组织

我们一个一个问题讨论下来，有什么观点就说，基本上大家说的都蛮平均。最后做 pre，5 个人说的，maneger

说中英文不限，我们说好的中文，第一个人开口说了英文下面呵呵就全英文了，只说了 10 分钟，后来没说的两

个人做了补充，基本上很和谐。 

 

3.panel interview：跟上午 pre 的那两个面试官进行一小时的面试（起码一半以上是英文），主要就是宝洁八大问，

大家好好准备，多准备点实例就好了。楼主说的时候说自己喜欢旅游，经理还跟楼主说那要趁下面这学期好好出

去，工作以后就没时间了~ 感觉这轮楼主把握的还不错，面试官至少不像早上那样对楼主的口语苦大仇深了~ 

 

整个感觉很 nice 吧，最后还有 welfare 包，牛奶和小本子（我才不会说还有一个长得不像牛的娃娃和中老年奶粉）。

环境很高霸上，完全抵得上楼主以前在某高冷外资行实习时候的环境。人也很 nice，听学姐说还是比较喜欢稳重

的，不喜欢太 agressive 的。希望能够拿到 offer 吧~~ 恒家是一个 B2C 还不是很强的快消公司，所以没有 U，P，

M 那么火，但是最近也在做她的三款产品了，楼主看视频的时候都看到她家的牛奶广告了。。 

 

OK，面经不全楼主来补补，希望能够攒人品，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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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恒天然 20141203AC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5611-1-1.html 

 

 

 楼主之前对恒天然不是很了解，这次恒天然大方地为外地童鞋提供了来回高铁机票，以及面试前一晚的 5 星级酒

店（老酒店）让我对他好感度又提高了一格。 

   面试大概 8 点半签到吧，然后是人力的 manager 以及恒天然在中国的 VP 致发言词。把参加面试的童鞋分成了

四组，sales 一组，marketing 一组，hr&sc 一组，还有一组是 GR 和？？ 

   然后就开始一天的面试了，每组的顺序不一样。我们组诗上午 2V1 的单面，有些人的面试官有老外，所以英文

全程，楼主就遇到的是中国人，而且还很幸运是中文全程。问的就是一些关于实习的问题，描述一个情景你曾经

给别人承诺然后尽力去做到，描述一个情景你面临一个信息不完备的情况如何顺利达成目标，还有一些小问题你

家是哪儿的啊，能不能在上海长期发展啊。 

   然后就是群面，讨论的材料是要准备一个非营利的活动，对之前的回顾，以及对下一届的整体策划。据说这个

是恒天然在新西兰发生的真实案例。 

   接下来就是 LEARNING 环节，是由之前的 MT 给我们介绍工作体会，感觉恒天然还是个蛮人性化，比较自由，

压力又不是很大的外企。 

   下午呢我们就是阅读一个材料，恒天然准备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展业务，要你设计市场战略，案例英文，答题卡

英文，最后还有个 15 分钟的展示也是全英文，楼主觉得做得最差的一块就是这个了，提醒大家在看材料的时候

多用数据记录，数据总结，市场战略就参考什么 4p，cost leadeship.focuse on，什么波士顿战略这些，平时一定

要多练英文口语。 

  反正楼主就感觉恒天然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公司，在公司发展的机会还是很多。希望下一届的小朋友们好好发挥

罗。 

 

 

2.4 恒天然 AC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5589-1-1.html 

 

 

12.2 日恒天然 AC 面，不得不说，恒天然还是很豪爽的，为外地来的的同学订好车票，提前一天入住五星级大酒

店。第二天由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去恒天然的办公室，果然又是高大上的办公楼。 

进来之后，由 HR 介绍今天的基本流程 

1.破冰活动+面试官几本了解 

2.面试（案例分析+群面+单面）全程英文为主，如果碰到外国人，那就全英文了。 

3.上届 MT 分享会，听着分享会，真的很喜欢这家企业，喜欢这里的工作。 

面试整体感觉下来，觉得自己还是弱爆了，英文说着说着就实在说不下去了，后来切换到中文了，哎，英语是硬

伤（PS：以后想进外企的师弟师妹们，趁还有时间，抓紧多练练英语吧），面试官问的问题也确实很有挑战性，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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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虐的不知道怎么说了。 

 

哎，我之前也面了一些快消，但是都陆续挂了，知道自己的能力确实还有待提高，感觉今年快消的大环境不太好，

专业内很多人都转行了，只有我依然坚守着我的快消梦。这是一个神奇的网址，希望最喜欢的 Fonterra 能还我一

个快消梦，谢谢！ 

 

 

2.5 MKT MT 电面~~~好喜欢 Fonterra！！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7435-1-1.html 

 

恒天然的 HR 姐姐们超级好相信大家都资道><!!!!!专门打电话提醒做网申这种事不要太暖心哦！！楼主其实在网申

截止前，10 月中就收到过一次电面，当时的 HR 姐姐听话唠的我讲了快一个小时 TAT。。而且还会各种互动让你感

觉她有在认真听！（各位不要担心，那次电面不是正常流程，那个职位 pending 不招啦~）今天又收到了正常的

mkt MT 电面！！这次的姐姐也好到内牛。。不要太温柔噢 TAT。。大概也是 1 个小时。。楼主话好像太多= =！！言

归正传分享下电面问题攒人品！！求过求接下来的 OPQ 测试然后求 AC 求进 Fonterra= =！（忽略楼主脑残粉

） 

时间大概就是 30 分钟到 1 小时，中英文都有，各种切换。 

1. Self Description/英文 

2. Why did you choose the majors you have studied, both UG and PG/英文 

3. 超出自己预期，完成了某个较高的目标，举例说明/中文（不是记得很清楚了。。） 

4. An experience when you had to give up and move on/英文 

5. An experience when you tried your best whilst still failed,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it?/英文 

6. 举例说明，当你和别人有冲突时，你这么处理的/中文 

7. 如果做了 MKT，你觉得你会碰到什么样的挑战/中文 

 

8. 我有什么问题要问咩？然后楼主确认了下之后的流程~~如果电面通过了会收到 OPQ 测试，过了的话在 11 月

底 12 月初会有 AC~~ 

 

就酱><！！和 HR 姐姐反正聊得就是很开心 TAT。。。。祝自己和各位好运~~~~  

 

 

2.6 恒天然电面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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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7368-1-1.html 

 

 

这个论坛总感觉冷冷清清的，我来发了热乎乎的帖子吧。 申请了 Fonterra 家的管培，收到电话面试，感觉自己

英语说得不是很好还很紧张，所以真没什么底。问了一些，自我介绍，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你未来入职后会遇

到什么挑战，举个例子说明你是怎么帮助朋友解决问题的，说个你意想不到的收货，说个你有领导力的例子，你

以后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HR 姐姐真的好温柔，对 lz 特别好，对于英文问题还告诉说没听懂可以让她再复述，每次楼主回答完问题都会说“好

的我了解了”这样，让人心里很有安慰感。 

 

Fon 家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家，用了好多黄油做 bakery 呢！！上次家里没有了还专门到超市找了 anchor 的黄油合照，

给下一轮的机会吧，爱你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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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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版，2020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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