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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赢创集团简介 

1.1 赢创集团概况  

赢创工业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特种化工企业之一。取得盈利性增长，并不断提升企业价值是赢创的核心战

略。赢创 80%的销售额都来源于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业务，我们还将在未来进一步拓展这些业务。赢创的业务专

注于全球发展大趋势，即健康、 营养、资源效率和全球化。 

2013 财年，赢创的 33,000 多名员工创造了约 129 亿欧元的销售额，营业利润（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达

20 亿欧元。超过 70%的销售额来自德国本土之外，这一点印证了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 

赢创（EVONIK）目前在大中华区主要致力于化工业务。2002 年 11 月在北京成立的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作为集团在华业务的母公司，为赢创在中国的盈利性增长提供了资源和竞争优势。此外，EVONIK-大

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赵允哲博士透露，从 2002 年底至今，对赢创在大中华区的业务版图进行了系统性地扩张。今天，

赢创的化工业务在大中华区已经拥有了19家企业和15个生产基地。2008财年, 赢创在大中华区的员工数达到4000

名，销售额超过 8.2 亿欧元。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赢创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官方网站：http://corporate.evonik.cn  

 

1.2 赢创集团发展历程  

- 雄踞化学工业 150 余年 

1843 – 1873 从冶金专向化工 

赢创的前身是由多家公司合并而成。其中一家是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贵金属提炼公司 (成立于 1843

年)Aktiengesellschaft Deutsche Gold- und Silber-Scheideanstalt vormals Roessler 剥离出来，即众所周知的德固赛

（Degussa）。德固赛成立于 1873 年，之后迅速发展成为一家大型跨国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其业务重心从冶金

转向化工。 [2]  

1873 - 1999 成立高性能化学品部门 

赫斯（Hüls）集团在 20 世纪 80 年代并购了罗姆(Röhm)有限公司，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并购了 ChemischeFabrik 

Stockhausen 有限公司之后，其后再与德固赛集团合并，成立了德固赛-赫斯（Degussa-Hüls）集团。 

高施密特（Goldschmidt） 集团并入斯卡维(SKW Trostberg)集团，成为集团旗下的高性能化学品部门。 

1999 - 2001 业务转向特种化学品 

德固赛-赫斯（Degussa-Hüls）集团与斯卡维(SKW Trostberg)集团合并，组建了新的德固赛集团，总部设在杜

塞尔多夫。“新”德固赛集团汇集了其前公司的各项优势，成立后即开始将业务转向特种化学品。 

2003 - 2006 赢创工业集团正式成立 

2003 年至 2006 年间，总部位于埃森的鲁尔(RAG)集团并购了德固赛集团，德固赛成为赢创工业集团（前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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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G Beteiligungs-AG）旗下的化学品业务部门。 

2006 - 2007 专注于特种化工业务 

2007 年，鲁尔集团一分为二：总部设在德国赫恩（Herne）的鲁尔股份公司负责硬煤开采及加工业务，而总

部设在德国埃森的赢创工业集团则专注于特种化工业务。这两家公司的唯一股东均为鲁尔基金会，新架构考虑到

了两家公司的具体业务运作和市场前景。时至今日，赢创已成为全球领先的特种化工企业之一。 

第二章 赢创笔试面试资料 

2.1 赢创，一路相随，从校园宣讲到 offer 等待！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4476-1-1.html  

 

今天是赢创 offer 通知的 deadline，等待确实很难熬，借此写一下一路面试赢创到现在的历程吧，攒点人品，也真

的十分感谢应届生这个优秀的平台，给予了我很多帮助！ 

本人分析化学女硕一枚，本科中部地区 211 应用化学，硕士华东某 985 师范高校非师范生，虽然听起来 211,985

的背景，但在上海这个高校云集的地方，背景并没有多大优势，尤其硕士学校是师范类院校，对于公司求职并没

有太多竞争力。所以一路都是夹缝当中求生存。好了，继续回到赢创面试的话题~ 

10 月初（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天），参加了赢创在上海交大宣讲会。我很清楚，如果不拿赢创面试直通卡，我很有

可能简历都过不了。当时是有个反面 CEO 的机会。我举手抓住了最后一个名额，上台反面了他们德国大佬，当时

也真是勇气可嘉，拿到了直通卡！ 

10 月 22 日，第一轮面试，1V1，时长约 10min。当时投了两个志愿，在面试向面试官表明心意，我更想去销售

与市场管培，面试官很友好地帮我改了。面试一半中文一半英文吧，但是会来回切换语言状态。因为没有什么实

习经验，主要问得是一些看法，还有宝洁八大问的一些问题，比如：我最引以为豪的例子、有没有团队合作的例

子。以及怎么说服他人等。 

10 月 26 日，第二轮群面，市场约 50min。当时我们一组一共有 6 个人，4 男两女，都是硕士。4 个是华理的，1

个是交大海归硕士。两名面试官。主要是案例分析，大致是公司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怎么处理。讨论很和谐，

大家都很有想法。我可能主要是提出了市场调查等一些看法，大家都很赞同。最后 presentation 是全英文，我们

选择了每人讲 3min 左右。楼主自认为英语口语还 OK，在 presentation 的过程中台风很好。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进

了终面。也算是给我的生日礼物吧，因为正好这天生日 

11 月 4 日，进入笔试。就是一般的网测，有性格测试、逻辑、数字、图形等，感觉难度还好，不是很大。 

11 月 14 日，终面第一轮。网测通过后进入终面，1V1，时长约 40min。面试官超级 nice，主要是就简历和过去

的一些经历细节提问，还有领导力、最大的挑战、有没有遇到最难处理的人际关系等，其实我觉得这轮表现算一

般，其实从面试官身上也学习到了很多，谢谢 nice 的面试官！ 

11 月 24 日，终面第二轮，1V2，时长约 45min。这轮真的可以用压力山大形容，面试官一位是华东区销售总监，

一位是大中华区销售总监。感觉有点压力面，英文自我介绍，其他中文。全程抛开简历提问，回答的过程中会偶

尔打断，会挑战我的回答，要求再讲一个或者否定。但是真的服气，大佬就是大佬，建议诚实回答，不要忽悠或

者耍小聪明，你是驴子是马，人家一眼能看出来，也要谢谢这两位面试官，虽然很有压力，但是我觉得每一次面

试都有所成长，有所感悟。 

终面过去一个星期了，今天是给通知的最后期限。真的希望能够加入赢创，这一路面试走来，感觉赢创虽然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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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长，但是每一轮面试时间安排得很好，不会拖延，很有条理，点赞！希望能人品爆发吧，感觉面试我也是尽

力了，每次都好好准备并且诚意满满！希望努力能有所回报吧！ 

2.2 赢创三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7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6556-1-1.html  

 

今天完成了赢创的三面。感觉也完成了整个赢创之旅。有好多话要说，所以过来发一发牢骚。 

楼主南京的学生，每次面试都屁颠屁颠的跑到上海来，那条路我现在蒙着眼睛都能知道怎么走了。唉，但是感觉

今天是最后一次走了。 

一面是简单的结构化面试，会问几个英文的问题。 

二面是小组 case 面，这里挺感谢赢创的，居然让我过了。楼主一组里面有两个海归。整个过程楼主也没出太大贡

献，只是最后 presentation 的时候说了一段。结果居然过了，很神奇。不过为了二面我也推到了拜耳的群面。 

三面还是结构化面试，一个技术经理一个 HR。整体感觉 HR 全程很浮夸。让我英文介绍，我介绍完了，居然说我

时间太长。我面到现在从来没有哪个 HR 说我自我介绍太多，这真是第一次，还说我你是不是背的自我介绍，有

点笑话了！楼楼面了这么多，好多都是英语直接交流的，居然说我是在背自我介绍！这点就让我感觉我被轻蔑了！！

面试的全程那个 HR 一直在忙着敲电脑，没我鸟我。只有技术经理问我问题。技术经理人还是很好的，很善意，

有个问题我没回答好，估计会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待我面完，那个 HR 又说我就不送你了，我也比较忙。听到

这，我又有点不爽了。我压根就没准备让她送，她这么说意思就是压根没工夫鸟你，这个面试过程她也是这么表

现的！！！让我很气愤，觉得怪怪的，为了今天面赢创我已经推了一个能稳进的面试！！！整个过程中给我的感

觉就是她很不尊重人，很忙的样子，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比较奇葩。 

现在心里面也是怪怪的！主要还是归结于今天的面试体验感太差了！心里不是滋味！ 

祝各位好运，也祝自己好运！ 

 

2.3 赢创一面+二面+OT 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2437-1-1.html  

 

【背景】 

楼主投递的职位是技术培训生&应用技术培训生，10 月初网申，10.17 收到了一面邀请，选择了 10.22 在赢创的

莘庄园区参加一面。一面的时间选择是在微信上进行预约，可以自己在两天中做选择并选择自己合适的具体时间，

这样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小小感动。 

10.22 中午来到赢创莘庄园区，在校园大使的带领下来到了面试的办公室，当时面试官们正在讨论午饭订 kfc 什

么的，哈哈哈也是辛苦各位面试官了。 

给我面试的是一个非常和善的小哥，因为我到的早，就在沙发上坐着等，他很 nice 的给了我一杯温水喝还问我要

不要提前开始。看到这么 nice 的面试官我的紧张情绪就基本消散了~ 

 

【一面的具体问题】 

首先是常规的自我介绍，然后再根据简历里的经历有一些深入的提问，楼主被问了学生会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

各方面。小哥明确表示喜欢“听故事”，说白了就是希望了解在简历上无法说明的细节，以证明你是真正参与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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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活动，并且真正有所收获。对此楼主的经验就是要深挖自己的经历，空口无凭，准备好例子才能说服人呀。 

然后问到了关于毕设的问题，楼主就简单介绍了一下。小哥跟我方向接近所以应该听得比较明白。 

楼主被问到的唯一一个英语问题：“为什么选择赢创”。但其实这不是面试流程里的唯一一个英语问题，而是楼主

自己实在是太话痨了，话题一扯开就把后续的“你认为自己的优势”等问题也给说完了…小哥当时问我“你是不是已

经知道我要问的问题了”……哈哈小小尴尬，提醒自己以后不能这么啰嗦了 orz 

结尾的时候小哥还问了我一些关于岗位选择、工作地点、调剂等方面的问题。并问我有什么问题问他，我稍微深

入问了一些岗位职责、轮岗的问题。 

 

【后续】 

22 号周日参加的一面，晚上回到杭州开心的去吃了一顿肉蟹煲，然后 23 日周一中午就收到了一面通过的通知，

邀请 27 日上午参加群面。 

不知道现在一面全部结束了没，如果后面还有一面的同学希望这个帖子能给你们一些 idea。总之就是真的不要有

压力，整个公司氛围、面试官态度都很轻松，大胆展现你自己的优势就好了！ 

顺便给自己明天的群面攒个人品，希望一切顺利！！！ 

 

2.4 德固赛网络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64-1-1.html 

一开始出现的题目应该是所谓的性格测试或工作能力倾向测试，就是假设你身处一个个工作场景，你的部下或同

事出现一个个 tough 的问题要你解决，你将会采取什么办法处理，反正就自己选择自己的咯。 

轻松了没几题，bt 的题目就开始一一闪现，中英文都有，无非也是什么逻辑判断，智力题，计算题，看图题。比

如一上来就是一个数列，弄得跟公务员一样，faint。 

有一道题说 ABC 三个清洁女工一起打扫一间房子一共要 9 天，然后 C 可以得到 9 元，但是 C 怀孕了，所以工作

就只能由 AB 两个人完成，A 打扫了 5 天，B 打扫了 4 天，然后 C 把 9 元钱交给 AB 两人，问这 9 元应该在 AB 两

人间如何分配。 

还有什么列出 7，8 个人对星期几的不同判断，说只有其中一个人说的话是真的，问今天到底是星期几。类似的

还有什么告诉 A 一部分信息再告诉 B 一部分信息，A 说不知道 B 也说不知道但马上 A 说知道 B 也说知道，然后要

你判断这个所指的是什么。 

再有类出一个加法竖式，但里面的数字都被相应的字母取代了，让你分析究竟什么字母代表什么数字，然后把这

些字母加总算和是多少。 

好吧，bt 的看图题，一堆乱七八糟的线段纵横交错，问你一共有几条；物理的力臂力矩问题；还有把一堵墙中间

破坏 n 块，然后问缺失的砖块是多少。难度倒不大，考验你视力的时候到了。我只是觉得那块液晶屏都快要被我

戳坏了，积攒 rp 啊。 

反正一道道做过去，完成了客观题，那道号称只能逐字输入不能复制粘贴的主观题来了，大意是如果你是一个市

长，你们城市承办了夏季奥运会，然后你将采取什么方案措施保障奥运会 held smoothly and successfully. 好吧，

我当机立断马上搜索奥运会官方网站，好像其他人也是这个反应。哈哈，他们说官网网管一定很纳闷，为什么一

瞬间，关心国家奥运工作的人数会以几何倍数的访问量递增。 

然后然后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还可以顺便借网吧的速度玩玩久违的游戏，嗯嗯，在疯狂 PK 劲乐团两小时后，我

现在打字时手指还处在抽筋状况中。呵呵，友情 tips 就是遇到网上测试，千万不能依靠学校的网络，多跑跑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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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吧做的舒服也安心些，尤其是当面对的屏幕不是你自己心爱的本本上时，你数东西的速度和正确率将会大大提

高（好吧，我承认我错了，不过我绝对还是小心翼翼的，哈哈） 

 

 

2.5 赢创德固赛 销售市场管培生(上海)网申+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58-1-1.html 

网申，校园宣讲会，结束后投递纸质简历，过了，第二天校内一面。主要考察英语口语能力，自我介绍英语，聊

天……。大概 20 天后通知一面过了，去上海群面。群面表现很糟糕，商业案例分析。中文讨论 30min，英语陈述

观点。我甚至连英语的案例都没太看懂，观点不足，傻脸。英语一张嘴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感觉我 ruin my 

interview and lose the precious opportunity 不开心 加油啊 

面试官提的问题：劝别人的例子，怎么销售给人家东西，熟悉自己简历上的东西。有没有什么要问面试官的问题？

对宣讲会哪个环节最感兴趣？ 

 

 

 

2.6 赢创德固赛技术培训生(上海)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56-1-1.html 

直接和负责面试的人一对一聊天，全程大概 30min，前面用中文大概 15min，主要聊一下个人经历，之后突然改

英文聊了 10 几分钟，介绍研究生毕业课题，最后中文小聊收尾。 

1.谈谈你的教育经历？ 

2.你有过什么项目研究经验？ 

3.你对赢创有一些什么了解？ 

4.你的研究生毕业课题是做什么的？过程中有哪些困难与收获？ 

 

 

 

2.7 赢创技术类管理培训生面试先单面后群面，再网上测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54-1-1.html 

先单面后群面，再网上测试。单面问题比较简单，例如为何选择这个岗位，自己有何优势，五年的职业规划等。

单面前面问题都是中文，比较简单，后面的规划要求用英文，比较突然。 

面试官的问题：问五年的职业规划等。 

要求用英文回答，分阶段进行，前两年培训，轮岗，后三年再分段，每段总结，适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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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赢创面试出乎意料与情理之中。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53-1-1.html 

一面是单面，在学校面的，HR 很随和，提早半个小时去的，让在门外等，结果等到两点，说要换面试官，让我继

续等，结果打电话给要换班的 HR，还没到，就接着开始面了，只面了 10min 中就结束了，英文自我介绍，加一

个中文问题，及自己想问哪些问题。基本没难度，也没怎么刷人。 

 

 

 

2.9 赢创德固赛技术类管理培训生面试面试流程比较专业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52-1-1.html 

面试流程很多，一轮单面，一轮群面，一轮部门经理面，可能还有 VP 终面。公司环境不错，面试也比较专业，

最后的终面会安排几次，见不同的部门经理。总的来说，就是招的人极少，可能全球技术培训生就 2 名，所以大

多数人其实还是陪跑的，虽然浪费了很多时间，最后也没有拿到 OFFER，还是收获了不少经验。比较遗憾的是，

HR 说一周内通知结果，最后没有任何消息，发邮件也没有回复，给人感觉不是很好。 

 

 

 

2.10 赢创德固赛非技术类管理培训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51-1-1.html 

 

第一轮面试，是在各个学校里面进行的，有点海选的感觉，面试官应该是 HR 和一些新入职的员工进行的，主要

针对简历进行 1v1 面试，但也包括英语口语测试，相对感觉比较简单。 

第二轮面试，是群面。在公司进行的。感觉公司氛围相对比较人性化一点，是个好公司。面试官是 HR 和业务部

门的领导。 

第三轮面试，是单面，同样是 HR 和业务部门的领导甚至主管、总监。主要针对未来岗位的需求和个人简历进行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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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技术培训生初面+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49-1-1.html 

在 5 月份的时候报名参加赢创的赢家俱乐部，过程包括以下三部分：投递简历，电话面试（中文+英文），现场面

试（我分到的面试官是赢创的 HR 主管，先是英文自我介绍，为什么想来赢创，接下来是中文问题，都是简历常

规面，但是面试官会一直深入挖掘，问得很细，有点下压力。当时没有认真准备简历，虽然说想做技术，但是在

简历上并没有突出自己的学习，科研项目经历，这点被 HR 揪着问了好久，问说你的优势在哪儿，比别人强的地

方是什么，要求举例说明）回答得不算好，最后还是过了。 

成为俱乐部成员就可以在校招是免初面，初面是一对一单面，面试官是前几期的培训生，人很好，面试过程也很

和谐。 

初面之后是群面，六个人一组，给一个案例，公司要扩张全球业务，要求列出五大策略，15 分钟读题，30 分钟

中文讨论，15 分钟英文展示及问答。因为案例太大，面试过程大家都比较拘谨，说的也很空，没有激烈的讨论。

自己英语不太好，也不擅长总结，从来不做最终陈述的人，但是讨论过程会积极提意见和想法。 

上午群面，晚上就收到终面通知，但是有事没协调开，最终错过 cry，cry，cry 

 

 

 

2.12 赢创一面技术管培生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48-1-1.html 

HR 很 nice,我的学校不好，误打误撞进去了，抱着面不上的心态去面，所以还蛮轻松。没有太大的压力。先是英

文自我介绍，挺紧张的，不过还是说完了，接着就是简历上的一些问题了。都仔细的回答了。 

面试官的问题：如何带领一个团队 

答负责人要做好协调工作。teamwork 非常重要 

 

 

 

2.13 赢创 sales 一面+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41-1-1.html 

赢创二面。一面是和 hr 单独聊，问一些基本的 behavior 的问题。二面是群面 case，case 本身难度不大，同伴们

都非常优秀，感觉大家对 case 的理解都比较有条理，团队配合也很关键。可惜没有通过群面，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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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em 主管岗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9000-1-1.html 

来面试我的 2 个人，一个 HR 就是电话我来面试的，另一个就是 SEM 负责人。先是自我介绍。接着就是问你工作

内容，离职原因，这是 HR 问的，技术方面有 SEM 负责人问，账户如何搭建策略，负责哪些问题等专业问题，二

人各问问题，挺专业，但是这个问，那个问觉得有点不自然。 

她们只是问了一些基础类的问题。没有深入了解我意思，原本想给 SEM 负责人我的方案的时候，她回答道：你前

面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你的思路了，我顿时以为她已经挺欣赏我的，我说好的，HR 突然就说，你的情况我们

了解了，如果觉得可以，我们会在一周内通知你复试，会发送到你的邮箱。 

我顿时炸了。只了解一些基础，还有其他没了解到位这么结束了？我当时傻眼了几秒。但还是要面对现实，起立

和她们分别握手道别。 

总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后再做决定也是对应聘者大老远跑过来面试的一种安慰。 

 

 

 

2.15 生产运营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99-1-1.html 

第一轮单面，先英文后中文，主要对简历进行提问。  

第二轮群面，英文 case，中文讨论半小时，最后英文 Pre.  

后面还有两轮。 

 

 

2.16 应用技术培训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98-1-1.html 

一面，HR1 对 1，主要是英语，先是英语问题 self-introduce and why you chose your university,然后是就简历上

问题问了下，英语程度，六级分数，之后有没有继续学习等，以及 leader and coodinator 

 

 

 

2.17 培训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9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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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自我介绍，然后问技术相关的工作，他们是 HR 电话了解基本情况，之后约定时间进行面谈，主要也就是对

简历上的信息进一步进行了解，除了用英文自我介绍之外，全程都是中文面试校招的。让我们加入迎嘉俱乐部。

等等 

 

 

2.18 收到终面通知啦！2015 校招赢创一面及二面面经，攒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1283-1-1.html   

    

11.14 更新今天是赢创校招流程写的终面最后一天，我想我肯定没戏了，正在发愁明天早上的银行笔试要怎么换

地铁，结果在傍晚五点多接到 HR 电话，问我对另一个职位 有没有兴趣。原来我不是挂 OT，而是觉得我学历不

太符合呀，而且我确实不能接受倒班工作，但他们之前也没有在招聘通知的 JD 写清楚。。 

于是下周要去工厂终面啦。说是一个 HR 一个相应部门的 boss 一起面，因为 boss 是德国人，所以是全英文面试。

希望好运>< 

 

********************* 

整个流程是：去莘庄总部听赢创开放日，现场投简历→一对一 HR 面试→小组群面→在线测试→？（希望有后续

呀） 

 

10.13 在复旦门口坐班车去了赢创莘庄总部，做宣讲会的那栋楼也是后来面试的楼，很开阔很漂亮。有现场抽 2

人进行模拟面试和 reverse interview，都是很厉害的人啦，我反正提问也没问，一直默默坐着听。最后结束时有现

场投简历环节，我本来想着大概都是以网申为准的吧好多人挤在那 儿啊要不还是回去吧，最后还是投了一份。。 

 

过了两天就收到一面通知啦，收到的时候想了一下，发现自己连网申都没有申_(:з」∠)_  

 

10.16 一面 就在自己学校里 所以骑着自行车就去了。说是中英文混合的，一开始 HR 也对我说，主要测试英文

能力，最后可能一两个问题是中文，结果到最后 HR 姐姐说“我看都了解了，就都 这里结束吧”都没有用中文问我，

我还以为她对我没兴趣呢。问的比较常规，自我介绍呀，为什么本科读 5 年呀（因为我延毕了一年），觉得开放日

怎么样啊，为什 么没有上去做那个 reverse interview 呀，对赢创了解什么，为什么选择 production management 

trainee，这个工厂在金山能不能接受呀，工厂里有很多工人啊技术人员啊你觉得这个工作要做什么呀。 

我之前准备得不多，连自我介绍也基本是现场编的（当然是自己的经历啦，但是英文毕竟不是母语嘛就随口说了），

感觉自己回答得也不够好，而且赢创是我求职季得到的第一个面试，所以也没抱多大希望。结果收到二面通知啦。 

 

10.23 去总部二面。从五角场一直十号线转一号线再在莘庄地铁站等赢创班车，遇到了一群一起去群面的小伙伴，

很愉快地就聊开了。后来上车，HR 给大家分了组，于是 组员们就互相联络感情。我们组一共 8 人，4 男 4 女，4

同济 2 交大 2 复旦，[size=14.3999996185303px]除了我之外都是研究生。等候室里还有很好吃的蛋糕>< 

面我们的一个是 HR，一个是上海工厂的厂长。先做了名牌，轮流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进入正题。case 

interview，英文材料 2 页，给了充足的时间（具体多久忘记了）看材料和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 30 分钟中文讨论，

最后每人一两分钟英文 pre，然后 HR 和厂长提了两个问题。 

我们组在我看来有几个同学在跳 leader，但又跳得不明显。time controller 基本只做了看时间的事，没提出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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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当然总有两个人基本插不上话。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以前实习的时候接触过一个可以借鉴的项 目，但是

没想到跳 leader 的同学们提了很……微妙的观点，于是我自己觉得好几次把大家的讨论拉回正轨。不过到最后还

是无力回天，所以在分配 pre 内容 的时候，我主动要求了比较简单的部分。 

最后 HR 问了问大家对今天的表现满不满意，大家轮流说了下感谢大家啊之类的话。再然后，厂长问了一个中途

跳到前面去写板书的男生最讨厌哪个人，最喜欢哪个 人。然后又问了这个男生说的最讨厌的女生同样的问题。这

个女生回答最喜欢的人是我，觉得我给了大家很多有用的建议，非常感谢她对我的肯定，当时我心里就好 开心

wwww 

 

然后是自愿参加的赢创展示大厅的讲解。是去年刚进赢创技术部门的复旦材料系研究生姐姐，说话软软的，超萌

ww 但是由于最后要赶班车，等候室里的蛋糕我只咬了两口嗷呜嗷呜 QAQ 

 

11.1 中午收到赢创通知说我过了二面，简直难以置信！因为同组都是研究生，而且我表现也不抢眼，自己觉得既

不是 time controller，也不是 leader，板书也不是我，pre 中表现最突出的也不是我，而且赢创是我求职季的第一场

一面、第一场群面，一般来说不都是 去当炮灰的嘛？而且赢创是我的 dream employer，我申的这个职位是我的

dream position，所以真的觉得难以置信。 

 

然后就做了 SHL 在线测试，中文的，有性格测试，语言、逻辑、数理，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时间都来得及，基本

都只用了规定时间的 2/3 吧。 [size=14.3999996185303px]因为之前四大啊银行啊别的外企的笔试啊各种 SHL 也做

过好多遍了，就会发现好多题目重复哦= = 

觉得在这个二面之后终面之前安排 OT 环节真是微妙，如果在这里被刷真是不甘心哦。。。 

 

 

嘛等一个好消息吧 ww 发个完整详细版面经攒 RP~ 

2.19 一面过了 今天收到了二面通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8902-1-1.html   

    

一面在复旦光华楼 HR JJ 好面善～我还比较放松 

英文自我介绍 然后是英文的问什么选择 evonik 

然后就跟着简历来啦 

全程十五分钟，复旦校园大师小妹妹好可爱好可爱。 

都上车了才想起来怎么没要电话。。。 

 

担心了好几天了。。。今天来了个短信告诉我可以参加第二轮了 

希望不是群面。。。有没有同学们知道二面的形式？ 

大家加油加油！多多拿到通知！！！ 

2.20 赢创一面经过，发帖攒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815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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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在 14 号的时候也就是一面第一天就去参加了一面，鉴于这几天真的超级忙，所以现在才来写面经，就当

是给下一拨和以后几年的小伙伴一点参考吧。 

 

我面试的时间是在中午 12 点，复旦光华楼。我觉得赢创的时间安排的还是很精细的，通知我的时间是 12 点到 12

点 15 分，真正面试的时间也就是在那个点。要求穿着是商务正装(楼主真的是不喜欢穿正装面试,感觉可拘束，可

还是不得不穿 T T)，HR 是个很亲切的 GG，面试是中英文混合的，前半部分是英文后半部分是中文，问的问题也

比较常规： 

1，自我介绍 

2，举一个和别人合作的例子 

3，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位（楼主专业是偏经济的但是选了 sales&marketing，被问到为什么不做 finance） 

4，优缺点 

5，因为要做 sales&marketing，又是经管类，高中又是文科，就被嫌弃的问到没有化学基础怎么办，有没有信心

重新学== 

 

差不多就这些了，我觉得问题还是中规中矩挺好回答的，氛围也不紧张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二面通知，现在还没有是不是已经被刷了= = 

 

接下来的小伙伴们多多加油吧~ 

2.21 面完一面，稍微分享一下，顺便攒个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7388-1-1.html    

    

楼主是非化工类专业，申的是 Finance Trainee，虽然如此，面试官都是一样面的，而且楼主在外面候场时也和一

些非常 nice 的化工类材料类大神交流了一下，知道了大概问些什么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来稍微分享一下，可以供后面的筒子或者明年的小朋友参考参考 

 

话说楼主是应届生网上海投的，因为学的是经济方向，所以就试着申了一下 Finance 部门，没想到突然说简历通

过了，并且安排在复旦光华楼面试一面 

 

上午实习的时候在公司收到的电话，当天下午就赶去复旦了，还得穿正装，搞得整个人风尘仆仆，饭也没好好吃，

就上场了。。。后来发现好后悔啊，场面还是很严肃的，楼主没有好好准备，现在心里感觉很愧疚，也很鄙视自

己啊。。。以后可不能这样，要好好应对每一次面试。 

 

形式是一对一，考官很 nice 但是又很有深度，觉得反正是个儒雅的男士，不过很可爱的是他面前桌上放的饮料竟

然是一听可乐，哈哈~ 

 

语言是英语全程，最后可以用中文问他一个问题，全程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正好 

 

大致问了以下： 

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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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赢创 

兴趣爱好 

面对数字报表等枯燥工作怎么应对 

如何 worklife balance 

工作地点远如何看待 

 

化工类专业的小伙伴表示也是全英文面试，但是没有考到太专业性的问题，还是比较偏向于了解的 

 

 

楼主英语平时还算可以，但是不知道为何可能没吃中饭，可能因为紧张，导致话到嘴边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纠结啊 

 

希望楼主能够在其他面试中好好表现啊！！攒一个 RP！！ 

2.22 在线测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1561-1-1.html  

    

那个网址登了好几次终于登上了。。。。 

 

第一部分是性格测试 注意一下每道题的总值不能超过 3。。。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 

第二部分是逻辑推理  选择题~有点小绕 

第三部分是图表题 算算 profit revenue 之类的 不难 

第四部分是阅读理解 有单词不认识 但文章大体都能读懂  题目与每段基本都能对上 

 

整个测试全英文。。。时间充足 两个小时 我差不多剩下半小时交卷了 

 

攒人品！！ 

2.23 在线测试经验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1734-1-1.html  

 

一共是 82 题，两个小时。 

之前看到有人说时间很是充裕，也有人说时间紧迫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性格测试所用的时间有关。 

性格测试题目比较多，双选题就有 32 道，三选 20 道，虽然理解起来没什么太大困难，但是怎么选就有点纠结了，

也不知道什么岗位需要哪种倾向，有些问题类似于要在萝卜与白菜之间分个优先级，所以，我做的时候就花了很

多时间 

不过所有的题目都是可以一起看到的，也就是做题次序没有要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看看先做什么题比较

好 

就这样吧，不知道还有没有参与下一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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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上海电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3271-1-1.html  

 

趴在办公室睡觉，看到 021 的号码愣了一下，接起来就是赢创的 HRGG 

但是状态奇差，还没睡醒，就英文上来了。。表现巨差，估计悲剧了。。 

1.英文 1min 自我介绍 

2.问一个和别人交流合作的例子，3min 

然后中文一个问题 

 

啊啊啊啊。。。以后下午要顶醒顶醒啊。。。。 

再顺便求一求 RP！！  

2.25 一面，二面体会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1997-1-1.html  

 

赢创是家好公司。也是我求职道路的第一家经历的公司。本人弱弱的本科女，弱弱的非化工，非材料相关，HR

说要挑战学历挑战专业挑战性别。一路走开，很幸运，二面结果还未通知。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我没有网测，

没有过网申简历。但直通卡和 HR 的鼓励让我在这种备受煎熬的时刻重新杨帆。面试的时候遇到 MBA 博士硕士已

不是什么稀奇事，我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本科同学能走过学历的雾霾～加油！ 

另，赢创最后一次机会在 28 号宣讲会，至今网申没有任何结果的话，赶去一场吧。我就是这样做的，一路走来，

值！ 

2.26 上海二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6253-1-1.html  

 

早晨 9 点的第一场，看了下签到单，大概 84 个人参加总部的二面，但是之前在华理等学校的二面同学估计又很

多了 

案例分析，题目 hr jj 让保密，7 人一组 30min 讨论，嗯 

 

2.27 赢创上海电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5572-1-1.html  

 

漏接了电面电话，在听赛默飞宣讲会的时候接到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hr 是个男生，声音很具有磁性，花痴下，哇哈哈哈哈 

大概 10min，先是英文自己介绍，估计我的英语口语太差，hr gg 直接打断，然后用英语问了和人合作的例子，之

后换成中文问了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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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情景分析题：若是一个同事安排你六点前将一个课题做完，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长期客户有问题急需解决，

问你怎么处理 

还有一个问 5 年职业规划，问之前问了下是否还记得自己申请的是什么职位=。=！ 

今年下午接到 hr jj 的电话说明天二面，发现这里没有二面的经验啊，希望明天顺利通过，晚上发经验 

2.28 赢创一面归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4482-1-1.html  

 

昨天晚上六点收到的面试通知，说今天下午一点在交大面试。没来得及准备什么楼主就跑去面试了。下午人不多，

有 3 个房间在同时进行面试，据助理 MM 说这两天在交大就面了 200+了，之前还在华理面过一次。传说中的海

面啊。。。面试时间为 15 分钟，只有一个 HR。先让你用英文自我介绍一下，楼主准备不充分啊，感觉 HR 听的

心不在焉的。。。然后问我 the most proud activity 是什么？工作两年后，主管要换你去别的部门，你会怎么办？

至此以上都是英文的。然后是中文问了些具体简历上的情况。最后问你有没有问题要问 HR 的。出来的时候一看

时间，刚好是 15 分钟。据说这两天就会通知一面结果了，发面经，攒人品啊 

2.29 赢创一面归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6881-1-1.html  

 

刚刚收到邮件，在网上搜了一圈，也没啥经验之类的，就直接做了。总共 82 道题 

第一部分是性格测试，给每一项打分，从 0 到 3，但是几项加起来总分为 3 分，挺恶心的。 

接着是一些推理题，不难，计算图表题，也比较简单，就是有些经济方面的概念不了解，比如啥叫平均增长率？

是每年每年的增长率加起来然后求平均值吗？嗯瞎选了一个。 

两道阅读题，每个阅读 5 道小题，阅读也是经济方面的，表示没看懂~ 

全程都是英文，不过时间很充裕，我最后还剩了 58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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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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