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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一汽大众简介 

1.1 一汽大众概况 

一汽大众官方网站 

http://www.faw-volkswagen.com/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简称一汽-大众）于 1991 年 2 月 6 日成立，是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德国大

众汽车股份公司、奥迪汽车股份公司及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经营的大型乘用车生产企业，是我国

第一个按经济规模起步建设的现代化乘用车工业基地。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一汽-大众在长春和成都共有二大生

产基地，包括轿车一厂、轿车二厂、轿车三厂(成都分公司)和发动机传动器厂。其中长春基地位于中国长春西南

部，占地面积 182 万平方米，已形成年产 66 万辆的生产能力；成都基地位于成都市东南的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内，占地面积 81.3 万平方米，2009 年 5 月 8 日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一期生产规模为年产 15 万辆。 

一汽-大众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制造当今世界大众品牌、奥迪品牌两大名牌产品。捷达、宝来、高尔夫、速

腾、迈腾、奥迪 A4L、奥迪 Q5、奥迪 A6L 系列轿车，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2009 年，公司向市场成功投放 2

款新车型：Audi Q5 和 Golf A6.一汽—大众已成为国内成熟的 A、B、C 全系列乘用车生产制造基地。截止到 2009

年底，一汽-大众累计生产并销售乘用车超 300 万辆，牢牢占据国内乘用车市场产销的前列。国家商务部确认一汽

-大众为“技术先进企业”；国家统计局授予一汽-大众为“中国汽车制造名优企业”称号；原国家机械局授予一汽-大众

为“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者”一等奖。 

1998 年，一汽-大众正式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2002 年，一汽-大众通过 ISO9001（2002 版）标准

认证，并荣获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04 年 3 月 20 日通过了德国技术监督协会 TüV cert 认证公司

审核，获得了 VDA6.1 补充证书。公司生产的产品还于 2006 年 1 月荣获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一汽-大众积极投身以“节能、安全、环保”为主题的社会公益活动及奥运公益推广活动，以创建绿色工厂，制

造环保汽车为己任，每年用于环保方面的投入就达数千万元。一汽-大众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零部件企

业及物流衍生服务等企业的发展，以积极进取、富有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形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成为中

国公众心目中最放心的汽车生产厂商。 

2009 年，一汽-大众全年生产轿车 669,999 辆，其中大众品牌 527,662 辆，奥迪品牌 142,337 辆，全年销售

整车 682,374 辆, 其中大众品牌 540,007 辆，奥迪品牌 142,367 辆。 

目前，一汽-大众正式员工总人数达到 12331 人，其中长春厂 11653 人、成都厂 678 人，累计向国家上缴的

税金达到 845 亿元人民币。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一汽大众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一汽大众官方网站：http://www.faw-volkswagen.com/ 

 

第二章、一汽大众笔试面试资料 

2.1 2019 年一汽大众春招北京站面试+个人感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3 月 28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6194-1-1.html 

一波三折的一汽大众求职，去年秋招我投了简历，结果没有被查看，然后 12 月底给了测试题，说年前面试，然

后未果，一直到了春招，愿好事多磨~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让我参加无领导小组面试，不过其他公司的有过两次，有幸过了。我个人感觉无领导小组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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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于思路要清晰，开头个人意见陈述，要有逻辑和调理，最快速度表明你的角度和想法，切勿贪多，最后没

来及说完。 

 

讨论的过程中，我没有做计时人，只是在重大节点和时间过半的时候，会提醒大家。个人感觉小技巧在于：及时

总结，力求让讨论顺利，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 

最后，我都没有做总结人，因为我不是说话最多的，而且总结人其实蛮有挑战的，我一般都是打辅助。 

 

二面的话，三对一，hr 主要发问，大佬全程围笑，另外一个检查资料。 

问题集中在： 

1、在校经历，项目，成绩（简历上的东西，都有可能问道） 

2、对大众（德系车企）的认识，个人的优缺点 

3、日常问题，工作坐标的选择，个人职业规划 

英语：随机抽一个纸条，现场读并翻译，我有两个词没有翻译好，这个环节发挥一般，我准备的都是一个英语问

答，尴尬。 

最后有没有问他们的问题，然后结束。 

面试官都挺好的，没有压力面。 

 

以上就是大致的情况，希望能帮到后来人，也希望自己可以如愿拿到 offer。 

 

Best wishes for all 

 

 

 

2.2 一汽大众 2019 春招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3 月 1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6051-1-1.html 

3 月 8 日广州站，刚拿到 offer（3 月 16 日），回报一下论坛  

先说一下基本情况，本科苏州一 211，硕士香港在读，材料相关专业，和大家说一下终面的一些问题吧： 

1.简短介绍一下自己（你说自己有这样的优点，请举例，我举的自己做的不在简历中的一个比赛项目）； 

2.在上述项目中，你扮演了什么角色，项目中的某个具体细节，是用什么编程语言写的，最后结果排名如何（总

之就是 HR 要确保这个项目是自己做的）； 

3.简历中一个项目是和电池相关的，请问之前做过汽车电池吗，我说资源有限，没有做过（但是都是锂离子电池，

不知道 HR 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4.家庭情况，独生子女，是否有女票，为什么选择长春； 

5.英文小纸条抽签，一段话，先读，再给 1 分钟时间在纸上写关键汉字，再翻译成中文读给 HR 听，内容和

Faw-VolksWagen 给员工带来 care 和 affinity 有关； 

6.英文介绍一下对汽车工业的看法，我说的自动驾驶，深度学习技术的成熟什么的； 

7.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建议问多久有结果，我当时忘了问，因为这个等结果折磨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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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鸿德酒店出来的一瞬间感觉压力少了好多，然后回去看发现往年都是 4 天左右就有结果了，结果今年拖了

这么久，焦虑得不行，希望这篇面经对大家有用吧，加油  

 

 

 

2.3  一汽大众-10 月 25 号武汉站面经，攒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1122-1-1.html 

昨天面试前在这个 bbs 看了许多同学的面经，所以今天也来分享一下自己的面试经过~ 

 

楼主英国硕士，本科 211，均为车辆工程专业，9 月中旬网申的，投的研发岗，第二天就收到测评，大概过了一

周左右有 hr 打电话过来电话了解一下情况，问我要在哪面试，我说了武汉。。 

 

武汉站是 22 号截止网申，我 23 号没接到群面通知，以为凉凉。。结果 24 号下午通知我今天来面试，到了才发现

是直接终面。。 

 

两个男面试官，先把你的各种原件拿去看，再对着你的简历问问，都是人力资源部的 hr，没有技术部门的面试官。。 

 

问题大概： 

1 自我介绍 

2 最南方的人为啥要来最北方工作。。为啥选择一汽大众？ 

3 是否独生子女 

4 有没有女朋友 

5 介绍介绍你的项目经历（问了挺多，大概 10 分钟） 

6 有没有参加社团活动 

7 怎么看待国内汽车行业？（这个有点忘了具体问啥） 

8 你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是啥？缺点呢？ 

9 接下来是两个简单的英语问题：1 你觉得英国的高等教育跟国内的高等教育有什么区别？ 2 你在英国有很多

外国朋友吗？介绍介绍他们 

 

接下来换另一个 HR 问 

1 你的成绩？排名？ 

2 期望工作地点？（只有长春有研发岗） 

3 你本科阶段有没有规划？研究生阶段有没有规划？ 

4 未来 3-5 年的工作规划？ 

5 期望工作的岗位？有没有具体的心仪部门？ 

 

然后就结束了，说 5 个工作日内会通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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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可能有一两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我漏掉了，希望能帮助后面站点的同学们，祝自己好运~ 

 

 

2.4 一汽集团笔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219-1-1.html 

下面是由介绍的笔试题目了 

      1.汽油的牌号辛烷值是( )性能指标。 

  a.流动 b.抗爆 c.挥发 d.可溶 

  2.柴油的十六烷值，一般为( )。 

  a.10～20 b.20～40 c.40～60 d.60～80 

 

  3.可燃混合气浓度 α=( )时火焰传播速率最高，循环指示功最大，称为功率混合气。 

  a.0.85～0.95 b.0.95～1.05 c.1.05～1.15 

  4.车用汽油机的燃烧过程接近于( )加热循环。 

  a.定容 b.定压 c.混合 

  5.车用柴油机的燃烧过程接近于( )加热循环。 

  a.定容 b.定压 c.混合 

  6.点火提前角增加，爆燃倾向() 

  a.增加 b.减小 c.不变 

  7.爆燃是汽油机的( )燃烧。 

  a.正常 b.不正常 c.介于前二者之间 

  8.充气系数与气缸容积( )。 

  a.有关 b.无关 c.关系不确定 

2.5 我也来攒攒好运， 分享一下自己从网申到终面的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4 月 4 日 

地址：楼主从大众开始秋招的时候就投递了简历，  之前也投递了其他的车企的简历，  日产  ，长安汽车之类的。

也面试了几家，  最后在 10 月 20 日收到了日产的 offer，  当时自己还看了一下自己投的大众的简历，  结果显示

后台未处理， 知道大众面试那天，自己还没收到面试通知，  也看了一下自己的简历也处于未处理，人家根本就

看不上， 自己也就心灰意冷，    于是就签约了日产，  就再没投递过其他单位，也就想着毕业去日产了。 

结果，我自己都没想到，大众春招时候，楼主是西安的一所高校的，  就在 3 月 30 日上午九点多的时候，突然接

到一个辽宁大连的电话，  问我要不要参加大众的笔试， 我当时就突然懵逼，  最后想到自己秋招投递了，可能

是人没招够，过来补招了。我当时就想着，要不就试一试？反正也没事，于是自己就 接受了笔试通知，  自己同

时也收到了笔试通知的邮件。  于是便立即起床，收拾了一下自己所要准备的材料，在 30 日下午去交大参加了笔

试，   那天有两个笔试教室，楼主看了一下自己的笔试教室，直到笔试开始，教室里才坐了不到 20 个人，两个

教室也就 40 多个人左右吧笔试就是 100 道选择题，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95 道行测题，5 道企业文化题，  题

量有点大，自己到最后也没有做完，就把剩下的 10 个左右随便涂了一下。笔试完，自己感觉题答得还可以，感

觉能进入测评二，便从交大骑车回到了学校， 回到学校七点一十多的时候，  收到了笔试通过的邮件，又过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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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收到了 4 月 1 日上午 10 点参加测评二的电话，  大众在这一方面还是效率比较高的，这么快就收到了测评二通

知，  并且每次发完邮件还要打个电话再次确认一下，确保不遗漏每一个人。 

于是自己便了解了一下测评二具体是无领导小组面试，在 31 日在网上搜了一下无领导小组面试的题目及其技

巧，  也准备了一天，感觉无领导小组面试自己不是太担心，也有一定的把握。 

4 月 1 日，自己就早早起床，没有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但是穿上了一身帅气的西装，就骑车过来交大旁边的酒

店等待面试，刚进去发现已经有人在等待面试了，  我还以为自己和她们一组，在她们准备面试时候，我也站了

起来，结果很尴尬的是，人家说我是下一组的，让我稍等，看了一下他们的成员，八个人里面有七个是女生，  我

庆幸自己没有和她们一组，不然面对这些女生，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发挥，这可能就是工科学校男生的痛吧。 

2.6 一汽大众德语补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3405-1-1.html 

楼主德语专业，补录的，一段坎坷的经历。。。想想还是写出来回馈大家。过程大概是：宣讲会，网申，笔试，面

试，等结果，等结果，补录。。。德语专业这几年不好找好工作，很早之前就了解到一汽大众的传统德语翻译岗，

所以提前开始准备。 

1.网申：网申尽量早提交，这个之前帖子上都有说，还有一定选长春。今年是 9 月中旬左右开放，我是比较早提

交的，填完检查完毕就提交了。 

宣讲会：能去的一定要去。9 月底一汽大众来重庆这边宣讲会，是网申截止前几天，每个校招城市网申结束时间

是不一样的，一般是在宣讲会后面几天就会结束，要注意。当时去听了听宣讲会还是有用的，特别是企业文化还

有一些和公司有关的重要数据都能了解很多干货，现场发的宣传册上面的信息对后面的笔试也有帮助。 

2.笔试：题目都不用说了，行测，还是 95+5 的模式，这个可以提前准备，主要就是做不完随便乱填都要填上去。

我们这边是网申结束的当天晚上就发邮件通知过两天去笔试，我查邮件不是很勤，以至于要笔试的前天晚上才看

到，真的没心理准备，后面硬着头皮去了。当时考场空了很多位置，起码 10 个没来笔试的，吓了一跳。 

3.面试：笔试那天晚上出面试结果，第二天分批次去面试，我抽到是中午 1 点多的那场。群面题目也是 10 几种营

销方案选三种并讨论出具体措施。群面小组 10 个位置，有一两个人没来。而且里面就我一个语言的，也是第一

次参加这种群面，大家都西装革履很有气场，还是有点怕怕的。我的群面也没啥经验，当时就是做自己，靠运气，

想到什么说什么，结合自己的经验讲就行。 

4.二面：群面晚上收到第二天的 hr 面，也是中午，先去熟悉了场地，没那么紧张了。左右两个面试官，问题还是

和专业以及个人简历个人情况很相关的东西，不过也有流程化的问题，英语介绍，都要准备。问了父母职业，独

生子问题，工作地点（是否愿意调配，当时很怂说了都行），高考分数，是否保研，考研分数，大学最成功最遗憾

或最失败的事情，性格优缺点，简历上的实习志愿者经历细节，自主管理或策划的项目。英语的问题很常规，介

绍家乡，翻译一段关于大众的 4-5 句话。反正我感觉这两个面试官对我还是很温和的，没怎么刁难我，面试的题

目也没有新怪的，只要准备好，应该没问题。 

5.专业面试：当时正遇上国庆节，所以这个专业面试，电面就移到了国庆节后。真是灾难。国庆节都玩去了，根

本没怎么准备德汉汉德翻译，这种东西又是一天不练口生。假期后的第一天早上就接到电话，那边信号又不好，

说的德语根本听不大清，当时电面完我就感觉自己凉凉了，表现得真的不好。 

等了两个周，没消息，一个月，没消息，然后就想准备放弃了吧，找其他工作，都想好退路了，之前记的笔试面

试题目都打算删了。就这么过了 3 到 4 个月，到 1 月中下旬的一天早上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补录了，叫我去体检，

问我收到邮件没，我查邮件真的不勤，说没收到，后面挂了电话看了看真的有，三天前的。。。欣喜又抓狂，一周

之内体检，抓紧时间，一般体检都没问题。 

能给的建议看之前帖子都有说到，从我的经验看，要注意的就是勤查邮件，勤查邮件，勤查邮件！！！如果准备好

了，邮件没看到就真的很可惜了。祝福大家都能找到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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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东北站小面经 201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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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287-1-1.html 

群面之前发现应届生论坛的存在，看了大家的面经觉得很有帮助，当时就想如果有机会要把前辈们的分享精神和

行动传递下去，哈哈，所以，这篇小面经出现啦。本人 985 小硕，坐标东北。网投简历的时候网站总是崩溃，网

申好多好多次才完成。没有什么实习工作经历，六级过了，成绩还可以，比较幸运的通过了简历筛选。之后笔试

就像之前大家说的一样，行测加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去听宣讲的话会有一些印象，行测题我没答完，到时间的时

候胡乱选了好多。大家好像也都没太答完，总之不在难题上纠结浪费时间，保证会做题的正确率就好。笔试当晚

就会收到通过与否的消息。之后的群面是楼主找工作以来第一次参加，有些忐忑，看了好多前辈们的面经。群面

好像是按专业分组，遇到熟人的几率不小。这里有一点值得提醒的就是在开始讨论前面试官会说明下整个流程及

注意事项，楼主觉得这时候最好注视面试官，和他/她有一些眼神交流，不要着急看题，给面试官留下一点好印象。

我们讨论的是排序题，楼主什么角色都没抢，发言位置靠前，有自己观点，中途也推进过讨论。之后楼主自己总

结群面觉得拿到题之后，可以尽量用一定标准进行分类，这样会把问题简化利于讨论，也会感觉比较有逻辑，然

后就是要有观点，真正加入讨论而不是自说自话。讨论总结后，面试官会问几个问题大家按顺序回答。之后同样

是当日通知结果。终面的问题也大多都是面经里提到过的，面经里大家都说像聊天一样就可以，楼主还是有点小

紧张。总结自己的终面，觉得楼主自己面对平常的问题有的回答稍有亮点，感觉面试官露出过感到意外的表情。 

今年的招聘有些特殊，时隔一个月左右才发体检通知，再之后一周发 offer。 

最后关于找工作，楼主自己觉得收到或是收不到 offer，有时候真的和际遇有很大关系，希望大家可以以平常心对

待“结果”，祝大家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2.8 一汽大众-西安站面试经验，回报论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2707-1-1.html 

看到一汽大众 10 月份会来西安宣讲，早在 9 月份就早早地网申了一汽大众。一汽大众网申的资料要求比较多，

各种证件和证书的扫描件(图片形式)都要提前备好，然后进行网申。网申按照流程进行即可，没什么特殊的技巧，

主要把自己的特点突出出来即可。 

   之后是宣讲会，宣讲会现场挤满了人 ，首先宣讲人员很准守规则的介绍了宣讲现场的消防安全出口，

当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如何处理，这里给点个赞，当时感觉这个公司还真的挺注重细节的，点赞 （先收起

来，后边就知道为什么了）。宣讲会结束后两天网申截止。 

   10 月 13 日收到邮件、短信和网申系统的通知，通过简历筛选，进入测评一环节，第二天 9 点举行。测评一包

括两个部分，网测+笔试。网测时间为笔试当天早上 6 点至笔试结束后一个小时，网测时间是 20min，但只是性

格测试题，选择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一般符合等等诸如此类，实际所需时间 5-10min。笔试时间是 15 日早上

10 点，需要提前 15min 到场签到，笔试时间为 90min，100 道题，包括行测和企业文化两部分，行测内容 95 道，

企业文化 5 道，企业文化题官网都有，行测进行做。做题的时候建议讲究策略，因为题量比较大，本人由于平时

训练较少，所以就先做的逻辑推理之类的文字题，之后才把数列、图形等题做了。遇到交卷时没做完也别慌，建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3287-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270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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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页 共 85  

议把没做的题全部蒙一下 。 

   下午收到通知第二天参加测评二，同样邮件+短信+网申系统；测评二是群面，无领导小组讨论。由于本人参与

的面试较少，一汽大众的群面实际上就是找工作以来的处女群面 。面试前一天慌得不行，实际到现场一看，

更慌了，一次 A,B 两组，12 人一组，5 分钟审题，每人各一分钟的观点陈述。之后，大概 20 分钟的讨论时间，

要求意见达成一致，并有人总结汇报。总结汇报时间 3min。刚开局，让陈述个人观点，居然有一种莫名的沉寂和

尴尬，没人发言 。后来有一个同学自告奋勇之后，大家就不断地整理思路，然后站起来发言。顺序什么的

可能不太重要，个人觉得你要言简意赅的陈述出自己的观点就好了，当时我陈述的方式是：大家好，我的观点是。。。

原因是相应的（排序标准），理由如下。。。由于紧张觉得个人语速过快，远小于 1min 。之后小组讨论，有

一个人跳出来当 leader，建议大家统一标准（后来面多了看了相关面经才知道这是标准套路 ），然后刷刷

刷大家站起来好几位发言了，紧张的我一脸懵逼，正好前面有两个同学说的评判标准而我的一致，本人抓住机会

又发了一番言，然后之后旁边的同学也接着挺了我一把，然后小组讨论方案基调就基本定下来了。后续发展就很

顺利，大家主要开始讨论较为细节的东西。注意两点：意见不一致的不要反对（忽略即可），意见和你雷同的你后

续发言可以先说我同意谁谁谁的观点，如何如何。之后小组推出了一个同学总结发言，面试官又问了几个同学一

些问题，然后就结束了。整个面试过程一脸懵逼，处女群面就这样结束了 ，本人还为自己没有好好表现郁

闷了一把。晚上，收到两天后面试的通知，邮件+短信+网申+电话确认，意外之喜。 

    关于面试，可以好好看看面经，主要是基本情况+简历+英语，首先自我介绍，个人优点，缺点，岗位，女朋

友，简历上项目相关内容，最自豪的事情，你和其他人比优势在哪里。然后英语，介绍 hometown，hobby。然

后就回去等通知。 

    然后一直等到现在，结果还没有出现。等的心力憔悴啊 。 

2.9 最后一轮被刷还是来回报大家（采购岗位，成都）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0010-1-1.html 

本人小硕一枚，本科研究生均为 985 学校，本硕化工，应聘采购。尽管到最后没有成功，但是面试之前应届生帮了我好多忙

~~ 

1、网申没什么好说的 

2、笔试：笔试难度很大，和往年一样，95 道行测+5 道企业文化，一共 90 分钟。楼主表示真的很难，还没怎么做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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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推理，逻辑推理，对，难的题我都还没怎么做的时候，就已经提醒只有半小时了，然后基本就开始蒙 测完之后

把性格测试做了。当时还在教室做性格测试，听到有人问笔试怎么刷人，答：只要不是低于 40 分的样子就有面试机会。。

我瞬间觉得，，恩，，我应该还有机会 

2、群面：群面通知是在笔试当晚收到的，楼主开始看群面都有什么技巧，发现一汽大众比较喜欢排序题，不喜欢开放式的

题目。第二天下午 2 点就去面试了，一组 10 个人，可是我们组只到了 6 人，然后就只有 6 个人。题目是：公司研发项目部

要选一位领导，以下是六位候选人，选出最合适的两位和最不合适的一位。审题 5 分钟，个人陈述+讨论+总结一共 18 分钟

（记得不是很清楚）。。楼主是第三个发言的，并不是 leader,timekeeper,也不是总结者，毕竟第一次群面啊，觉得自己当不

好，于是选择了当群众，大家都发挥得挺好的，有一种插不上话的感觉，但是还是尽力说一点话，提了两点：1、研发部，

需要创新；2，懂市场的人懂客户，对研发部有利。感觉不报什么期望了。。。。。晚上竟然收到了，单面通知，有高兴，

又紧张。。。。 

3、单面： 

楼主把求职大礼包都看完了，整理了 40 左右各问题，因为之前好多问题都没有准备啊，，对英语还是很担心，果不其然最

后栽在了英语上，还有一点就是专业不太对口，所以到最后人家就这么婉拒我了说还是更倾向于招本专业的人，，我 。 

具体问题： 

1、自我介绍（基本情况+3 个特点+对岗位的理解），于是楼主就觉得他们肯定不会问为啥选择这个岗位了，，最后竟然还

是问了这个英文问题，，我就懵逼了，，没准备啊 

2、关于原本学化工，现在到汽车行业，为什么 

3、有没有投递其他汽车行业，都投了什么公司。。这一点上楼主回答的不太好，有点不诚实，当时是怕他们觉得自己就只

是试一试的心态，没有很诚实的回答，现在想想这么回答，说没怎么投其他，他们肯定都觉得假。 

4、工作单位选择，他们超级纠结这个，楼主家是四川的所以倾向于成都，又说天津也可以，然后又问我其他地方呢，我就

又只能说佛山也行，父母以前也在那边。。。 

5.接着上一个问题就顺势问了家庭情况。。。 

6、组织过什么大型活动 

7、形容一下自己的性格 

8、问了一下简历上的事情 

然后就是英文了 

1、翻译，，，果然很久没有学习英语之后发现自己有的词都不认识了 

2、为什么选择这个岗位。。。 

好的，没了，，希望对以后申请的人有帮助吧！！一定要学好英语啊！！ 

 

2.10 一汽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217-1-1.html 

这个情景测试，真的是可以锻炼人，看出一个人的能力。我们每个人桌面上都放着一份参加面试的所有人的名单，

在名字后面可以让你选择该同学是进入下一轮，还是淘汰（说实话挺残酷的）。评委共三个人，对我们的要求就是

我们是一个团队，要有团队的精神（后来证明我们就是因为这点做不好才导致很多问题的）。正式开始，首先是每

个人进行 30 秒的自我介绍。然后有一个小游戏就是 hr 指着我们面前名单上的一个回形针，叫我们发挥想像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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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能拿来做什么，当时每个人基本都有发言，有些想像力还是挺有意思的。 

 

  接下来是第一部份五分钟的自由讨论。hr 要求我们在五分钟内讨论出两个题目，这两个题目必须是团队认可，

要明确任务目标，这在期间评委会提问，最后选一个人把讨论内容进行汇报。可以说我们这五分钟很混乱，最后

勉强讨论出两个题目，但是显然 hr 很不满意。 

 

  第二部份是一个无领导小组讨论，二十分钟。对了强调一下，一定要找一个人进行记时，因为 hr 很看中时间。

团队讨论，选出一个 ceo，一个 cfo，一个业务经理，然后一个人汇报选举结果。这个过程评委会提出一些问题刁

难你，所以一定要小心。别人发言时别插嘴，自己发言先示意 hr，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自己的理由。个人建议：

一定要先选出一个队长，然后由队长进行分工。这样才不会在讨论过程中偏离主题，而导致浪费时间。这个讨论

是为了看每个人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这点很重要），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整个过程一直到十二点才

结束。叫我们回去等下午经理面谈的通知，本人估计是没戏了，所以就回宿舍睡大觉了。。。 

 

  总之，这样的面试笔试情景测试还是挺能锻炼人的，每次参加完笔试面试本人基本上都会总结一下，希望下

次再参加面试时会成功~~~~~ 

 

  找工作除了个人能力外，有时候运气也很重要，之前自己一直贪玩，浪费了好多机会，所以现在要加倍努力

才行，加油~~！！！ 

2.11 一汽大众 - 财务岗(天津) 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123-1-1.html 

一面是小组面，无领导小组讨论。我是第一个，然后一开始自由发言陈述观点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然后

看着我。于是我亚历山大地第一个站起来说了。因为是第一次参加群面，加上紧张，感觉不是很好。在后续第二

个环节倒是渐渐冷静下来了。总体上大家似乎都不想显得太锋芒毕露，都表现的很随和，有什么观点也都基本上

是补充和肯定。二面是单独面试了，面试官问了我几个比较掏心窝子的问题，比方我大学的绩点不高，就很直白

地问我。基本上总体还比较友好。看重学生工作。 

 

一面，随着科技的发展职业会消失的顺序 

二面，说说你优缺点，说说你最难忘的经历，说说你的学生工作，你同学都说怎么评价你的 

2.12 一汽大众 - 技术岗(青岛)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122-1-1.html 

9 月份中旬，在一汽大众招聘网站进行网申，而到了 9 月份下旬才发出面试通知，期间等挺长一段时间。一开始

是群面，无领导小组讨论，10 个人一组，我那组有 7 个研究生，而我只是个本科弱逼。结果是，我并没有通过群

面。 

 

面试官有两个，在说完无领导小组讨论规则后，全程围观，不干涉。题目是，一个车企发生产品质量危机，问如

何度过该次危机，从 9 项里选出最优的 3 项。整体形势是，先每人发言阐述观点，再讨论得出结果，然后向面试

官汇报。面试官唯一的问题就是在结束时，会问每个人的工作地点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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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想了想还是发一下自己悲惨的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3754-1-1.html 

 

 

武汉地区 24 号笔试 行测+5 道企业文化  一汽第一次投产的车型和企业愿景价值观之类 

             25 号测评二 群面 给了 5 种二手车交易模式 根据市场吸引力进行排序 

             选一个同学做总结 

             27 号终面 卤煮已然跪倒在地 

             3 个面试官 先自我介绍 对一汽大众的了解 实习中遇到最困难的事情 性格优缺点 缺点的改善措施 

学校社团活动情况 高考分数线高考成绩 家庭情况  

             抽字条朗读并翻译  英语问题涉及介绍学校 自己的爱好 工作地点的选择 

             卤煮因为多次倒在终面导致极其紧张 语无伦次  总结下来还是准备不够充分 大家引以为戒 

 

2.14  准备发一个帖子，直面自己一汽大众比较失败的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2280-1-1.html 

 

21 号参加的终面，因为非常非常想去一汽大众，反而有点紧张，没有表现出来平时一般水准，出来后就感觉 gg

了，这几天一直在想面试，现在觉得是时候画句号了。就以此帖为终吧！进去首先吧材料交给女 HR，然后自我介

绍，人家在登记你的材料 

然后女 hr 看简历说你是保研吧，（我成绩比较好）我说我是考研，本来可以保研，中间出了一点差错，就考研了，

后来就让我解释这个事，我这里表现一般，解释了三次，才让对方理解，具体事就不说了，这事我也不想和别人

说，本来好好的可以考研，被自己弄得没保上，觉得说多了无益，我也不需要别人同情…… 

接下来就问奖学金是事，我有两个院奖，吧 babababa…… 

接下来你最自豪的事…… 

接下来团队协作的例子…… 

考研分数，高考分数… 

业余时间做些神马…… 

感觉都回答的一般，没有说出亮点，感觉没睡醒的样子，对自己的这个面试只能用拉鸡形容  

 

 

下面就是英语，朗读，翻译，对话，英语问我与别人发生矛盾冲突怎么办，问我的性格缺点，问我怎么练习口语，……

差不多了 

 

这一部分还是正常发挥吧，我的英文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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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问了岗位+地点选择 

 

Over，差不多 40 分钟，表现好屎，感觉除了英文，全程被掉打，出去之后越来越难过 

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难过了半天 

后来逐渐想开了，自我安慰，得之泰然，失之泰然。 

 

祝愿后面的同学好好表现，我的建议是不用准备太多，越是准备越是紧张，楼主就这种人…… 

句号画到这里为止 

2.15 大众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9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4875-1-1.html 

经过网申，笔试行测题（最后五个公司文化啊。。。。。），然后无领导小组讨论，然后中午进入了面试环节。 

面试环节比较轻松，两个 HR 大人比较亲和，问的问题大致如下： 

1.自我介绍 

2.家庭情况 

3.4.5.6.7.就是简历上面的一些问题  看见啥想问啥 他们就问啥了  巴拉巴拉 

8.有没有对象 

9.求职意向和原因 

8 英语面试，先抽纸条，先读然后再口译 表示比较简单 

9.英语问题面试  说家庭   介绍一下对象  说下以后想做的工作 

8.对大学是否满意 

 

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了  面试时间差不多 50 分钟  蛮长的。。。。。 

HRA 说面试结果大约 2 周给，， 

攒人品啊！！！！！！！ 

2.16  一汽大众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9934-1-1.html 

 

 小硕一枚，昨天刚面完，就当攒人品吧~ 

笔试不详细说了，95 道行测，5 道企业文化，基本是大众的使命，愿景啥的，宣传册上都有的，还有一道我没答

出来，是奥迪汽车成立时间。笔试我没答完，而且是蒙了得有二十道题，还是踉踉跄跄进了测评二。 

群面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组当时应该是 10 进 3，题目是关于二手车交易模式，给出了五种交易模式，按照市场

吸引力进行排序，给出最终结果。 

因为当时感觉组内相对和谐，而且在讨论过程中一直在推进，我也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在最后的时候可能稍微

觉得自己话有些多还刻意安静了一下，最后总结的是我们组的 5 号，比较紧张，总结的不是特别好，而且没有条

理性，所以最终也是挂了。 

群面过后，晚上就收到终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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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面是正常的结构化面试，准备好证件，三方如果有就带着，没有他会问你为什么没有，这我觉得也要如实回答。

面试问题基本上如下： 

1 一分钟简短的自我介绍 

2 家庭情况，选择的工作地点，为什么？ 

3 高考分数，一本线 

4 介绍一下你性格的优缺点（评价下你自己），如果你说缺点了他会接着问，你这缺点体现在哪里，举个例子？有

改进吗？怎么改进的？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提高了吗？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塞得~~~ 

5 说一下你在这个学生工作中的最困难的事情？收获是什么？ 

6 实习中最困难的事情？收获？在和同事沟通方面有困难吗？ 

7 有女朋友吗？ 

8 你接受现场生产的岗位吗？（当然接受了啊！！不过当时脑子抽掉了问了句这个岗位是要倒班吧，然后 HR 马上

问我你对倒班有意见吗？我其实就是想了解下工作性质。。。。） 

9 另外一个 HR 又让我介绍了下家庭情况，第二遍问了下有女朋友没 

10 紧接着是无缝连接英语问题。。不过还好我还听明白的两个问题大致是 

（1）would you like to tell me your absolutely advantage? 

（2）how do you think about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hich one is more important ? 

give me the reason. 

这个过程就是这样了，希望攒攒人品吧，也希望别的小伙伴儿们找到好工作~找工作不易，深有体会。 

 

  

 

 

 

2.17 一汽大众重庆站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8086-1-1.html  

 

我是来攒 RP 的~~ 虽然我感觉我会充当炮灰..... 

  自我介绍：某 985 211 本科生 学的是会计 ,小本能走到终面也算三生有幸吧。 

10:30 左右的面试，面我的还是给我群面的那俩 HR，两个都看起来格调都很高，其思想深度广度知识面也是 其

他公司 HR 没办法做到的....这样的公司虽然最近陷入丑闻风波，看了员工素质之后你一定会坚信他会再度崛起，

而且老大们也都是懂英文的实在人，不像有 些企业老大就只会装 X。 扯远了，说正事。 

  这次终面比群面多了一个人，一共是 3 人面，多的那个坐中间，不用问→_→某部门老大→_→。一开始的提 问

和其他的单面无差，都是自我介绍啊，问你的 成绩、家庭 balabla 的，根据你的简历向你提问什么的，就整一唠

嗑的氛围，但是因为我非常想去一汽大众，多多少少会有些紧张 。到了重头戏了，我觉得这轮肯定会载死一批人....

那就是英语，抽一张纸进行朗读然后翻译，读的还可以，翻译因为是长难句的关系，时间又比较紧，就结结 巴巴

的音译出来了，意译我还是没有做到，翻译完后我自己都说了句："hhhhh，结结巴巴翻译完了.."然后 HR 就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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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译完后就是随便问你一些英语问题，你也得用英语回答，我的问题是介绍我的家乡....这个还蛮简单的，

我就说了下我们家乡的地形和少数民族，说到别人认为 我们少数民族野蛮的时候，HR 是很开心的笑了....可能觉

得很有意思，就围绕这个野蛮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跟国际挂钩，问我的 英文问题还

蛮多 o(>﹏<)o，其他的同学很多都只被问到 1-2 个，我被问到起码 7-8 个....可能语法错误还是有，毕竟我不是 native 

speaker 也不是 major in English，但总的口语听起来满流畅（自我感觉在面试中比我中文还要说的好点 ）....我都

以为要完事儿了，心想这表现的还行吧，没有很差，结果...... 致命一击，问会计专业方面的了，而且还是

那种最基础的 假设前提 暴击伤害+++++......如果 HR 能看见一定要原谅我，这个是我大一看的，我真的一时想不

起了，而且我本身也是对钱啊数字更敏感一点，4 个就答了一个， 走出面试的会议室就想到了另外一个...没想起

的刚刚看。 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如果我死了一定是栽在这个问题上的，

也提醒后面的同学，不管你之后学到了什么层面，最基础的一定不要忘了，说不定有一天会让你死的很惨。 

 

  最后还是挣个人品想保佑自己能在最近的几天收到一汽大众的 offer，我可以不做会计的- -毕竟是喜欢的企业，

被拒掉了就真的生无可恋了......但是也做好被拒掉的打算了，没有缘能力不够只能以后再见罗。也保佑各位能进到

自己真正喜欢的企 业^(*￣(oo)￣)^也为自己攒攒人品，啊啊啊啊啊我不想收到拒信~~~~~ 

2.18【成都】2015 春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4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61368-1-1.html 

 

2015.4.13 测评一【笔试】内容：95 道行测题+ 

          5 道企业文化题 

         【1、一汽大众哪年成立？1991 年。2、2014 年一汽大众决定在青岛、天津建厂。3、德国奥迪成立时间？

1910 年。4、一汽-大众连续四年获评汽车行业“最佳雇主”。5、一汽-大众连续五年荣膺 2014“中国杰出雇主”称号。】

我只能记得 5 到企业文化题，其他的请大家去做做行测吧，题量大，难度适中，LZ 没有做完！  

注意：笔试中，别被查验你证件的面试官所打扰，时间本来就紧，留 5min 涂答题卡。 

 

2015.4.14 测评二【群面】 

内容：商场经营问题【一所商场旁有片空地，六个部门对它的利用提出不同方案，请你阅读后分析做出选择并给

出理由。】 

注意：1、注意不要打断同学们的发言； 

          2、可以发言少，但是请发言前将语言内容组织好再说； 

 

2015.4.15 面试【to be continued】 

 

攒人品、攒人品、攒人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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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网申简历未通过，还是继续努力吧！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6904-1-1.html 

 

 时常会在论坛上看大家的帖子，但是却从来没有发过帖子，今天抽个时间发一个！没有经验，可能写的比较混乱。 

    楼主本科 211，合工大，金属材料，后来在航天系统工作一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加工。关于一汽大众，

从研一就参加了他的招聘会，当场还问了材料加工要什么方向的，被告知要冲压和焊接的，所以楼主这两年比较

注重学习冲压这块。从今年 9 月份开始找工作，也时刻在关注大众，知道可以网申了，网申说明里要各种材料，

就寻思把这些材料弄齐了再申请，后来陆陆续续参加一些招聘会，一些其他事情，直到不到一周前才申请完毕。

个人觉得还行，六级也过了，奖学金也有，学生工作也很丰富。在焦急等待的这段时间，陆陆续续参加了一些招

聘会，从一开始的小白，慢慢积累经验，一不小心成了大家口中的“面霸”，因为想回长春，所以关注的企业也不

多，从 9 月份到现在面试了几家单位，成功拿到了几个 offer，因为今年学院规定十一月 1 日以后才给办理违约，

考虑一汽大众 10 月 14 就来了，如果有幸的话 20 左右可能就搞定了，所以一狠心把华为、哈尔滨东安航空发动机、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中航工业成飞集团等单位的 offer 给拒了。 

    昨天晚上，也就是 10 月 14 日，跟同学去交大参加大众的宣讲会，有些吉大的前辈已经告知会有 5 道企业文化，

所以仔细听讲，记了几页笔记，然后回来继续看行测，一直在准备。13-14 两天有几个面试也被我推掉了，为的就

是好好看行测，还好有些单位没有彻底推掉，那边老师还是很好的，给留了电话让我回来跟他们联系，在此表示

感谢，有北京的一个研究所和武汉一个研究中心，其实一直觉得自己很不厚道，就寻思着进大众，把别的公司当

做备胎，这样的做法确实挺可耻的。不能再这样了。 

    然后今年等着通知，结果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小伙伴收到了，我就匆匆吃完饭回去看邮箱看一汽大众网申网

站，结果没有，打电话过去，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态度还是很好的，被告知简历未通过，当时瞬间心疼了一下，

然后问原因，那美女说不知道原因，只能看到结果。遂死心挂了电话。然后关了电脑，上床上准备睡觉。可是躺

着怎么着也睡不着，可能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尽管之前已经做好了被拒的准备了，还是有点点伤心，但是影

响不会太大，躺了一会起来来教研室，看看新的招聘会，看看这几天有啥新的面试安排，继续努力把。准备明天

的长春光机所吧，虽然也未必能进！ 

    简历未通过，原因不详，但是这件事情也让我明白了很多吧，尽全力，听天命。革命尚未成功，阿 Q 仍需努

力啊！ 

    努力吧，少年！ 

 

2.20 失败的简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8756-1-1.html 

 

本人 2015 届东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前段时间一直在准备笔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完全忘记了网投简历的重要性，

最后连参加测评的机会都没有，教训啊。。。特此告诫准备应聘一汽大众的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写好简历。。。    我

学的是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全班只有 5 个人竞争（其实是 3 个，有俩女生），5 个人中除了我之外全部收到参加

测评的通知了，我当时就无语了，是不是联系方式错了？看了一下是对的，系统出错了？显示已处理，翻出简历

与他们对比，除了奖学金次数少了点，其他硬性指标都满足啊。。。瞬间来气了，一个电话打过去想问个究竟，对

方很无辜的说是系统自动筛选的，问我是不是六级没过或者本科不是 985 院校的，过了啊是啊，然后对方说该通

知的都已经通知完了，我也没再问什么。。。系统肯定只认定性的东西，仔细看了一遍自己的简历，发现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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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班级成绩排名，只怪自己太老实了，填了个 51%-60%，其他人最低也是前 30%，也许班级前 50%也是一

个指标（stm 能想到这个）。。。哎。。。 

    总之呢，机会就这么错失了，前车之鉴。。。最后祝大家应聘顺利，慎重对待每一个环节。。。 

 

2.21 黑龙江地区 2015 预开发班 笔试 群面 单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57323-1-1.html 

 

刚刚单面完，虽然还不知道结果，但总算是结束了这次与开发的征程。回想起自己的处女面，缺点多多。 

总结下， 

网申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工作地点一定要填长春，否则网申都过不去。另外专业一定要填对了才行。我们寝室一

大牛，把毕业时间给填错了，结果真的就没让笔试。 

笔试 

笔试别的面经里都有写，问题不大，关键是答题速度一定要快，数学题留着最后做吧！浪费时间 

群面 

群面的时候楼主很紧张，总是打嗝，发言是时候紧紧盯着自己的资料，表现不好；真正开始讨论的时候楼主还是

发挥了平时能说话的优势，保住了 LEADER 的位置。最后总结的时候也是稀烂无比。不过最后进了单面，这个楼

主自己都没有搞明白是为什么。对于大家比较惯性的问题在这里给予解答，首先群面的问题必定的在 N 项中选出

几项来，可以再网上找找，我这次是酒店管理和科学家的排序。另外关于怎么算表现好还真不好说，楼主这组 13

人，两个表现比较抢眼的都进入了单面，剩下的四个人都是不怎么参与讨论的，但都说出了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

所以不用抢着当领导。只要在小组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就应该 ok。 

单面 

单面很简单，自我介绍，然后就悲剧了，我这组的面试官特别喜欢问专业问题，基本上把我简历上的所有科研项

目都问了一遍。据说好像只有我碰到了这种情况，剩下的人的单面都是很轻松的走完了。英文的话大家都一样，

不 需 要 准 备 什 么 ， 反 正 就 是 一 个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GPicFaceTpBq\3020\00100D31.png 差就可以说明一切了。 

刚刚面完，10 个工作日内给通知，通过之后必定还来总结。 

最后感谢下前人的面经。 

 

 

第三章、一汽大众求职综合经验 

3.1 2019 一汽大众春招面经，供后人乘凉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3 月 22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6705-1-1.html 

本人东北 HIT 本科一枚，于 16 日收到了一汽大众 dreaming offer ，近几天被毕设搞得脑阔疼，干脆来栽

树供大家今后乘凉。 

首先说下个人情况：考研失败，排名渣渣（并不是谦虚，是真的渣渣），英语六级 480 多，大学经历主要有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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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班、优秀学生干部。 

至于刷简历这一块，一汽大众确实挺严的，比较看重六级以及专业是否对口，六级必过是硬要求。周围有 6 个同

学都投了简历，简历刷了 3 个（2 个六级没过，1 个专业不对口，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对口的岗位） 

测评一 

比较常规，电脑手机都可以操作，116 分钟，分三个内容，性格+公务员文字题+逻辑计算题，如果做过其他公司

类似测评的童鞋应该还可以，反正我认识的都顺利通过了。 

测评二 

就是群面（无领导小组讨论），3 月 6 号上午。我们那组 10 个人，4 个硕士。讨论的题目是如何解决某城市的交

通拥堵，材料上提出了六个方案，要求我们按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排序，整个群面的流程是先思考 5 分钟，之后

每人自由发表观点 1 分钟，小组讨论 20 分钟，最后三分钟推选一人总结。不论你的观点是什么，一定要饱满的

说出来，最好举点生活中的例子。整个群面过程，重中之重就是要让面试官在小组里记住你，让面试官觉得你见

多识广是最好的。 

当晚 9 点，通知我参加终面(同组的两个同学都被刷了,我们 10 个人通过了 5 个，3 个硕士 2 个本科）。 

终面 

3 月 8 号参加终面，最好穿正装，因为面试官都是正装。进去之后 4 个面试官（目测 3 个 HR，一个技术主管），

齐刷刷看着我，我做出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以下是详细问题： 

1.中文自我介绍，包括你的主要经历，对投递岗位的了解等等 

2.除了打篮球喜欢跑步吗？（可能问这个问题是为了让我放松） 

3.考研了吗？考了多少分？为什么不调剂？如果大众没给 OFFER 会选择二战吗？ 

   本科生回答这种问题真诚一点就好，我当时回答的是如果没找到理想的工作会去二战。 

4.为什么不选择上汽大众？ 

   WTF？本以为会问我为什么选择一汽大众，结果......  我的回答：在我眼里一汽大众的德国车血统更加纯正，上

汽大众过于中国化了；而且上汽大众没来 HIT 招聘呀（半开玩笑，面试官笑了） 

5.如果有机会，你还会选择哪些车企？ 

   又一个刁钻的问题，之前完全没准备，临时说了丰田（当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之后又追问为什么是丰田，

就随便说了一下我对这个品牌的认可度还不错，比较可靠。 

  总的来说我自己对这个回答并不是很满意。 

6.成绩怎么样？ 

  必问题目，楼主成绩不好，就如实说了，并且表示这是大学很遗憾的一件事，如果有机会我会放弃一些活动，

好好学习（成绩不好还是低调点）  

7.对于分配地有什么要求？ 

  首选成都，然后总部长春。（结果是长春） 

8.为什么喜欢成都？ 

  结合自己情况回答就好 

 

以下都是比较常规的问题： 

9.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10.最失败的经历，获得了什么教训？ 

11.社团经历有哪些？ 

12.家里的情况，父母工作，有没有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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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技术主管问的：毕设做的什么？能不能坐得住搞科研？最喜欢哪门课？哪门课最困难？（全程关于专业的问题

就这么多） 

 

然后开始英语环节了，首先让我抽一段英文段子，大约 100 词左右，读出来翻译，词汇量还可以，涉及一汽大众

的英文全称 FAW-Volkswagen 。 

之后问了两个英文问题：1.你不喜欢什么样的人？ 2.如果和领导意见不一致，你会怎么做？（本科生压力面试问

题还是比较多的） 

 

结束的时候说下周给结果，等了 8 天，一度以为凉凉了 ，结果还是收到了惊喜。貌似大众主要是刷简历和

群面的时候淘汰率比较高，终面只要别太紧张就没什么问题。 

听宣讲会的时候礼堂 500+人，群面的时候大概 80 人，终面 30 多，通过的怎么着也有 20 多。 

 

 

 

 

 

 

3.2 一汽大众长春 2019 春招测试一，二，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3 月 18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6134-1-1.html 

LZ 吉林某 985 工科本科，机械工程，3 月春招投递一汽大众（一下均指 3 月），（其实秋招投过的可以找 HR 经理，

后台操作清空数据，具体咨询 HR 经理），6 号宣讲，8 号才通过 HR 将后台简历清空重新投递，9 号收到测试通知，

116 分钟测试题（系统开放 180 分钟），包括性格测试，行测等 3 套，时间比较紧张，题量很大，做完之后，10

号收到测评二通知，11 号在学校进行测试二，群面，研究生和本科生一起，题目很平常，不太适合争辩，说出自

己的观点就行，也别太沉默，11 号晚收到通知，12 号面试，3 个面试官，一个检查所有材料（注意最好将所有材

料备齐，只要是出现在你的简历中的，都要有），另外两个问了一些比较平常的问题，LZ 紧张的以至于英语说得

超级烂，哭泣 ing，同时对简历中所有的项目进行询问，比如专利排名，论文内容，项目人数，项目中扮演角色，

人员分配等，之后就是材料上面的问题会一一询问。现在还在等消息，期待给 offer。攒人品。一汽-大众 2019春

季校园招聘暨 2020预开发选拔活动宣讲会-吉林大学站 

地区：吉林省 ，时间：2019-03-06 (星期三) 18:30 - 20:30，场地名称：吉林大学南岭校区逸夫机械材料馆 8楼报告厅 

 

 

 

3.3 一汽大众 2020 预开发啊啊啊啊失败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3 月 12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5603-1-1.html 

本人坐标东北 985 研究生一枚，哦是个妹子，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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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日学校宣讲 

3.8 日网申截止 

3.9 日凌晨邮件测评一通知，网上测评，当天下午 3 点开放系统，答题时间近 2 小时，而系统只开放 3 个小时，

和四个小伙伴同时答题，好在题目都是一样的，大家互相帮忙最后答完了。一共三个部分，前两部份是性格测试，

后面一个部分是行测题，90 分钟，个人感觉还是挺难的，可以平时做做题目练习一下，毕竟很多企业都用得到。 

3.10 日收到测评二的通知，据说是群面，带好相关证件，一汽大众都是要求原件的，大家最好都提前准备好。我

是 11 号下午两点半开始，小伙伴们也都收到了测评二的通知，不知道测评一阶段有没有刷人，但我们群面时间

都不同。之前也没找过工作，根本就没有面试的经验，更别提群面了，赶紧上网搜了下面经，什么 Leader，time 

keeper，recorder 等等吧，但是真正面试的时候都没用到，哎。当天下午大概 1 点 30 左右吧，有工作人员给我打

电话说前面面试的进展表较快，问能不能两点钟过去 参加面试，当然可以啦，难道还能说不能吗！赶紧换了正装

赶过去，还好在学校里比较近（为了这次的群面我还特意去买了白衬衫和裤子，还有鞋，哎希望能通过吧）面试

开始了，有两个面试官都是男的，坐在前面，下面是几个桌子拼成 U 字型，我们围着坐。一个面试官介绍了下规

则，另一个下来检查你的证件，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组是关于对传统汽车行业的影响方面的话题，有几个因素让

你排序并且提出一到两条建议。先是 5 分钟读题，每人 1 分钟陈述观点，20 分钟讨论加出结论。哎呀，题目刚开

始理解的就和别人都不一致，我们还是有人提议按照顺序发言，我是 3 号，还没理解明白题呢，说的也和大家不

一样，感觉自己要凉凉。讨论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说什么，前面看的面经都白看了，插不上话也，没啥想法后面干

脆放空了，哎我的处女面就献给一汽大众了，没想到拿我在意的企业练手了。最后我旁边的同学起来总结，还有

一个同学补充了点时间就结束了。全程我好像就说了两句话，感觉还无关紧要，哎，难过啊。最后，面试官问了

下工作意向地点和生源地就完事儿了。说晚上 7 点之后通知结果，焦急等待中，希望会有好结果吧。 

等到晚上 8 点多，同组的小伙伴两个男生收到了单面的通知，哎，我是放弃了没戏了，收拾东西回宿舍看视频放

松去。果然，12 号早上收到了邮件，确实没通过诶。一个课题组的另一个女孩子也没有通过，也不算很难过吧，

安心科研，能早点完成毕业条件，记录一下自己第一次找工作的经历。希望下次能有好结果，秋招再见吧～ 

 

 

 

3.4 热乎乎的面试经验——一汽大众求职全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0371-1-1.html 

感谢应届生论坛，面经都是从这里获取的，现在回报论坛~~面试时间：10.08--10.12；面试地点：北京 

 

 

我本科毕业于西安某垫底 211，硕士毕业于中部六省垫底 211（估计已经猜出来了，哈哈，保密~~），机械，6

级本科考的不到 500，德语学了学没有过四级。本科毕业春招的时候就参加了一汽大众的校招，当时赶到了北京

去参加笔试，笔试被刷 ，惨淡的调剂到家乡的 211 继续读硕士。 

 

 

今年秋招也是广撒网，因为学校出身不好，却又非常想去车企，所以只能疯狂投简历。。。一汽大众我都不知道 9

月份什么时候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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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号晚上收到了笔试通知，也就是测评一，当时都炸了！！！超级激动！！！要求 9 号上午做完在线测评题目，

106 分钟，行测 70 题，心理和性格测评题数忘记了。吭哧吭哧做完之后，内心忐忑的等待结果，因为本科就是因

为行测被刷，一直心心念念。 

 

 

 

晚上 8 点左右收到了测评二，也就是群面的通知，要求带上各种原件、三方协议等等，赶赴北京，下午 13 点面

试。当时又炸了！！！特别激动，赶紧准备各种复印件、原件，买动车票，没想到没票了 ，内心一万只草泥

马奔腾而过。。。没办法，用携程抢票，为了加速还专门多花了 30RMB。。。晚上快 11 点了抢到一张早上 7 点的高

铁，回到宿舍有赶快准备各种材料、西服、洗漱用具，塞满我的小行李箱，快一点了上床睡觉~~激动地睡不着哇

QAQ 

 

 

 

10 月 10 号早上 5 点就爬起来洗漱，打曹操专车去动车站（花了我好多钱 QAQ），在车站吃了点东西，赶紧上车。

在车上一直刷应届生论坛，准备面试经验，内心在想，万一群面过了呢，所以就在准备 Hr 面的东西，比如自我介

绍、家乡、优缺点、一汽大众相关知识等等，在动车上边写边背，路过的大叔还关心的问了我：“你上了车一直在

写，是准备什么呢？？”，我就说准备面试~~ 

 

 

 

赶到了北京西，地铁去往面试站点附近的快捷，随便买了个面包啃了啃，就换上西装，把自己打扮的人模人样的，

英勇赴战场 ！！到了北航，把自己的简历交一份给 hr，自己按照要求把原件按顺序排好，准备进场。几乎

所有面试的人都穿着正装，并且按照专业大类进行了分组，当时我们机械（车辆）在内分了一组，10 个人，面试。 

测评二内容：对四个营销策略进行排序，说出自己的理由，并且对 2019 年一汽大众的发展提出两条建议；继而

进行讨论，决定出顺序以及两条建议。 

在读完材料之后，大家就各自发言，我发言的时候不前不后，先说了自己的排序以及理由，但是我脑残，没有说

两条建议，当时群面结束之后我真想给自己一耳光。。。 

接下来进行小组讨论，我没有充当 leader、timer、keeper，只是小 member，参与讨论，因为前一天没休息好，

讨论过程中我说了啥干了啥，自己都懵逼，但是我有条理的把所有人的排序以及原因、两条建议进行了笔记，写

满了 HR 给的纸~~。。 

面试结束之后，HR 问了两个问题：①期望城市（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我说了天津、长春、青岛（因为是北方

人）；②现在已经拿到的 offer，我说了长客（中车长客，也在长春）。 

 

 

 

下午等到了二面（也就是 hr 面）通知，又兴奋到睡不着觉。面试在第三天（12 号）。麻溜的准备面试内容： 

   一、自我介绍（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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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校介绍（中英文） 

   三、家乡介绍（同上） 

   四、为什么选择一汽大众？（同上） 

   五、自己的优缺点（同上） 

   六、别人如何评价你？（同上） 

   七、未来（五年）规划？（同上） 

   八、怎样看待长春/为什么想到长春/对长春有什么了解？（同上） 

   九、家庭介绍（同上）   十、自己的兴趣爱好（同上） 

   十一、用德语介绍自己（德语）使劲背啊，感觉自己脑细胞都要死光了也记不住。 

 

 

 

10 月 12 号上午，打理好自己，穿上西装，骑着自行车，前往面试地点~~本来说 11:00 开始，一直等到 11:30。

在登记的时候，我看到我是最后一个也是出身最差的一个，前面面试的有一个是清华的，两个北航的，一个没太

注意，但也比我学校好。。面试过程就不详细说了，提到的问题有： 

    Q1、自我介绍 

    Q2、父母工作 

    Q3、自己优缺点（这里注意一下，说缺点的时候也不要耍心眼，比如说自己缺点就是不太会拒绝人啥的，HR

当时就说换一个。。。但是说缺点的时候要以实例为证，并且要说出自己一直在完善自己等等的） 

    Q4、你父母愿意让你去长春？ 

    Q5、你的生活费怎么来？ 

    Q6、你在空闲的时候干什么？ 

    Q7、你为什么学日语？（因为我考了 N2，证书也夹在原件里面。。。原因嘛，很简单，我喜欢看动漫~~~） 

    Q8、你想过出国没？ 

    Q9、你对一汽大众有多少了解？（English） 

    Q10、你在宿舍几点睡觉？ 

    Q11、能接受加班吗？ 

    Q12、财务类和采购类愿意接受么？这些岗位也需要工科背景的学生。（我当时回答当然接受。。。因为没法子

挑啊） 

    Q13、玩游戏不？（我手残党，不会游戏 QAQ） 

    Q14、有女朋友没？（有过）为什么分手了，是你的原因还是她的原因？（我心里 mmp） 

以上大概就是当时提问到的问题，前后顺序可能不对，但是八九不离十，还有一两个问题我也不记得了。。。 

 

 

 

10 月 16 号下午收到体检通知。。。。。 

 

 

昨天（10 月 23）收到 offer。我想去天津，但是，没有去成。。。最后去了。。大家都懂 

 

 

希望各位求职一汽大众的小伙伴们加油！！希望面经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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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可能是秋招的最后一个面试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9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8650-1-1.html 

昨天结束了一汽-大众的面试，过程可以说曲折颠簸，在准备期间从论坛收获了很多经验，所以过来写一写，造福

后面面试的小伙伴吧。 

 

楼主坐标天津，985 硕士，工科女，专业是金属材料。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工作地点选择天津是对我从小到

大没离开过天津最起码的尊重，这也导致楼主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频频受挫。不说这些啦，说说这次一汽-大众秋招

的情况吧。  

一开始楼主收到的是简历未通过筛选的感谢信，当时心拔凉拔凉的，因为一直以来一汽-大众都是楼主心中理想的

企业，没想到网申都没过。当第二天上午楼主重振精神去参加一个其他企业的宣讲会时，收到了测评通知，要 10

点测评。当时和我一起的同学也收到了，他还是是骗人的吧 。紧接着收到了第二封邮件说是系统故障导致

了漏筛，工作人员也打电话过来询问能否参加。当时真的很开心，立马奔回了实验室。测评 116 分钟，三部分，

时间有点紧。晚上收到了测评二的通知，第二天进行测评二，了解到测评二是群面当时还是挺紧张的。到了面试

现场，发现一大部分都是自己班里的同学，基本都是妹子 。 

我们这一组的讨论的主题的关于新宝来在某大型广场举办线性推广活动，要商量出一个策划案，包括主题、宣传

口号、前期推广、互动环节等。整个群面的氛围还是听轻松的。楼主第三个发言、肯定了前面同学了观点，并进

行了自己观点的阐述。期间还提醒了 leader 关于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们组 leader 一直把时间看错了。最后总结没

有人主动，楼主就主动问了一句有没有自愿总结的，没有的话就由楼主总结了。讨论结束后面试官指出了我们在

思考问题上的一些不足，给出了一点建议。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在面试之前，一定要全面了解企业，包括企业下面

的产品，就不会出现楼主这次群面中新宝来明明有宣传口号可以拿来直接用，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低级错误了。

最后问了一下意向工作地，每人选两个。就让回去等通知了。 

10.16 晚上收到了群面通过的通知，通知 18 号下午进行面试。楼主把论坛里涉及到的中英文问题都整理了一遍，

忐忑的踏上了面试的道路。因为距离面试地点比较远，出发比较早，提前了半个小时到的。签到后就一直在外面

等。1 点 35 左右面试官说可以进来了。两位面试官，一位在群面时见过，另一位比较年轻，主要负责记录。首先

递交了简历和材料等。然后是四分钟的自我介绍。。。可惜楼主只准备了两分钟。介绍了学校、科研、社团、实习、

性格和这次报的岗位，大概因为紧张、中间还有点忘词，语速还快，估算下来也就一分半吧。然后就详细的问了

科研情况和实习情况、家庭情况。 

Q1：自我介绍 

Q2：科研情况 

Q3：实习情况 

Q4：对一汽大众了解吗？ 

Q5：是天津人就没想过要出去看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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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是不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工作 

Q7：觉得自己性格怎么样，有什么缺点吗？ 

Q8：自我介绍里说学生会体育部主席，这个是怎么分配的。楼主提到很喜欢运动，顺便问了一下平时喜欢干什么、

什么运动 

Q9：对把的这个岗位了解吗？ 

Q10：英文翻译 Orz，一部分单词不认识，翻译的磕磕巴巴的 

Q11：英文：Why choose FAW-VW 

                   the worst thing(楼主英语实在是太差了！！！) 

Q12:最后问了考研成绩、有没有 offer、都面试了哪些公司、师兄师姐都去了哪些公司等等 

就结束了，回去等消息，两个星期 

其实从一开始简历被刷又通知过了的时候楼主就觉得走一步算一步吧，无论什么结果都能接受，没想到最后一直

走到了最后，反而被刷会有点不甘心。不过现在也无法改变什么，只能耐心的等待。如果这次没拿到 offer，可能

楼主就要迈上漫长的公考的道路了。祝自己好运吧，也祝秋招中的小伙伴好运~  

 

 

 

3.6 一汽大众威海站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8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5533-1-1.html 

笔试：笔试 100 道行测题，100 分钟，要现场答题涂卡的那种，当晚会收到是否进入下一轮面试的通知。我个人

觉得笔试题不是很难，但题量真的很大，总体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好好准备准备。 

群面：一汽大众的群面题一般都是 5 选 3,10 选 3 这种，这种题在讨论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分歧，更加考验应聘者

的团队合作和劝说他人的能力，大家可以提前有针对性的准备一下。 

终面：终面就是 3 对 1 的结构化面试，会针对个人基本情况和你的简历提问，如果是硕士的话会问本科成绩和考

研成绩，lz 本科成绩不是很好，面完之后还是很担心的，但我没有放弃治疗，我还是对我的成绩进行了一些合理

的解释。然后是英文长难句翻译，总体来说不是很难，在英译中的时候要注意翻译语序，毕竟英文和中文的语序

是不同的。问了我两个英文问题，一个是对一汽大众的印象，另一个是业余活动，我提前稍微准备过，所以回答

的还算流畅。总体来说终面就是结构化面试，感觉面试官还是挺严肃的，也很专业。 

在论坛潜水很长时间了，本人是东北人，最想去的企业就是一汽大众，今天回馈论坛，积攒点好运气，希望可以

拿到一汽大众的 offer。  

 

 

 

3.7 一汽大众面试全流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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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5301-1-1.html 

自己是东北人，985 管理类小硕士，秋招开始前就准备大众的笔试题，在论坛上看来不少前人留下的宝贵经验。

目前状态完成一汽大众三轮面试，offer 待定中。测评一是现场形式试卷 95 道题，行测题分类和前人差不多，逻

辑，语言，图形，表格，企业文化等。个人感觉最后 10 道比较简单，时间有限时可做取舍。测评二无领导+面试

提问，我的题目是和大众相关的热点，这里需要注意认真听面试官说的要求，不许做什么事情，规定时间限制之

类，比如不许在题签上标记，这小点就有很多人做不到。大众的通知给的很快，第一天笔试，晚上半夜给二面通

知，第二天面完群面也就一两天通知终面。终面是结构面，包括英语阅读和英文提问，我当时的英文问题是你对

一汽大众有哪些了解，用英文简单介绍下。楼主由于一点意外终面迟到几分钟，内心十分愧疚加剧了紧张，很多

自己明明知道的知识点都大脑空白，没答上，总而言之一句话，太紧张影响状态。其他小伙伴千万分清主次，争

取大众的时候，其他的都先放一放，以大众为主，目前楼主处于待定状态，但愿十一过后，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

论坛赞一波人品先，加油吧。 

 

 

 

3.8 我也来攒攒好运， 分享一下自己从网申到终面的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4 月 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7230-1-1.html 

楼主从大众开始秋招的时候就投递了简历，  之前也投递了其他的车企的简历，  日产  ，长安汽车之类的。也面

试了几家，  最后在 10 月 20 日收到了日产的 offer，  当时自己还看了一下自己投的大众的简历，  结果显示后台

未处理， 知道大众面试那天，自己还没收到面试通知，  也看了一下自己的简历也处于未处理，人家根本就看不

上， 自己也就心灰意冷，    于是就签约了日产，  就再没投递过其他单位，也就想着毕业去日产了。 

结果，我自己都没想到，大众春招时候，楼主是西安的一所高校的，  就在 3 月 30 日上午九点多的时候，突然接

到一个辽宁大连的电话，  问我要不要参加大众的笔试， 我当时就突然懵逼，  最后想到自己秋招投递了，可能

是人没招够，过来补招了。我当时就想着，要不就试一试？反正也没事，于是自己就 接受了笔试通知，  自己同

时也收到了笔试通知的邮件。  于是便立即起床，收拾了一下自己所要准备的材料，在 30 日下午去交大参加了笔

试，   那天有两个笔试教室，楼主看了一下自己的笔试教室，直到笔试开始，教室里才坐了不到 20 个人，两个

教室也就 40 多个人左右吧笔试就是 100 道选择题，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95 道行测题，5 道企业文化题，  题

量有点大，自己到最后也没有做完，就把剩下的 10 个左右随便涂了一下。笔试完，自己感觉题答得还可以，感

觉能进入测评二，便从交大骑车回到了学校， 回到学校七点一十多的时候，  收到了笔试通过的邮件，又过了一

会收到了 4 月 1 日上午 10 点参加测评二的电话，  大众在这一方面还是效率比较高的，这么快就收到了测评二通

知，  并且每次发完邮件还要打个电话再次确认一下，确保不遗漏每一个人。 

于是自己便了解了一下测评二具体是无领导小组面试，在 31 日在网上搜了一下无领导小组面试的题目及其技

巧，  也准备了一天，感觉无领导小组面试自己不是太担心，也有一定的把握。 

4 月 1 日，自己就早早起床，没有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但是穿上了一身帅气的西装，就骑车过来交大旁边的酒

店等待面试，刚进去发现已经有人在等待面试了，  我还以为自己和她们一组，在她们准备面试时候，我也站了

起来，结果很尴尬的是，人家说我是下一组的，让我稍等，看了一下他们的成员，八个人里面有七个是女生，  我

庆幸自己没有和她们一组，不然面对这些女生，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发挥，这可能就是工科学校男生的痛吧。 

我就一个人在那等着。陆陆续续地其他人也来了，  最后一起聊着聊着，结果发现好多都是我们学校的，  有一个

还是我直系的学长， 当时就一起加了个微信，说是不管结果怎样，互相通知一下结果， 第一组面完之后，我们

八个男生就一起进去了，我被分为 6 号了，  接下来就和 其他面试经验一样了， 一个男面试官一个女面试官，  女

面试官讲了一下规则和时间之后就开始了， 我们的题目是  汽车的宣传手段，从十个方案里面选择 3 个，并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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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个最重要的，并说出你的宣传策略，具体怎样面试的就不讲了，这些还得看自己的平时发挥，到最后，  面

试官就开始一个个问是否都签单位了，都签哪儿了，   还有选择两个工作地点。   之后面试就结束了，  我也就

从一个人开始加入到学长的队伍里面，  坐车回到了学校，并互相说有结果了互相通知。回到宿舍， 我就赶紧躺

下休息了会，没想到 12 点多一点就收到了参与终面的通知，最后问了一下学长们，才发现我们那一组 8 个人过

了 7 个，真的是破天荒。 

由于听说有英文面试，楼主的英文那叫一个蹩脚啊，发音不行，听力也不行，也不知道自己的六级是怎么过的，  于

是自己便好好准备了一系列的英文问题，就是关于自己学校  爱好   家乡    怎么学英语    最近看的书    之类

的，  准备好后便开始一遍又一遍的 记，那感觉叫一个酸爽啊。 

4 月 2 号早上自己很早就起床了，虽然是 11 点的面试，由于学长是 10 点半的面试，况且面试地点在一个没去过

的酒店里面，就约定早一点九点出发，我起来之后又背了一遍的英文，就收拾了一下，准备出发了， 我两打车来

到酒店 25 层， 签完了到就坐在椅子上开始又复习一遍英文，由于坐着正对着面试室， 面试的氛围让我感觉更

加紧张了，   可能是找自己想去的工作和找自己喜欢的人做女朋友一样，都特别紧张吧。11 点左右，我拿着自己

的简历和材料进入了面试室， 果不其然是 三面一，一女二男，我把自己的简历和材料交给面试官，其中一个面

试官就开口说欢迎来到 2018 一汽大众春季面试一环节，  说完之后不知为什么，我竟然不紧张了，  然后就开始

自我介绍，   介绍一下自己的优点    缺点     ，介绍之下自己的性格  ，认为自己的性格怎么样，    大学里最

遗憾和最自豪的一件事，   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    为什么不选择成都岗位，  为什么要去佛山和长春，  楼主

当时说自己听别人说成都岗位人好像满了，就没选择，结果女 hr 就问谁给你说的，    然后还说没有满， 如果给

你一次从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选择，我当时就说， 我还会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有第三个选择我会选择成

都，   我心里一想，这一看就是个坑，  要是改变自己的选择肯定就不行了。  还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最后男 hr

又开始说  准备好了吗，开始英文问答，  由于自己  之前说自己喜欢足球，  面试官就说 can you introduce your 

favorite player. in football?好像就是这样吧，我就按照自己之前准备的，回答了一下，  感觉自己回答的还可以，

他也一直在点头，   没想到  又有一个坑自己挖出来了，自己说自己经常踢足球，  结果  人家又问 which position 

什么什么的，我一想肯定是踢足球的位置了，然后我就想啊想，不知道后卫怎么说，  男 hr 以为我 没听懂，又强

调了 position 这个单词，我当时就直接回答，yes,i know,but idon't know how to say 后卫，  他当时就点了一下

头，然后就再也没问英文题，  又问了我几个中文题之后，便问我有没有什么要问他的， 我就问了两个关于发展

之类的问题，最后都准备给我说面试结束了，又问了其他两个面试官还有什么问我的？    结果另外一个男 hr 又

问我关于行测之类的问题，就是比如你和一个人方案不同，你们怎么解决，回答完之后又问  那假如你知道自己

的方案是正确的，他的是明显的错的，怎么解决？  我又回答了问题之后，面试就结束了。 

  今天总结一下自己的面试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下，  也期待自己能收到满意的结果吧。 

 

3.9 2019 一汽-大众春招（武汉站）经历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9045-1-1.html 

 

 

 坐标长沙，机械本科。我考研失败，春招才开始找工作。二月底一汽集团的红旗和第九设计院曾来我们学校，我

没通过红旗的面试。后来和在一汽的一学姐聊起，学姐提醒我说可以试试一汽-大众。但一汽-大众不来我们学校

宣讲，所以我找了他们的招聘网站。庆幸我当时没有犯拖延症，在截止日期（3 月 3 号）前投了简历。 

      3 月 4 号后收到了测评一链接，题目是行测+心理测验，个人觉得行测题中逻辑题、图形推理题、数列题还

是有难度的，建议找工作前刷刷这类题目熟悉一下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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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号收到了测评二通知，要求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到武汉某酒店。但我 5 号下午还有开题答辩，想提前到武汉

的话还得找旅店，两边离高铁站都挺远，坐高铁不一定快多少，就决定 6 号早上坐火车去武汉。 

      6 号上午十点到了武昌车站，因为心疼打车钱而选择坐公交，结果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看来该打车的时

候就千万不要抠门，耽误要事就得不偿失了）到酒店时那一组就等我一个了。 

      测评二是无领导小组讨论，我们组的题目是分析纯电动车、混合动力车、燃料电池车的投资前景，算是排序

题。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无领导讨论，经验近乎零，只好硬着头皮发了几次言。最后我们组的观点大致分了两派，

也没统一意见。我提议让一位同学做总结，那位同学也没征询大家就直接做总结了。个人觉得无领导小组讨论的

发言还是有一些“规则”的，网上有具体的介绍。至于输出观点，就看平时积累了。如果实在没有想法，也可以做

记录，补充别人的观点，或者把别人的观点换个说法重复一遍，说我同意某某的观点。记住：无领导小组讨论的

观点其实是没有对错之分，所以不要太固执。 

      下午收到了第二天参加测评三（终面）通知，晚上特意出去租了一套正装。第二天早起复习生产管理的内容

（我的非核心课，而且学得一般）其实开始我想投研发岗，但考虑自己本科学历，就投了生产管理岗，而我是机

自专业。虽然我知道有英语考察，但当时光顾着复习生产管理了，没准备英语。这个错误的决定也让我后来的英

语问答非常尴尬，而且后来面试也没问我生产管理知识（原因后面讲）。 

      终面三个面试官，看上去两位 HR，另一位是管理人员。先给 2-3 分钟自我介绍，然后两位 HR 问了学习成绩、

考研情况、有无女朋友、社团活动、志愿服务家庭情况等，又问工作地点意向、是否和家人商量过在外地工作。

另一位面试官问了我做过的项目的一些细节。谈到我申请的岗位，HR 说生产管理岗位需求比较少，问我有无其他

意向。当时我有点懵，我就说生产设备维修（也是生产类）。这时 HR 表情有点奇怪，问我除了这个呢。我索性

就实话说自己心仪的是研发岗，但我真心想加入一汽-大众，考虑到自身学历，为增加几率才申请生产管理岗。HR

说其实也有需要本科生的研发岗位。那我就说我的意向是研发岗（当时我有种被忽悠的感觉）。接着 HR 问了大

概是 “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事”，我又没提前准备，临时说了些。接下来是考察英语，先抽一纸条上有一小段英文（3、

4 句），给一分钟阅读，然后朗读并翻译。我抽到的那一段话有几个大众品牌的英文名，好在之前做过一点功课，

所以都认识。问答环节面试官问“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真是一点都没准备英语问答，口语差还紧张，

当时脑子里连一个描述品格性格的形容词都想不起来，最后硬诌了一两句。估计面试官看我英语口语太差，也就

没再问。最后问我有无其他问题。我也没提前准备，就说没了。然后我的面试就结束了。 

      回想自己面试的表现真觉得一般，好在两周后收到通知。我被分到了长春新捷达，后来了解到今年一汽-大

众要新推一个低端品牌（新捷达），岗位需求比较大。对我来说，虽不是大众或奥迪，但以自己条件，能进研发

岗也是很好了。 

      等待期间，我校招这边过了普联的模具工程师和比亚迪新能源卡车研究院的一个岗位，不太合心意也就没签。

听说东风日产待遇很好，但自己竟然栽在了测评上，连面试通知都没有。后来也没有心仪的企业过来。给长春寄

出三方后，我的求职经历就此告一段落。 

一点提示： 

1.    找工作不要局限在来自己学校的单位企业，可以主动网申（就像 19 年春一汽-大众只在几个学校进行了宣讲） 

2.    可以有针对性的刷一些行测题，对我来说有些测评题目还是挺头大的 

3.    必须准备“宝洁八大问“，准备一些面试常问的中、英文问题 

4.    一定要提前了解企业/品牌的基本信息 

5.    自我介绍要有背熟的稿子，但说得时候不要像背课文 

6.    最好准备一个要向面试官了解的问题，因为一般都会有让自己提问的环节 

7.    不要迟到，该打车的时候就要打车 

可能下半年入职了以后会更新一些关于工作岗位的内容。 

祝大家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插一个古董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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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2020 届大连站 一汽-大众预开发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3 月 2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6898-1-1.html 

 

 

吼吼~终于等到你~ 

一汽-大众预开发终于在终面结束的第 10 天给了录用的通知。废话不多说。 

【简介】本科 211，硕士 985，保研，本科前 10%，硕士排名不知道，英语六级，分数不到 500。 

【网申】3 月 8 日 18:00 前截止  网申应该是机器筛选简历，学历 211 保底，六级 426 分及以上（注意！！不是

425！！！卡线过六级的赶紧重新报名吧！！！）。简历截止投递的当天凌晨就收到了参加测评的邮件，中午吃饭的时

候收到了电话，通知下午网上测评。（再次注意！官网简历信息中一定要好好核对邮箱地址和电话，千万别写错！

楼楼就是邮箱 com 里面手滑多打了个字母，结果从头到尾都没有收到邮件提示，只能通过电话得知下一步的面

试。哭唧唧） 

【测评】3 月 9 日今年改成网上测评，116 分钟，无摄像，三套题，前两组性格测试 6 分钟+20 分钟，第三组行

测题，无企业文化 90 分钟 70 题。时间比较紧张，千万不要仔细思考，而且每一组题一定要在倒计时结束前提交，

不然就白答了。（官网给的链接一直 404 报错，后来在手机上手动输入网址才进去） 

【群面】3 月 11 日  3 月 10 日接到通知参加群面，提前看了一下无领导小组面试的几个著名案例，注意事项什

么的，然后心里自导自演了一场面试哈哈哈。我们那组一共 12 个人，有几个本科生，大家穿的都很正式，男生

西装领带大金表，女生西装高跟鞋，我是没有提前准备正装，觉得西服外套穿起来不好看，就直接穿的白衬衫，

西裤，小皮鞋，只要干净利落就好。我们组的群面题目是为新一代宝来制定宣传口号、主题、线下推广方式、互

动环节、试驾环节等等。快速审题，抓住细节关键词，围绕关键词展开，千万不能偏离主题。审题十分关键！！！

（我们这个题目是线下某大型商场，就不能去想线上或者更换场地之类的解决方法） 我并没有第一个发言，三四

个同学发言之后，我的思路更清晰，然后我站起来把前面说的可取的观点肯定了一下，然后从总体上叙述我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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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的问题，并进行任务划分，先解决什么问题，后解决什么问题巴拉巴拉的，然后后面同学从不同方面叙述

的时候，我都在草稿纸上做好标记，方便后面汇总。个人观点陈述完毕后，我发现我们小组的人不太积极，中间

停了 2 秒，然后我就果断站起来分工，先解决目标人群，然后口号，然后前期推广策略，接下来是线下推广策略，

现场互动环节，试驾，然后一整合就是整体的流程方案。真个小组按照我的划分进行讨论，我在合适的时候肯定

我认为合理的观点，然后提出我的观点，在询问大家的意见。我旁边的男生是 timer，提醒任务进度，所以讨论

过程比较顺利。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小组选出一个代表陈述，所有人推荐我，然后我就成了大家推选出来的 leader，

嘻嘻嘻，比较顺利，也比较幸运，自然进入了终面。（群面结束会询问本科生是否有保研资格，是否考研，研究生

问是否有读博打算，主要是看你是否会来一汽-大众，回答是的基本进不了下一轮。）群面中只要你对小组进度有

关键的贡献，基本就会进入终面。一言不发或者无关痛痒的观点基本不会给面试官留下深刻印象，分数自然不会

高。即便是话不多，但句句是重点，也会有加分。比如，在讨论过程中，我们纠结在线上推广的方式中时，有一

个同学说我们要解决的主要是线下推广，所以不要在线上这块浪费太长的时间，这个观点就很加分。还有一个就

是，小组成员说请明星代言推广，我站出来说，明星代言确实能带来很好的宣传效果，但成本较高，会给企业带

来较大的负担，利用好互联网这一工具，也能达到十分好的效果。听完我的话，面试官就在小本本上记了点什么

东西。 

【终面】3 月 14 日 收到 3 月 14 日要到大连某酒店面试的通知，有两天的准备时间，我查阅了百度百科和论坛

一类的经验，看准网、知乎等等，从企业发展历程、企业文化、公司发展状况、现有品牌车系（包括车名、英文

车名都记了笔记）、面试中常问的一些问题、自我介绍、英文自我介绍等方面做了准备（一汽-大众每年面试问题

比较固定，可以多搜一下面经，很全的，包括英文问题也挺全的） 

一进门，敲门，面试官看我穿的白衬衫，询问我冷不冷，我说穿羽绒服来的，不冷，嘻嘻 

（1）首先是中文自我介绍（提前写好的，我从学校、专业、学生工作、科研项目方面做了简单的介绍） 

（2）询问家庭情况  父母工作  家庭住址  是否有男/女朋友（如实回答就好，主要看你是否会受对象影响，不稳

定。回答有的话，可以说男朋友或女朋友在招聘时也会报一汽-大众，或者我去哪里，男朋友/女朋友就跟我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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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关系比较稳定。如果嫌麻烦可以直接说没有） 高考省控线多少分  高考分数等等 

（3）接下来是简历上的东西（提醒广大同学，一定要熟悉自己的简历，别前后矛盾，面试官一眼就能看出你哪

些是真，哪些是假） 

         Q1：学生工作的具体内容，你负责的任务，遇到了什么难题，如何解决的 

         Q2：大学期间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实习经历？如何协调学业和学生工作或者兼职之间的关系？ 

         Q3：性格上的优缺点，举例说明 

         Q4：大学时期有什么规划？如何实现的？研究生有什么规划？如何实现的？ 

         Q5：为什么选择机械行业？喜欢汽车吗？为什么？ 

         Q6：你的家乡也有某某汽车企业，为什么不去那里选择一汽-大众呢？ 

         Q7：English Question：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Q8：你的课题是什么？课题与机械并不相关，为什么选择机械呢？ 

（4）接下来进入闲聊阶段，本科的校风校训是什么，研究生的校风校训是什么？你去过东北哪些城市？你对工

作地点有要求吗？父母支持吗？ 

（5）你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吗？ 

 

 

我出来发现面了我半个多小时，左边的面试官最年轻，问的问题比较多，最右边的最慈祥，有的回答把他们逗乐

了，中间那个应该是部门主管，比较严肃，问的都是你学习相关的。总之面完之后感觉和面试官的交流比较轻松，

许多问题如实回答就好，即便想夸自己一下，也不要太离谱，前后矛盾，面试官一眼就能看出来，千万不要被看

出撒谎。再一点就是自信，当面试官质疑我专业匹配度不高的时候，我就举例证明我的学习能力强，不怕吃苦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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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啦，在今天终于收到了预开发的 offer，感谢论坛中前辈们的经验和自己的努力付出，希望

我们都能很幸运 给自己攒人品~仅供大家参考~ 

 

3.11 一汽大众 2020 预开发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3 月 19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6242-1-1.html 

这是一个不是很常规的 2020 一汽大众预开发面经分享，仅供参考~ 

简单自我介绍，女，双 985 车辆硕士，保研，学生工作较多，无德语，六级 550+ 

【网申】只筛硬件，学历卡 211，排名可能是前 40%（有小伙伴填 40-50%被刷） 

【笔试】今年突然改成网上测评，116 分钟，无摄像，三套题，前两组性格测试 6 分钟+20 分钟，第三组行测题

无企业文化 90 分钟 70 题，听说比前几年简单题。 

【小组面】开放式题目，大量文字说明社会现象，“佛系青年”是否消极、理由；造成这个的社会原因、建议。12

人一组 8 硕 4 本，今年大众反常小组面刷人极少，小于 1/3 。楼主风格:有高手做推动者，没高手做 LEADER。[自

我感觉干货]逻辑+简练清晰的表达，建议一定要面试前多练习而且是和陌生人态度认真的练，真正面试的时候很

多平时不吭声的同学都会跟打鸡血似的。而且心态要好，因为真的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前半场楼主照旧第一个

发言，自由讨论站出来立思路，走流程。后期跳出两个男生抢 LEADER，有一个还是不管别人说啥硬抢，楼主放

弃抢转点子王和适当总结，本以为就这么结束了，有效发言应该也够了，都准备扣笔撤了，被那个瞎抢 LEADER

的男生推出来做总结，我当时真的一键盘的????哔???,于是强行预总结，还好平时也当过 SUMMARY，套话还是会

的，然而说原因的时候卡壳了，快速带过，强行说完。这是不是一种同归于尽的方式？？？？结束纠结地骂了那

个男生一下午哈哈哈，还好晚上十点多收到下一轮通知，然而才知道这次小组面基本没刷人。 

【终面】由于小组基本没刷人，于是终面浩浩荡荡排了三天，我在第二天，地点是学校附近的大酒店。[准备]自

我介绍，面经都有的常规中文题和英文题，方法就是套简历+怎么改正解决，简结有层次，道理都懂其实在那个

状态下很难按本子说，但是多准备肯定没错。提前十五分钟到，两个男 HR，其中年轻的还是我小组面的面试官，

年轻 HR 先核对证件，然而我准备了一摞的证书看都没看。自我介绍，中年 HR 第一句话就是“你来实习了就不问

为什么想来一汽大众了”，是的楼主是实习中参加预开发，很不幸没遇到自己的主管来面试，问题：1、学生工作

中难忘的事 2、你怎么取得科研成果的 3、你怎么学软件的 4、成绩的事 5、六级第一次多少分考过几次。英语，

翻译和问题，有同学说没问，也有就翻译，我全套，翻译比较简单，第一个问题他问的是糟糕的经历，然而我 pardon

了两遍也没听懂，我现在也回忆不起来他问的啥，第二，买车买哪个，第三，介绍大众。都准备了半背半现编。

然后微笑告诉我十天内给消息请保持通信。慌张且懊悔且疑问的收拾东西出来了，不到 15 分钟。同学里也有一

直追问项目的，大众真的不是不问技术。建议研究生不要过分重视学生工作一类。 

 

 

3.12 2019 年长春一汽大众预开发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3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597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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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长春一汽大众预开发 

       写在糟糕的终面后。 

 

       本人吉大小本一枚，学渣，成绩年级 30%上下浮动，无任何比赛经验，任何项目经验。 

 

       开学前两天心血来潮翻了翻一汽大众官方招聘网站，于是开学准备网申。今年吉大 3 月 4 号开学，预开发

8 号宣讲，准备时间寥寥无几。我事先把网申能填写的基本资料都填了，草草写了自己的第一份简历。面试过程

中看见研究生学长简历满满的项目经历，羡慕的不行 。再看一下自己的简历，简直空壳一样。 

       网申就把该填写的资料认真写好，该准备的附件记得上传，一些硬性要求还是需要满足的，英语六级什么

的。之前在应届生里看见有些师哥师姐说毕业时间填错都有可能被刷下去，所以大家还是要认真对待网申。9 号

收到邮件网申通过。 

       9 号笔试。今年的笔试是线上测试。3 套试卷，前两套试卷 30 道题左右，为性格测试，大家随心来就行。

第三道试卷全部为行测题，数列找顺序，图形题，资料分析什么的。不难，大家只有认真答，把控好时间也不会

有什么大问题。看面经说考 5 道大众的题目今年没有看到，但是该准备的还是要准备，万一之后考了呢 。 

       10 号中午收到邮件。测评二，也就是群面，在 11 号的下午。该环节可以说是我最害怕的一个环节，我去

年参加我们学校博士俱乐部的群面，除个人 1 分钟发言环节说的磕磕巴巴外，其余时间一句话未说。当时感觉大

家思想好新颖啊，而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 。还有，我有些性格缺陷，骨子里的自卑。我从开学一直到群面

之前一直在看应届生里大众的面经。在这里郑重感谢这个平台，也感谢之前的学长学姐们。看了面经后才知道，

这玩意儿学问这么多。群面问题大都是排序问题，要先制定标准，按照制定的标准分类，排序。发言不要抢，不

要急，发言在于短小精悍，没有废话，思路清晰，表达明确。要发表有见解性的观点，在团队中起到自己的作用。

群面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在于得到结论的过程中你的发挥。下午穿好自己新买的西装（说起西装，感觉穿上西

装是自己最帅的时刻了，另外如果大家有在长春的，推荐去黑水路远东批发常客隆买，我买了一套，算鞋 640，

大家都说质量好，我自己穿着也舒服，纯属个人推荐，绝对不是打广告 ），逃课（结果还被点到了）去面

试。面试地点就在我们逸夫楼。到那发现我们那场大部分都是我们控制专业的，11 个人，应该是有一个没去，不

过除了我和一个长春的漂亮的妹子都是研究生。。。。我这可能更没自信了。不过学长学姐们人都很好，他们也

都很放松，我也就没那么紧张。（在这里多说一句，人都有起伏，希望大家能找到最适应自己的调整状态的方式，

调整时间不要过长,不然好多事都来不及做了）面试的过程也很轻松，大家都非常和谐。我们的题目是汽车行业未

来的发展方向，根据对传统汽车行业能造成的冲击影响大小排序，有电动，自动，互联，共享，逐年更新共享汽

车。排好序后针对其中的一至两个方面对传统行业提出建议。读题思考 5 分钟，一分钟个人陈述，20 分钟讨论，

最后 3 分钟总结。哥们一看题，整整一面 A4 纸，又蒙了，不过我想着怎么都得比上次有进步，怎么得对的起这

身西装，淡定下来了。记得说不是要分类吗？怎么分呢？我就按技术方面和生活方面分了一下类。然后自己按自

己的喜好排了个序。之后个人发言，看学长学姐的建议不是说要第 3、4 个发言吗？我就开始要站起来了。屁股

这么来回抬起坐下 4、5 次，都没抢过他们。终于我差不多在第 8 个左右，站起发言了，其实还有一个学长也站

起来了，不过他是半起身，看我都站好了，就坐下了。群面个人发言环节不按序号来，大家想要站起来发言一定

要果断，上一位话音刚落，你就要起身，不然就没机会。没发言的时候呢，我就听他们说，这些学长学姐不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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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都是大神啊，专业知识一套一套的。有的人是从可行性角度来排，有的人从节能减排等等。我站起来先

说了我把这五个选项按技术和生活分了类，然后是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排的序，balabala……就坐下了。听其他人说

的时候我是真的把他们的排序说的话都记下来，但我发现我的总结能力真实不行，把纸记得乱糟糟的，我就只记

下了我赞同的部分，期间有个老乡加学姐一直在记，一直在记。等大家都发表完观点后，她就来了句，我看大家

都是把共享和逐年更新排在了后面，那我们就这样排吧。我看看我记的纸，想了想，好像大家真是这样排的哈

。。。然后大家开始讨论前三个，我之前记得我旁边的学长说按可行性，企业可实现的角度来讨论，我非

常赞同，就发表了以下观点。然后我那个学姐加老乡她非常赞同我的分类方法，我们就接着讨论下去，之后就是

大神们发挥，各种专业知识，什么 SOE,SOC 啊，我都听不懂，他们连特斯拉干了什么都知道。我没什么说的，就

看了看题目，一看，哎，还要提建议啊，再看了看表，讨论时间差不多过半了，我就提醒了大家抓紧排好序，之

后提建议。可以，起到作用了。之后又是大神们讨论，我就没怎么说话了。不过说实话，我对我这次群面很满意，

我做到了我能做到了，算是半个 timer 吧，提醒了大家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建立了标准。我感觉我们组除了一个

说话不流畅的学长，都挺好的。果不其然，之后终面的时候一个小时内就陆陆续续看见了我们组的 4 个人。 

      11 号接到邮件，12 号面试，在大酒店会议室。哥们刚接到邮件挺高兴，群面都能过，哈哈哈哈。然后又慌

了，当晚还有单片机课设没做，第二天就交。所以其实只有一上午的准备时间。而且我之前是抱着当炮灰的心态

去的，无所谓进不进。但现在走到终面了，就想的多了。毕竟去长春一汽大众算是我最理想的工作了，而且对我

这样普普通通的小本，找个好工作没有那么容易的，要是有一汽大众的培训和实习经历，那就不一样了呀。所以

啊，希望大家无论什么时候还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去想即将发生的其实还未发生的事，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

发生什么都问心无愧。邮件说让我带 3 份简历，其实只有两个面试官。我以为他们会问我最自豪的事，最失败的

事，优点缺点什么的，结果一个都没问。哥们也是紧张，自我介绍的时候一开始背的是希望我能为公司所用，结

果来了句希望公司能为我所用，然后接下来要说什么全忘了，唉。。。之后年轻的面试官问我除了你觉得一汽大

众好为什么来大众，之后我 bala 说了一堆，现在想想还是说一汽大众好，跟没回答一样。然后介绍家庭情况，有

没有女朋友什么的，面试官对我的年龄比较感兴趣，问了一下我多大，因为我比同届的同学都要小一岁。可能是

我们专业本科就我一个人来，他们还问我同专业的有没有别人报这个的，我说我不知道。面试官又来了句你这简

历上没做过什么项目啊，我勉强说了一个，其实是今年刚开始做的。之后看了看我的成绩单，来了句，我问你个

问题啊，三相异步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的区别是什么？哥们吓着了，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我想不起来了，啊

啊啊啊啊。。。面试官又说，我说的简单的吧，你刚刚学过的，解释一下 PWM 吧。我一通胡说，其实也忘得差

不多了。然后就一直问我这种专业问题，我除了知道一个香农定理之外，一个都答不上来。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好

好学习啊，不管是考研还是找工作，大学最基本的东西，学习，还是要做好了的。虽然说我成绩单上这些科目分

数都还不错，但是我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让我感到羞愧。另外，大家在岗位选择上也要仔细斟酌。可能因为我

选的研发岗才会问我这么多专业性的知识。尤其对于咱们小本而言，如果你本科生活不是太出色，选择岗位一定

要慎重。技术研发岗会对研究生更友好一些。回答完这些问题之后，我知道我凉了，我也从面试官脸上看到了他

们的失望之情。其中一个面试官可能喜欢我的年纪，还有我有与他相同的经历，我看的出他想要帮我。面试结束

后他叫我等一等，拿着我的我的简历出去和另一个面试官谈了好久。回来跟我说你还是多了解了解一汽大众这方

面吧，然后回去等通知就行了，我说了句：谢谢。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他，不论结果如何我都感谢他。也谢谢所有

帮助过我，帮助过我家庭的人，我现在做不了什么，只能说句：谢谢。满怀诚意。 

       通过这次面试知道了自己还欠缺很多，找工作要多了解公司，了解公司的岗位，该准备的一定要准备好，

网申笔试认真对待，群面多练，记住要点，终面就是要真正了解你这个人了，你要真的有真才实学。希望各位和

我继续努力吧，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小生不会写东西，写的乱糟糟，还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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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2019 大连 一汽大众预开发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3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5892-1-1.html 

本人大工大三计算机专业，也是很偶然在自己电信学部的群里看到了一汽的宣讲预告，当时是看中语言培训了，

就去听宣讲会并投简历了。依次经历了简历筛选，笔试，群面和单面。圆满结束，个人认为表现还算可以，坐等

结果。这段时间通过应届生论坛记了很多关于面试的笔记，为了表示感谢，也为了攒人品，赶紧趁面试当晚趁着

印象深刻分享一下过程 

首先是 3.8 在网上填写信息投简历，他们的系统做的挺详细的，除了四六级，他们还会问你有没有计算机等级、

外语方面的证书，语言能力也会让你填除了英语还会什么语种。成绩方面，会让你填排名。本人专业排名有好几

种，我按照最靠前的 20%-30%填的。前几天看到论坛有人说排名靠后也有可能被筛掉... 听起来好恐怖。 

------------笔试------------- 

填完简历后就坐等邮件了，前几次邮件都是夜里没睡觉玩手机时弹出来的邮件。首先是 3 月 9 日测评 1。招聘人

员打电话通知笔试时，我还问了问是什么题型，他们也不说。（我直到答完笔试才知道有应届生这么好的网站存在

）在教学楼答的题，性格测试+公务员那些题，幸好我姐姐以前考过公务员，我看过一些题，知道题量大，

需要赶紧做。一汽的网上测试跟互联网公司比起来还有一定差距，我知道的互联网在线笔试都会要求测试时打开

摄像头的。不会的可以查，除了图片找规律，大部分还是不难的。做完交卷后长舒一口气。终于夜里收到测评二

的通知了。通知 3.11 下午五点半参加（下周一） 

------------群面------------- 

关于测评二，我一开始理解错了，以为是为了看大家真正实力，要再弄一个现场笔试，然后再群面。3.10 这一天

我都在上网搜预开发的流程和经验，群面单面技巧，记了好几页的笔记，还从百科上记了一汽大众的基本情况。

3.11 下午三点，我正坐在教室准备上课，工作人员突然打电话说时间提前一点，让我五点到。我问了句“不是笔

试吗？”对面回答是群面...我真的狂汗，还问工作人员时间紧张，没有正装行不行。对方说应该可以，来的人有没

穿的。  

等我一到面试地点，立马傻眼，都是硕士生，全都是西装革履。就我一个热血运动装...后来来的几个本科生也没

穿正装，我算是放松了一点。本硕一起面试。在这里多嘴一句，如果大家有人跟我一样是易出汗体质，记得带条

毛巾，毕竟冷天一进到室内容易出汗，而且面试环境也容易让人紧张，我当时纸都用完了，只好用羽绒服擦汗了

hh。说真的，等待入场时超紧张，毕竟这是我处女面。我看着我分数还算可以的六级成绩单，心里默念放松，没

事的~~~进去后，是圆桌会议形式，面试官在前面坐着，其他人围一圈准备进行讨论。坐着说话，也不用面对 hr，

所以我突然就不紧张了。 

群面的话题是新能源电池的研发方向，5 选 3。1 安全性；2 环境适应性（-40~60 摄氏度）；3 充电时间缩短（15

分钟 80%提升到 10 分钟充满）；4 提高电池能量密度（160 进步到 180 能量/公斤）；5 提高电池寿命，貌似是能

多用 5 年； 

我进房间后先观察有没有钟表可以让我当报时员...结果没有。但我旁边一个人居然带了小米手环！！！于是他就提

议说大家先每人发言，然后再一起讨论吧。（他这是一人分饰 time keeper 加 leader 两角啊，甚至还当了活跃气氛

的过渡者 当时就在想他肯定能进二面...）总共 9 人，我打算在中前部分发言，但第二发言的跟我选的选项

完全一样，所以我就又等了一个人，第四个说了。我的出发点是用户体验和公司利益。安全第一；然后电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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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温度看起来极端了点，但全球各种温度都有，这样可以开拓海外市场。同时环境适应性强的话，也可以

为其他企业或科研有所帮助，算是立个好牌子吧；还有是能量密度，电池轻了，车子的整体性能也能提升。 然后

我又说了不选另两个的原因：十几分钟对大多数人也是等得起的，只提升五分钟并提升不了多少用户体验；电池

寿命长了，对企业整体利润不见得是好事，因为更新换代慢了。。。（我一看到第五条就想到那个牙膏公司的笑话，

一个清洁工说把牙膏口弄粗点，销量不就上去了吗...但我发现其他人并没怎么提到这一点，我这属于剑走偏锋

吧...） 

同时，hr 还给每人准备一张纸，我把自己的思路、以及每个人的选项和重要观点都记下来了。虽然说什么都记下

有点装模作样，但我还是觉得记得越多越好，同时突出自己的推理思路。 

大家互相讨论的时候，我真的尬死了，感觉插不上话...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的发言挺全的，而且大家也在往我的

选项上偏。唯一一次想说话，还跟另一个人同时发言，我就马上收口了。感觉那个既当 leader 又当 time keeper

的人把握的也不是太好，他提醒了一句剩一分钟了，咱们还在两个选项 4 和 5 上有异议，希望尽快统一意见。然

后我终于找机会说了自由发言阶段的唯一一句话...我认为 4 也有增强寿命的作用，因为重量减轻，负担减少，车

的使用年限也会增加，我们在宣传时可以同时加上“增加使用年限”，而 5 就只是增加年限了。  然后大家终于也都

同意选 4 了。因为 leader 就坐在我旁边，就剩一分钟了，他还要最后再统一一遍选项和理由，才向 hr 汇报。于

是我就小声说句注意时间... 

群面结束，面试官也没有对我们的结果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挨个问了大家的籍贯和工作地点意向。就让我们走了。

hr 说七点多等结果。 

心情很忐忑，虽然自己发言时挺流利的，不像平时上台讲话那么紧张。但觉得自己说的话有点少。心神不宁 啊！

我吃饭都吃不下。晚上去自习的时候，也一直在用手机背单词，随时等待电话。从七点开始，一直等到八点，还

不通知。。。最后八点四十五的时候，收到邮件，通知周四中午下轮单面，我这才算是终于安心了。九点多约同学

去跑步，发泄心情...回寝室后还跟家人打电话说我通过一汽大众群面了！可惜他们貌似没太大反应，更希望我读

研 。不过最后还是自己说的算~~~ 

------------单面------------- 

找同学借了正装。继续上网查各种单面问题，对简历上所有事项都准备了回答方案，也想到如何将话题扯到能显

示我能力的事情上，还准备了很多英语口语话题。。。看到有人说六级分越高问的英语越多。我这口语渣渣慌得一

比，好多问题都准备了英汉双版。 

3.14 周四，到了指定的酒店，都是穿着正装的，庆幸自己也穿了正装，没当“异类”。有个面试官不在，只有两位

男士面我。他们坐在桌子一侧，我坐在对面，他们还给面试者准备了矿泉水。我特地问了问这个水是给我们准备

的吗，他们说是，你现在就可以喝。。。哈哈，我主要是想先说说话，看看自己紧不紧张，是不是语无伦次。还好

不是。 

首先自我介绍，我说了说自己的基本信息，现有能力，应聘意向和岗位。 

【家庭情况】 

       父母干什么，对自己找工作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女朋友。选择工作地点的理由。 

【为什么选择这家公司】 

       他们问同学一般都去哪工作，我说互联网公司，他们问我怎么不去。。。我说我喜欢部门齐全的，而且车企

的话，软硬件都有，可以多学一些东西。（说实话，我编程能力很弱，如果是互联网公司的话，算法岗笔试估计都

过不了...） 

【成绩】 

       他们问我成绩怎么样，我怕低了不好，说均分 88,89 的样子吧（实际不到 89），排名说二三十名，20%-30%。

hr 问我，你成绩挺好的啊，能保研吗？我说基本没有，我转专业的，计算机学习好的太多的，而且他们都要读研。

（引出自己转专业，说明自己学习能力不错）但 hr 还是觉得我有保研机会...（无语，我要是能保研，我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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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干什么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一直纠结于这个...本来本科学习好的大多都会选择保研啊，来应聘的

多半是擦着或不够保研线的。   之后他们又问我一些转专业的事情。 

【有没有当过 leader，遇到什么困难】 

      他们问我在管理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举了我带队参加母校行实践的例子。然后他们问有没有什么

解决方法，我说耐心沟通，再或者鼓励他们好好干能拿奖，最后自己也会再检查一遍，从中还是学到不少东西的。

但他们还一直问我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我实在答不上来了... 

【性格优缺点】 

       这个大家随意吧，我说我的优点是谈事肯干，能吃苦，缺点是做事情有点毛躁...当然你说完 hr 会马上让你

举例子的... 

【其他奖项】 

      因为我跑步好，拿过许多奖，他们问我一些跑步的经过。我也是在叙说的同时，说说自己长跑的坚持不懈，

还有当队长带队训练等一些能显示自己某方面能力的事情。 

      hr 问我英语成绩不错啊，怎么学的。我说我高中就是课代表，对英语抓的比较严。上大学后英语也一直没丢。

主要还是有兴趣吧。 

【专业能力】 

      然后终于开始比较专业的面了。开始根据我写的计算机编程项目问一些东西。 

      做过什么系统？让你做个用户满意度调查的网页，你会吗？讲一讲你的用户画像项目吧？对车联网有何了解 

      然后就看自己的嘴如何说了...我把一些原理，还有专业术语说说。也提到之前蹭的一门课，数据挖掘里专门

有如何用决策树来帮助车企定向推荐销售。计算机其实学的也挺杂的，有些东西我只是肤浅了解，我说反正还有

一两年，好好学就能懂的。 

【English time】 

      hr 直接用英语说进入英语时间，然后问我有什么学英语的方法...我真的很激动。。。因为关于如何学英语的，

我以前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记得 18 年 6 月刷四级时题目就是 ways of learning english，甚至我前一天晚上还跟

同学用英语聊过如何学英语...然后我就说的蛮流利的。从听说读写四方面去说。说完 hr 就又拐回中文了。 

【城市选择】 

      hr 问我，如果让你去成都而不是长春，你愿意吗？我说两个地方离我家都一样远，总部发展机会多，成都气

候好，城市也不赖。（其实现在想想，去成都绝对比长春好啊···毕竟城市级别差太多了）我还扯了一点，说自己喜

欢看比赛，你们公司的城市附近都有比赛，所以我哪个都能去。。。 

【结束】 

      hr 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我首先问了如果进了预开发班，实习结束后是不是就可以转正了。hr 的意思应该

是可以吧，但感觉他并没有直面回答。我还问了实习期间，德语培训怎么参加，他们说宣讲会上都讲过啊。将来

也有机会脱产学习，去大学进修。最后我还问了工作能不能自己选择，因为害怕自己可能会不适应某一种工作。

hr 说一般工作期限是两年，然后有机会换。个人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很智障...也许会让 hr 觉得我这个人能力不行，

容易动摇。 

------------感想------------- 

终面结束，如释重负，觉得自己发挥的蛮好的。hr 问的问题都答的可以，也尽可能把自己的优点和能力都展现了

出来。如果大众能要我，我就不再看别的公司了，安下心来弄好学习，万一有机会保研了呢，就算没报上也有机

会直接拿到 offer 了。面完试回到学校，感觉自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态好了很多，上课时也更想认真听讲了，

希望能早日学以致用。没事就在想啥时候打电话啊，然后我就赶紧去图书馆借相关的书开始针对性的学习啊！一

汽的面试流程，还有 hr 们，都很友好！赞一个！等你们的电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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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ay，这都是一次宝贵且有趣的经历！ 

昨晚看到一句话，The hours we pass with happy prospects in view are more pleasing than those crowned with 

fruition. 比起收获丰硕成果，预期美好前景的时光要来得更加令人快乐。 

很符合我这些天找工作的心境，每次紧张的时候，我也会去幻想一下一旦被录取后那美好的样子。想必大家考试

结束后，觉得发挥不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心态吧。。。但一旦出成绩后往往还会有别的心态... 

 

 

 

3.14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2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2720-1-1.html 

 从一开始就想，等收到 offer 后一定要来应届生平台上把整个过程和心得分享出来，早就写好了以下的回顾，但

是一直处于待定状态所以没有发，今天终于收到了 offer！所以迫不及待发出来，希望我的经历能给接下来的小伙

伴提供帮助（我面试的是职能类岗位~）： 

       我是长春人，在北京上大学，基本从大一就确定了毕业要回长春工作的方向，所以秋招基本都是投了长春

地区的岗位，而一汽大众是所有选择中的最佳，是长久以来心向往之的平台，一直心心念念，特别向往，也为此

在整个秋招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努力。 

基本上从大四学期一开始，9 月初就开始准备一汽大众的各轮测评。感谢应届生平台，提供了特别多可靠有用的

信息。基本上我是把一汽大众秋招的相关内容都看了，也打印了一汽集团的大礼包。我是一边看，一边就把在笔

试面试中会出现的问题整理出来在 word 里，等问题整理出来后再去根据自己的经历填充答案。机会总是留给有

准备的人的，所以准备真的挺重要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你去回顾总结和提升的过程。 

测评一就是笔试，今年采用了线上作答的方式（总感觉之前都是现场笔试）。题型和公务员行测题很像，所以我

提前买了中公教育的公务员辅导教材，顺便把申论也买了。主要是要知道题型和一些常规解题思路，有时候不懂

套路还是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想出来的。题目很多而且难度不小，主要包括语文类的选词填空，段意理解，病

句（其实和高考语文前边的选择很像）；数学类的应用题，有点像小时候学的那种奥数题，还是有难度的；还有

逻辑推理，最后还有材料题。总体而言，时间不是很够用，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和题型类的准备。 

       笔试之后当晚收到测评二的通知，是无领导小组讨论。题目有关一汽大众的品牌和产品推广的方案，一共

四个选项，进行排序并说出理由，并对一汽大众的发展给出建议。四个选项两个关于大众品牌推广，两个关于产

品推广，每个选项里有很多措施。其实无领导的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逻辑思维，在讨论中起到的作用和你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影响力。我认为排序题比较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有优先顺序。其实当不当

leader 和 time keeper 没那么重要，这些角色是容易出彩，但一旦有失误，风险也更大。当然，也要抓住每次表

现的机会，但绝对不争不抢，对团队和任务有所贡献，逻辑清楚思维敏捷，认真倾听，流畅表达自己的见解其实

就可以。其实我是很怵无领导的，而且基本上每场都是只有我一个本科生，其他都是硕士。但是在上场之前一定

要赶走恐惧深呼吸，树立自信，最怕的就是在场上太紧张看不进去题或者脑袋不转。我在大众的无领导过程中没

有充当任何明显的角色，但是我的发言对团队是有贡献的，能做到前面说的标准。 

在讨论后面试官会询问每个人的签约情况和意向工作地点和可接受地点，并说明工作地点会影响录取结果。在参

加完测评二后我又去参加了另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群面，但因为工作地点原因其实并没有特别想去。当晚五点多收

到邮件，通知可以参加测评三，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准备了那么久终于到了最后一关。 

       测评三是结构化面试，三位面试官，只有一位主问，其他两位审查材料。问题比较常规，首先是 3 分钟左

右的自我介绍；针对自我介绍问学生工作中和他人合作中遇到的分歧矛盾和如何解决；针对实习经历问具体做了

什么学到了什么；上大学期间的目标；为什么不考虑继续读硕士；有没有男朋友；对一汽大众招聘环节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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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哪些方面做得好。还有英语问题，对一汽大众的了解和为什么想来一汽大众。这些问题基本上在之前都设想

过，也根据自身经历准备过，所以回答的时候可以比较自信。 

最后的问题我问了大概多久可以有确定的消息。面试官说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 10 个工作日内收到 offer；第二

种是 10 个工作日内收到拒信；第三种是由于岗位需求较少，所以要在后续城市的招聘后综合考量，就是可能在

10 个工作日内什么都收不到，需要继续等待。从面试酒店出来后觉得挺解脱的，准备了这么久努力了这么久，自

己能做的该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 

       从终面结束到现在大概等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中间收到过一次待定函，今天终于接到了电话收到了邮件

offer，真的特别开心，一汽大众是我在整个秋招过程中准备得最多、最充分的一家企业，整个过程走下来我自己

的收获也特别大，整个经历真的可以用：“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来形容。 

       希望这篇经历可以对后来的小伙伴们有所帮助，也感谢应届生这个平台当初提供了那么多可靠的干货信息。

也祝自己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能够顺顺利利，我会一直努力加油的~ 

 

 

 

 

3.15 2019 一汽大众校园招聘-天津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9035-1-1.html 

18 号结束了一汽大众的终面，今天静下心来给大家写一下面经，攒下人品。个人情况：本 211（前 3%），硕 985

（前 7%） 

 

经历过程： 

15 号：上午 10 点测评一，今年天津地区是网上测评，一共三部分，前两部分心理性格测评，比较简单；第三部

分属于正常公务员行测，共 70 题。三部分时间一共 116 分钟。只要认真做，基本不刷人。晚上 19:38 收到测评

二通知，要求带笔。 

 

16 号：下午 3:30，测评二，群面，题目和[天津大学-林佳美]发的那个帖子一样，请大家去搜，这里不赘述了，

我们组是 9 进 2，其他组有 9 进 3 的，也有 11 进 2 的。晚上 20 点左右收到终面通知。 

18 号：上午 9 点，楼主是去面试的第一个人，取得比较早，面试官还未到。一共三个面试官，中间岁数稍大一些

的事大头儿，主要都是他问，左边的问了一些岗位的问题，右边负责英语翻译和对话问答。具体问题总结如下： 

1 自我介绍 

2 为什么选择长春，为什么不考虑留在天津（大头儿一直再问我工作地点问题，大概意思就是，你选长春，他一

只问你天津行不行，你选天津，他会一直问你长春行不行，大家自行掂量怎么回答） 

3 家人都是干什么的 

4 你为什么要来一汽大众 

5 你有什么绝活（楼主说篮球打得好，大头儿问我除了运动之外的你还有啥绝活） 

6 你认为你们学校的控制科学与工程与东北大学比怎么样呢？（我都不知道他为啥问我这玩应。。。） 

7 你对你报这个岗位有什么了解呢，和你专业有什么关系呢？ 

8 再有就是一些简历上的东西了 

9 英语翻译：小 A4 纸条，能有个 4-5 行，就是关于一汽大众销量啥的（大家可能查查类似于这种数字：2,250,345，

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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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英语问题：如果你进入公司了，未来三年的你职业规划是啥？（我当时就憋住了，反问：Can you ask me another 

question? 面试官：Just try your best.然后我就 try 了 3-4 句。我就想问一下子，问啥别人都家乡，对一汽大众看

法，为啥来一汽大众，我却被问这么冷门的问题。。。。） 

11 之后左边面试官又问了我一下关于岗位的，问我是想管理还是想技术，就类似的吧。 

 

至此，我的秋招算是结束了吧，楼主手里握了俩 offer，由于比较想回东北，拒了一个天津比较好的设计院，一直

在等一汽大众，和前一篇帖子的同学比较相似，14 号我先收到了一汽大众的拒信，15 号打过电话询问之后，被

告知本次一汽大众秋招结束，正要去健身房撸铁，接到了一汽大众天津补测的电话，紧接着告诉我系统漏洞，简

历误筛。很幸运的一直走到了最后，无论结果如何，比起简历不过真是让人舒服万倍，毕竟准备了快 1 年时间，

正装也算了派上了用场！找工作本来就是一件随缘的事，一汽大众过了就试过了，不过也不能说明我水平不行，

只能证明我俩不合适，心态摆正便是了，哈哈哈哈哈哈；发个经验贴，攒一波人品，希望一汽大众可以过吧，也

祝其他站的同学们都能够拿到自己满意的 offer，谢谢！ 

 

 

 

 

3.16 2018 校园招聘天津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8990-1-1.html 

来想仔细说一下面试情况，攒攒人品，结果发现已经有两位天津站的小伙伴发了类似帖子，所以就不赘述，简单

说一下。本人男，本硕双 985，材料学专业，家乡山东。 

 

10.14 收到测评一通知，通知上写:"测评系统开放时间：2018-10-15 08:00.系统开放时长： 240 分钟 完成 3 套试

卷所需时间： 106 分钟"都是简单的行测题和心理测试，从网上刷一刷就好了。 

10.15 完成测评后，晚上就收到 10.16 测评二的通知，通知上写测评二是笔试，六十分钟，我还以为是真的做试卷。

结果第二天到了现场发现是群面。群面题目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影响因素排序，具体题目网上有，可以搜一下。

我发挥一般，除了自我介绍就说了一次话，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切忌无效的重复别人的话，为了说话而说话。 

10.16 早晨群面过后，晚上就收到了 10.18 终面的通知。终面是两个面试官，一个中年人一个年轻人，非常和蔼。

面试的问题很结构化了，值得注意的是抽一段英文翻译，我抽的关于大众建立大数据资源中心的新闻，很多专业

名词不懂，所以翻译的一般。至于怎么锻炼翻译能力我也不知道，平时多读外国新闻吧。面试完说两周内给结果，

祝大家都能拿到心仪的 OFFER  

 

 

 

3.17 终于，完成了这件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8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850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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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的师兄告诉我有这个论坛的存在，然后去一汽大众是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今天结束了终面，看看能

不能写出点什么对大家有用的东西回馈论坛，积攒人品。本人本硕 985，名称改不了，被迫实名了囧，女，焊接

专业，家乡吉林长春。  

 

 

1. 10.15 上午，笔试。今年不知道从哪个城市开始改革，不再是现场答纸质版的卷子，而是自己找地方网测。

总共需要 106 分钟，三部分，两部分是关于性格的，第三部分 90 分钟是行测题，其中逻辑判断题比较难，

数列图形推理都不难，时间也够用，如果想确保万无一失可以提前买一本华图之类的行测刷一刷，做一做

真题，还是有用的，至少心不慌。笔试刷人应该很少，晚上大概七点左右收到第二天群面（测评二）的通

知，要自己带笔。 

2. 10.16 上午八点半，群面。同一时间两组，我们组的题目是四个选项排序，内容是影响新能源汽车发展的

因素排序：两极分化（国家政策）、智能化网联化的发展趋势、上下游产业链主支线并起、出口贸易的影

响。给出排序然后选择其中一点给出对于传统车企的建议。另一组的面试题目是《缘何佛系》，讨论关于

佛系青年是消极还是积极，貌似也是给出建议吧。我们组群面的时候，两位面试官，一位是刚毕业的 95

年人力，另一位不清楚。群面先是 5min 阅读题目，11 分钟 11 个人阐述观点以及 20min 的讨论时间是合

并的，没人帮你计时，要自己小组的人来掌控，最后 3min 总结陈述。个人陈述每人 1min，不限顺序，要

站起来发言。讨论时，楼主看没人做 leader,就开启了讨论之门，简单总结一下大家的排序情况，然后提出

主线，大概说了下时间，接下来大家就发表自己意见，期间有同学说做了统计被面试官提醒说不能投票表

决，过程中不免有人为了说话而重复他人意见，我觉得没必要，如果发言要么推进讨论进程，要么有创意

注重细节。期间我会时不时的提醒大家时间和我们还要对传统车企提建议，在大家有分歧的时候整理一下

思路，我们组的同学都比较含蓄，分歧不大，比较和谐。楼主很操心没有时间说建议，于是根据之前的资

料说了几点新能源汽车需要从硬件方面增加对电池的性能的研发。最后一位同学总结，超时没太说完，然

后建议不太具体，不过总体还好，一位同学稍作补充，整体来说还可以，就是说话的人少，给了楼主一定

的发挥空间。结束之后，面试官让大家说籍贯、工作地依次选三个、目前签约情况（诚实就好，楼主被逼

签某厂，诚实交代并表明最想去的还是一汽大众，除了我大家都没签三方 ）、有没有继续深造的

打算，结束。回去之后对自己群面表现还比较满意，就是担心因为签了约把自己刷掉，忧心忡忡，晚上七

点左右收到下一轮通知，欢呼。 

3. 10.18 下午两点半，某大酒店，终面。楼主从十一假期就开始搜罗论坛中的所有中英文问题，问题写了能

有五六页吧，包括看了很多关于大众的新闻，因为有英语翻译嘛。三位男面试官，开始就自我介绍，工作

地点，选择该地点原因，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读博打算，不想当个大学老师呀？楼主表示不想再做科研，

只想回家过小康生活 ，然后当年高考分数为什么不去吉大车辆呢，楼主表示，世界那么大，偶想

去看看呀！然后问了问毕设题目，科研方向，焊接方法之类的，都比较轻松愉快。然后开始英文翻译，关

于 2017 年大众销量，英文提问：Why do you choose FAW Volkswagen?楼主当然早有准备，从企业优秀

（企业使命历史悠久实力雄厚来说），企业人文关怀好，和自己专业相关性家乡优势三点说明，总分结构。

第二个英文问题：Can you tell 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angchun and Tianjin（六年天津学习生活嘛）。

之后谈到违约能否等待确保我不会失业等问题，然后说两周之内给结果。就酱，终面两天共 48 人，群面

保守估计有 120 人吧。说两周之内给通知。哦然后有一位面试官问了我关于产品研发倾向于做哪一个方向，

包括预批量试制、零件、项目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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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了一汽大众的面试，楼主也基本快结束了校招的旅程，从假期的两个月实习，到金九银十的每一次机

会都不放过，也没什么遗憾了，希望大家都能拿到自己想去地方的 offer，希望一汽大众收留我，我能违

约成功不失业。 

附上自己的一些题目准备仅供参考： 

 

介绍你的家乡 

My hometown is Changchu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Jilin and it islocated in northeast of China. Firstly,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ssuitable for the growth of crops and the Changchun rice is famous through 

thecountry. Secondly, Changchun has a stro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Both FAWVolkswagen and optical machine 

institute are in Changchun. Besides, Changchunis also famous as a movie city, sculpture city and a forest city. 

You can enjoya cool summer or ski in winter in Jingyuetan Park. Or you can go to ManchukuoPalace to feel the 

history. In a word, it is a livable city and the peoplethere are hospitable. Welcome to our hometown 

Changchun!      

描述一下你的爱好：画画 

One of my hobbies is drawing. When I was a child, my grandmotherbought many picture books and I like 

copying the drawings in them very much.After I went to school, I was in charge of painting blackboard 

newspaper in myclass. After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I spent two months to learn sketch.Until now, I 

always draw postcards or copy photos by myself and give them asbirthday gift to my friends. I think it is a good 

way to record life and killtime. 

对汽车工业前景的看法(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future of automobile industry?) 

Firs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wasimproved 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car. Besides, more countryside waschanging into cities. There Besides, compared to 

America and Europe, the number of cars owned by 1000people in our country still has a big room. Therefore, we 

still have big market in China.Besides, Nowaday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electricity and shared culturewas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erefore, it is a trend to create and produce valuable intelligent electromobile. In a 

word, we still have many challenges to face and many thingsto do for mobile industry in the future. 

对一汽大众的了解： 

FAW Volkswagen was founded in 1991 February 6th and untilknow, there are five bases and seven factories in 

china, which includesChangchun, Tianjin, Qingdao, Chengdu, Foshan. Faw Volkswagen includes twobrands, 

Volkswagen and Audi. And have 15products: Audi A and Q series, bora,golf, Jetta CC and so on. Our enterprise 

mission is to produce classical cars,provide best service for customers and promote the harmony between people, 

carsand society. Until now, Faw Volkswagen has been named the best employer fornine years. And our 

enterprise is going on the way of 2025 strategy, promotethe SUV, new energy, intelligent and electronic cars. 

为什么选择一汽大众？ 

Firstly, I think Faw Volkswagen is an excellent company. I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strong quality. Itwas 

founded in 1992 and now it has five bases, seven factories, two brand and15 products. The products include 

bora, jetta, golf, CC and so on. The enterprise mission is to producevaluable cars, provide best service for 

customers and promote the harmonybetween people, cars and our society. FAW Volkswagen is an enterprise 

who has responsibility of society. 

Secondly, FAW Volkswagen makes the employee feel warm and comfortable.It has been named the best 

employer for nine years. FAW Volkswagen also provideemployee typical training system including German 

training. When we firstentered the company, there will be mentors leading us. Besides, employee willbe given 

gifts in festival and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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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ly, I majored in welding in the past six years, and welding isan important procedure in the production of 

cars. Moreover, Changchun is anattractive city and I was familiar with Changchun. 

In conclusion, FAW Volkswagen and Changchun are both attractive forme. I want to join it very much. 

 

 

 

 

3.18 【干货总结】一汽大众历年面试问题总结（群面+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8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8416-1-1.html 

自己表现的不太好，但是还是将自己准备总结的材料都分享大家，题目来源都是应届生论坛，感谢前人的总结，

有些答案是我自己写的，祈祷自己会有个好结果。 

 

自我介绍 

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贵公司面试。我叫...，来自...，今年...岁，目前就读于....。我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综合能力

比较全面的人。 

首先，我有较强的学习和科研能力：.... 

其次，我有良好的组织管理能力：.... 

一汽大众是中国最优秀的汽车公司，....希望我今天的表现能让各位老师满意。 

终面英语 

一、关于自身 

1.自己的优点？absolutely advantage 

About my advantages, I am a responsible, positive and open-minded person, and I can have much enthusiasm 

for a thing for a long time. I must finish it, if I start it. 

For example, we know, student union work and research work often have time conflict, but I will not give up any 

work that I should do even if I must sacrifice my spare time to finish it. 

2.自己的缺点？如何克服？(Disadvantage, shortcoming, defect, fault, weak point)(overcome, get 

over, surmount, conquer) 

For the time being, I’m lack of work experience. What’s more, my major i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o I am 

probably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automobile engineering, but I will study hard to strengthened myself in 

automobile engineering in the future. By the way, I have already put some books about automobile in the 

Favorites in Amazon. 

3.最自豪的一件事？What I am most proud of during my school life? 

In my second year of university, As the publicity director, I represent my society to make a speech in the 

competition of TOP 10 societies of .... We spend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to prepare this important competition. 

Finally, we got the reward from over 100 competitor. I feel very proud of it. 

4.最遗憾（失败）的一件事？Regrettable, repentant, sorry, pity, apologetic (failures)? 

In 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because despising the difficulty of the exam, I failed to get the score line 

of ..., but fortunately, I get the score line of ..... For my girlfriend had already turned down a postgraduate 

recommendation, I failed to keep an appointment to study together with her, and she had to suffer a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l’ m very sorry for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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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别人怎么评价你？How do others rate you?( evaluate, assess, appraise) 

My classmates may tell that I am a reliable, trustworthy, easygoing, sincere and kind person, I always consider 

the feelings of others. 

6.Who is your best friend？ 

He is my primary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classmate. We have known for nearly 16 years. He is a person who 

can be trusted. Once he promise you to do something, he will definitely do it. 

Two nights before the entrance exam, he sent me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the rain, Because he promised the 

teacher to send the materials to everybody in time. 

I want to learn from him, to be a honest and trustworthy person. 

7.有没有女朋友？说一下你们的故事。 

My girlfriend is my college classmate. We became lovers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first year in college. It has 

been over 5 years from we got together. Our friends all say that we are a model of love. 

We first met in .... . We rode a tandem bicycle and watch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early spring together. After 

that, we often met for a walk, went to class, read books in library and have dinner together. Our love improved 

day by day, We work hard together for the future, We think for each other. Every day with her is very happy. 

8.家庭 

I have a happy family. 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 My father, mother, and I. I’m the only children in my 

family. 

My father is ..., and my mother is... My parents’ overcome all the hardship to bring my up, but they never let me 

few lower than others. They are the greatest person in my heart. 

Although my parents are common people, they are hard-working and kind. Their word and action tell me how to 

behave myself well. They support my choice. they give me enough freedom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When I face 

hardship, they encourage me to find way out. 

I love them very much. 

8.介绍你的家乡 

I’m gla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my hometown .... 

.... has a long history, The history of ....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 when it was the activity area of ..... 

What’s more, My hometown has several tourist attractions, such as ..... and so on. The local people are very kind, 

so welcome to my hometown, I believe you will enjoy the trip! 

That’s all, thank you. 

9.家乡的旅游景点 

Mount ..... is one of my favorite tourist attraction in my hometown, it is a four A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 It almost 

has the same beauty of ...., so it is called "....." The wild goats in the forest always escape from wolves and tigers, 

so most of the time they live on the cliffs of this mountain, so it gets the name...., it means ..... There are dozens 

of strange landscapes, such as..... and so on. They are all so beautiful, magnificent, and very worth seeing. 

10.描述一下你的爱好（特长）interest, hobby(Specialty, strong point) 

I like playing badminton. I have a good net technology and backhand technology. Playing badminton can help 

me regulate the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rhythm, exercise, and lose weight. 

11.最喜欢什么运动 

12.羽毛球比赛中收获了什么？gain, learn 

I attended mixed double matches with my senior sister. She sprained her ankle during the game, but she still 

insisted on the game. From the matches, I learned a lot, such as teamwork spirit and friendship. Without her 

contribution, without our teamwork and cooperation, we could not won the matches. 

13.Do you like reading？What kind of book do you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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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I like reading very much, I like Historical book and Painting set, but my favorite is Love story novel. 

14.介绍一本最近读的书？ 

The book I am reading recently is "Your Name". The book is written by Makoto Shinkai, a Japanese writer and 

director, it’s a novel of the movie with same name. This book tells a story about the lov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A girl living in a town and a boy living in Tokyo exchanged their bodies, a lot of interesting stories have taken 

place during this time. One day, the boy found that the girl has died in a disaster caused by a fallen comet three 

years ago. Through their efforts, the fate of the two lovers also began to turn. Finally, they meet in the same 

time and space. 

15.在书中你学到了什么？ 

The two lovers in the book can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of life and death, through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So 

love must be persisted, no matter what you meet. 

16.五年内职业规划 Career planning 

I hope to be a product development engineer. I will integrate into the corporate culture actively, combine to 

practical work to theoretical knowledge, grasp the rhythm of work, and insist on the job responsibilities. 

After entering the job, the transition from a green hand to a professional engineer will be realized within 3 years. 

I will further improve myself,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step by step, I hope to be a important 

cadre among product development engineers with in 5 years. 

I think I have excell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working attitude, and I will work hard for this career planning. 

17.以后想从事的工作？ 

18.介绍一下你的专业？ 

My major is .... in both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time. ..... is a key discipline i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实习经历？internship 

I bacame an intern at ..... for over a month. The company, located in ...., is committed to design the motor drive 

system used in electrical vehicles. 

I was responsible for ..... . 

20.你是如何做出选择的？make a choice, decision 

First, Listen to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f elders, parents, and friends. 

Second, Don't stick to the rules, and dare to make innovative and breakthrough choices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Last, tell myself that no matter what decision         I make, I must bear the consequences myself. 

21.本科学校和研究生学校的区别？ 

I graduated from ....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and will graduate from ... with a master’s degree. 

... and ... are both fam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y are the best universities in my mind. .... is a serious and 

strict university major in engineering, and ... is an inclusive and ope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 spent the best 

time with my universities.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e education both in Knowledge and personality. 

22.How do you think about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hich one is more 

important? Give me the reason. 

I think they have different importance in different time. 

When one is a Graduate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eems more important to him or her. Withou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he or she cannot have the chance to work for a good company. Thus, he or she cannot get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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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one is already a staff of a company,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will be more important. Without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he or she cannot have the chance to be a senior staff or a cadre in the company. Having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will help one more competitive at this time. 

23.How do you prepare for your CET6? 

First, I made daily plans including daily words plan, daily listening plan, and daily reading plan. I set alarms on 

my phone to ensure the plans can be done in time. 

Second, I did Mock test papers everyday from the day a week before the Official test, to Keep the feeling of CET 

test. 

二、关于公司 

24.谈谈对大众公司的认识？ 

Volkswagen is one of the world’s top manufacturers of automobiles. With its future programme 

“TOGETHER-Strategy 2025” the Group is becoming a global leader of sustainable mobility. 

Volkswagen has 12 individual brands, including the Audi brand group and the Volkswagen brand group. Each 

brand operates as an independent entity on the market. The products range from motorcycles to small cars and 

luxury vehicles. 

The group is a long-established but dynamic and innovative one. It constantly breaks through itself. In the era of 

new energy, the group is leading the world’s new stage of electric mobility. It also develops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for cities, With the effort of Volkswagen, the urban ecosystem will be cleaner and safer in the future. 

The group has an excellent strategic vision and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the Chinese market. It is a landmark 

that Volkswagen and FAW jointly established FAW-Volkswagen company, it provides 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a successful practice model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25.为什么不去一汽集团而去一汽大众？选择一汽大众的理由。 

My girlfriend is working in FAW-VW, so I hope to work together with her and all the staff of the big family. 

What’s more, FAW-Volkswagen is one of the best automobile company in China, covering full range of passenger 

cars, and the performance and sales of each product are leading products in the market. 

The company has goo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can provide me with a broad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it 

has been rated as "Best Employer "for many years. 

All in all, the group is a desirable company, and being a member of it will be the pride of my life. 

26.为什么选择这个岗位？ 

My major is ....., and my research direction is ...... so becoming a product development engineer is more suitable 

for me. I can .....,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car. I can make my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 . 

27.如果有足够的钱，想买什么车？不限大众品牌。 

I want to buy Audi A6L. First, Audi is a famous brand in China. Its temperament is Low-key and restrained. In the 

A6L interior, every detail has been carefully designed by top experts. The A6L gives people a more light and 

elegant feel by a more atmospheric body. It will let me have an extraordinary driving experience by its top safety 

performance and dynamic performance. 

28.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对汽车工业前景的看法？）Automobile industry, prospect 

Automobile industry will be a sunrise industr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because I can hardly imagine how people 

live when they have no car. In Automobile industry, there are the world's top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so future 

high-tech will be born here. In new energy era, advanced motor technology and Autopilot technology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lead the revolution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终面中文 

1.平时如何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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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页 共 85  

2.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冲突？与人发生矛盾的具体场景？ 

3.形容一下自己的性格 

4.性格弱点 

5.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6.对一汽-大众组织机构了解吗？一汽-大众有管理岗和研发岗，你进入公司后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7.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8.学生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9.学习成绩如何？ 

10.对专业领域之外的知识了解吗？ 

11.组织过什么大的活动？ 

12.举例说明沟通协调能力好？ 

13.如何给自己制定目标？ 

14.介绍一下你的家庭？ 

15 让我感觉最骄傲、自豪的是什么？ 

16.最有挫败感的一件事？为什么？ 

17.大学期间最失败的事？ 

18.说说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奖项？ 

19.你在上一轮面试中哪里表现得好？ 

20.如何评价一汽-大众？ 

群面 

1.（一汽技术中心）国家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力度，同时出台严格政策，达标的企业才能得到补贴，这一政

策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有何影响？ 

2.（广汽丰田）对以下 5 位名人的杰出程度进行排序：牛顿，达尔文，瓦特，麦哲伦，法拉第。 

3.（一汽大众）油气开发该不该向民营企业开放？ 

4. （一汽大众）有关员工成长，选出 15 个选项中两个最重要和两个最不重要的方面？ 

提升公司形象；员工培训；职业生涯规划；加强学历教育；优化员工结构；给基层员工领导培训；加强公司管理

和业务水平；提高报酬；公平环境；关心员工家庭；组织娱乐活动。 

5.（一汽大众）高校图书馆该不该对外开放？ 

6.（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是否应该生产廉价车？ 

7.（一汽大众）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有一个学校环境设施条件差，现在教育部门来查，因该学校没有办学资格，

是取消，还是破例保留？二选一。 

8.（一汽大众）六个老师，选择优秀的班主任，选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9. （一汽大众）本市大学生 3.7 万，找到工作的 1.7 万，为提高就业率，人大代表提出议案： 

1）给招聘大学生的企业福利补贴； 

2）鼓励大学生创业； 

3）在社会选择 1000 家公司试点实习岗位，培训大学生； 

4）鼓励大学生去西部就业； 

5）鼓励大学生去乡镇企业 

10.（一汽大众）7 个大数据应用领域，选出 3 个最优可能应用广泛的领域：健康医疗、灾难预测、交通、商业、… 

标准：可行性，应用价值 

11.（一汽大众）公司销售一款车，10 种营销方式，选出 3 种重要的，再讨论出最重要的，并且设计营销方案。 

微信、广告植入、明星代言、电商、体验式营销、提高售后 

12.（一汽大众）如何营销现在的车：四个营销方式排序：品牌营销、产品营销、… 

先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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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页 共 85  

什么样的营销方式是好（合适）的营销方式？ 

有效的营销：创造并保有客户 

营销的终极使命：追求利润最大化 

品牌营销：利用品牌符号，把无形的营销网络铺建到社会公众心里，把产品输送到消费者心里。使消费者选择消

费时认这个产品，投资商选择合作时认这个企业。这就是品牌营销。 

品牌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完成，品牌的打造只有经过日积月累，才能走向成功。 

打造品牌：把企业的信誉、文化、产品、质量、科技、潜力等重要信息凝炼成一个品牌符号，着力塑造其广泛社

会知名度和美誉度，烙印到公众心里，使产品随品牌符号走进到消费者心里。 

如何树立品牌？ 

第一步：分析行业环境，寻找区隔概念。你得从市场上的竞争者开始，弄清他们在消费者心中的大概位置，以及

他们的优势和弱点。你要寻找一个概念，使自己与竞争者区别开来。 

第二步：卓越的品质支持。 

第三步：整合、持续的传播与应用。企业要靠传播才能将品牌植入消费者心智，并在应用中建立自己。 

从一般意义上讲，产品竞争要经历产量竞争、质量竞争、价格竞争、服务竞争到品牌竞争，前四个方面的竞争其

实就是品牌营销的前期过程，当然也是品牌竞争的基础。从这一角度出发，要做好品牌营销，以下五方面不可等

闲视之： 

1、质量第一 

2、诚信至上 

3、定位准确 

4、个性鲜明 

5、巧妙传播 

产品营销： 

《阿凡达》里有一句话：人可以退役，但精神不能退役。产品可以退役，但品牌不能退役。 

产品营销是品牌营销的初级阶段，品牌营销就是“潘拉多星球”，那里无限可能，无所不能。 

4P 营销理论：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宣传（Promotion） 

但是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物联网的兴起，传统的 4P 理论虽然仍旧可以使用，但是已经无法满足于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营销了。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消费需求变化太快 

（2）渠道多样化、时间碎片化让渠道变得不可捉摸 

（3）营销方式的大变革让企业营销方式多样化 

面试注意事项： 

在群面的时候不要抢话说也不要不说话，做一个对团队有用的人就行。 

 

 

 

 

3.19 一汽大众 2018 校园招聘北京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6033-1-1.html 

新鲜热乎的面试经验来啦。顺便来攒攒人品。首先是 10.9 上午的网上测评。共三部分，有行测题有性格测评，共

计 106 分钟，每一部分单独计时，题量还好。如果通过测评当天晚上就会发邮件通知下一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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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 10.10 今天的群面啦。说实话一汽大众这次的通知有点不合格，网上通知的是第二轮测评，还提醒要带

上签字笔但不需要草稿纸，包括楼主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再来一轮现场考试，结果到了发现是群面，完全

没怎么准备… 

群面问题简单如下： 

公司为了适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需要对某些方向进行研发。有五个备选方向，但资金有限只能选 3 个。 

a. 提升电池的安全可靠性 

b. 提高电池的使用温度范围 

c. 进一步研发快充 

d. 提升电池能量密度 

e. 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群面每组 10 人，首先 10 分钟每人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 20 分钟自由讨论，最后要形成共识，不能采取投票表

决的方式，如果最终没有形成共识会扣分。 

如果群面通过了，晚上会发邮件通知进入下一轮面试。 

大概流程就是这样啦，希望下一轮面试顺利 

——————————10.12 分割线—————————— 

面试刚刚结束，第一时间回来更新~ 

感觉一汽大众刷人还蛮厉害的。群面那天上午至少有 70 人，下午有没有不清楚。今天上午面试安排上只有大概 7、

8 个人，不知道下午还有没有。 

通知带 3 份简历，但到场的只有 2 位面试官，一男一女，女面试官主要负责记录，男面试官主要负责问问题。面

试流程如下： 

Q1. 自我介绍，家庭成员，对象情况 

Q2. 为什么本科在 A 高校，研究生去了 B 高校（A 的综合水平要高于 B） 

Q3. 针对 Q2 回答问了一个具体时间安排 

Q4. 本科毕业一年再读研，是工作再考研还是直接二战，第一次准备考哪里 

Q5. 优点和缺点，具体表现在哪里 

Q6. 考研分数，分数线 

Q7. 在学校的科研项目主要是什么，成果是什么 

Q8. 在校期间组织过哪些活动 

Q9. 英文测试，抽一张纸条，告诉面试官编号，一分钟时间读题及思考。随后念出来并翻译 

Q10. （英文）为什么选择来大众 

Q11. 为什么工作地点选择天津和长春 

Q12. 期望从事什么样的岗位 

整个时长大概半个小时，面试官年龄都不大，整体氛围还是很轻松的。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尽量多说一些，同时也

可以在回答某一问题的时候在其中不经意地向自己准备过的其他相关问题靠拢，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大体上就是这些吧，希望能走到最后，也祝愿后面的同学求职顺利~ 

 

 

 

3.20 2018 校园招聘威海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9 月 27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420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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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前看了大礼包，收获很多，今天上午面试后，由于十一期间没有宣讲和面试，自己也可以休息休息了，分享

经验攒人品，希望能收到大众的 offer 

总的来说和面经上的流程一样，个人认为笔试偏难，但是淘汰的人不太多，认真做应该问题不大，今年没有企业

相关的题目，我之前下载了 2012 年的题目，有个别重题，做做还是可以节省考试时间的。 

无领导小组讨论是五选三，为应对新能源汽车发展，公司决定从五项措施中选择三项进行研发，我们小组犯了比

较严重的错误，没有制定规则，没有站清自己的立场。作为公司，应该一切从公司的利益出发。讨论过程中自己

表现一般，但是自己很珍惜面试机会，所以最好选择了做总结，然而正当我准备发言的时候，面试官说：“我不想

听你们的总结了，你们的结论我都知道了，你来说说你们整体的讨论思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记不清了）。”

当我正在懵逼的思考应该如何回答的时候，面试官把当时表现最好的那个同学叫起来了。当时感觉凉凉，幸运的

是，那位同学没有很好的理解面试官的意图，而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明白了面试官的意思，所以当面试官找人补充

的时候，我直接站起来了。最终顺利度过群面。 

单面是三对一，技术性问题问的不多，先自我介绍，然后根据简历提问，最好抽题，英译汉，先读题再翻译，总

体难道不大，但是奈何自己英语太渣，读的也不好，翻译的也不好，如果收不到 offer 应该就是死在了这里。 

没写太多东西，因为总体和大礼包差不多，分享经验攒人品，希望能收到 offer 

 

 

 

 

3.21 2018 春招面经：从笔试到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3 月 2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6222-1-1.html 

 

发个 2018 春招面经攒攒人品吧！机械渣硕，本次面试是秋招投的简历，当时没有得到面试机会，终于春招大众

又来了一次！测评一：没有别的，就是题量比较大，100 题 90 分钟，尽快做吧！做的很一般，但还是收到了测评

二的通知！（可能是因为人不多？） 

测评二：大众的群面还是比较简单的，规则也很明了，排序题。参与群面的都是大腿，本轮发言机会不多，但是

个人的排序与最后讨论的结果比较一致，另外发言促进了讨论进程，并且抱对了大腿，最后直接晋级。 

个人群面总结：发言不在于多少，最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小组形成最终结论。在这方面能做的有很多，比如 1：本

轮排序题，可以对 8 个选项进行分类、比较；2：对大腿的发言进行选择性总结，提出能够促进形成结论的线索，

等等。 

终面：终面在某酒店会议室，3 对 1，时长大概 30 分钟。 

问题包括：1 自我介绍+家庭情况（其实主要是问是否独生子女？一开始没领会到。。）2 业余活动（简历上写了一

堆项目经历、实习经历，问我除了上述经历平时还做了什么，平时怎么提高自己）3 与人发生矛盾的具体场景（建

议正面回答，并给出自己的处理方式）4 性格弱点（面试官大概已经看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了，我又自我剖析了

一下，遗憾没有再总结一下内向性格的优势）5 社交范围（问题同上，建议无论性格怎样，有必要承认弱点的同

时，自信的回答自己优势的一面）6 英语测试：包括长难句和英文对话（长难句不提，英语对话其实主要目的是

看能不能说，敢不敢说，让我描述一下对一个旅游过的城市的印象，无奈说了一两句就词穷了，问我英语准备了

什么，我说可以介绍自己的家乡，面试官居然笑着说我不想听？？？ 无奈，个人强行用英语回答了下一个

问题）7.选择什么岗位以及理由（这是用中文提问的，个人感觉前面英语对话发挥的不好，强行用英语回答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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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毕竟用英语准备过 ，其实回答的也不好，说喜欢技术类工作，个人感觉一汽大众更喜欢管理类人

才） 

忘了最开始还问了一个已签约单位的问题，不具有代表性就不提了，说是一个周内给通知，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回馈一下论坛攒攒人品吧！！ 

3.22 2018 春招面经：从笔试到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3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6222-1-1.html 

发个 2018 春招面经攒攒人品吧！机械渣硕，本次面试是秋招投的简历，当时没有得到面试机会，终于春招大众

又来了一次！测评一：没有别的，就是题量比较大，100 题 90 分钟，尽快做吧！做的很一般，但还是收到了测评

二的通知！（可能是因为人不多？） 

测评二：大众的群面还是比较简单的，规则也很明了，排序题。参与群面的都是大腿，本轮发言机会不多，但是

个人的排序与最后讨论的结果比较一致，另外发言促进了讨论进程，并且抱对了大腿，最后直接晋级。 

个人群面总结：发言不在于多少，最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小组形成最终结论。在这方面能做的有很多，比如 1：本

轮排序题，可以对 8 个选项进行分类、比较；2：对大腿的发言进行选择性总结，提出能够促进形成结论的线索，

等等。 

终面：终面在某酒店会议室，3 对 1，时长大概 30 分钟。 

问题包括：1 自我介绍+家庭情况（其实主要是问是否独生子女？一开始没领会到。。）2 业余活动（简历上写了一

堆项目经历、实习经历，问我除了上述经历平时还做了什么，平时怎么提高自己）3 与人发生矛盾的具体场景（建

议正面回答，并给出自己的处理方式）4 性格弱点（面试官大概已经看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了，我又自我剖析了

一下，遗憾没有再总结一下内向性格的优势）5 社交范围（问题同上，建议无论性格怎样，有必要承认弱点的同

时，自信的回答自己优势的一面）6 英语测试：包括长难句和英文对话（长难句不提，英语对话其实主要目的是

看能不能说，敢不敢说，让我描述一下对一个旅游过的城市的印象，无奈说了一两句就词穷了，问我英语准备了

什么，我说可以介绍自己的家乡，面试官居然笑着说我不想听？？？ 无奈，个人强行用英语回答了下一个

问题）7.选择什么岗位以及理由（这是用中文提问的，个人感觉前面英语对话发挥的不好，强行用英语回答了这

个问题，毕竟用英语准备过 ，其实回答的也不好，说喜欢技术类工作，个人感觉一汽大众更喜欢管理类人

才） 

忘了最开始还问了一个已签约单位的问题，不具有代表性就不提了，说是一个周内给通知，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回馈一下论坛攒攒人品吧！！ 

3.23 回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4818-1-1.html 

流程 

网申（必须）——笔试——群面——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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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流程都是每天一个，如果你当天没收到下一轮的通知，那就挂了! 

网申要认真填，都是系统筛，所以因为没填好网申挂了很可惜。 

笔试，90 分钟，100 道题，95 道行测，5 道企业文化，行测就买本电网考试的连连就行，吉大南岭

校区的复印社有几年前的考题，没有答案，但是都是公务员原题，想买可以练练，意义不大。企业

文化忘了，但是注意宣讲的时候的 ppt 拍下了，没事的时候过一过 

群面，应届生上的群面题基本囊括，我们考的是过期面包，注意的是，要积极，但是群面只是个形

式，还回收简历，只要你没一句话不说吧，看着没很差劲，简历很 ok 就能进吧，这一轮会筛一半，

注意穿西服，代手表，如果你没做过群面，不要去抢 timer，因为一旦没有管理好时间，第一个被

pass，而且时间划分看着容易，不熟的话很容易只盯着时间，结果没说话，最好做的就是建议者，

要积极，但要有逻辑，过一段时间积极总结一下之前每个人的话，总结一下已经解决的矛盾，点出

接下来应该解决那些矛盾。这东西得练，大众是我第一次正式群面，但是之前每晚在寝室都有非正

式的练，也会掐时间，每次下来说一说各自的缺点，很有帮助。 

单面，显示自我介绍，然后就简历文理一些问题，都在我总结的问题里，一个都没跑，所以没有紧

张，英语先抽签翻译，我抽到的是白宫特朗普雇用自己的女儿，且给高薪的报道，问题是汽车行业

的未来发展和自己的优点。英语面之后就差不多结束了，最后问我一个问题是诶什么不去一汽集团

去大众，也准备了~~ 

 

 

3.24 笔试面试中国一汽的 财务管培生 ·沈阳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215-1-1.html 

财务管培不算难，专业基础得牢固！！！ 

 

中国一汽的财务管培生的面试不算太难，面试一共分为三轮。一轮是笔试，主要是一些简单的逻辑题，但题量比

较大，注意时间就好，通过率差不多 50%。二轮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八个人一组，给出一个话题，讨论时一定要

表达你自己独一无二的观点，不能不说话，也不能抢别人的话头，我就记得我们那个小组的一个男生老是抢别人

的话说，讨论一结束，面试官就跟他说你可以走了，不用参加第三轮了，要是最后你能做总结陈词就更好了。三

轮是高管面谈，基础性的问题和专业问题一半一半，当时问的我几个专业问题是简单的会计基础，比如会计假设

啊，会计流程啊，还有关于 CPA 的计划。面谈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面试官都是和颜悦色的，所以一定不能表现

出紧张，要有自信。 

 

3.25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3136-1-1.html 

 

之前看过一个面经，用的就是这个题目，于是这一句话就一直念叨到现在，并且伴随着我得到了所谓的“回响”，

所以感恩，希望大家都能拿到自己中意的 offer 

************************************************ 我 是 分 割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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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双 985 女硕士，研究方向是电气类的控制（还是控制类的电气，我也分不大清楚），家乡东北（估计这项

给加了很多分），党员学生干部（这些乱七八糟的基本都有），成绩中上（实质学渣）…… 

结果：已签约 

过程：工作季刚开始时候就定了回我大东北的目标，大众就成了我和男票的首选，男朋友专业对口、性别也在那、

其他都不差，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而我就是找工作焦虑症的典范（工科的女孩子确实不容易），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众招聘的一套：网申，笔试，群面，终面。我从网申就开始紧张的厉害，其实网申比较简单，就实事求是填写

就行，一般刷的是六级没过，本科学校一般的人（后来才知道，当时就担心自己奇葩专业会不会被筛掉）。自认为

的重点：六级一定过，党员学生干部加分项，成绩 30%，项目经验丰富，其他必填不是必填的都填全了，最后认

真检查一遍就基本没啥问题了。 

笔试主要是行测，本科毕业时候参加过一次大众的笔试，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于是对这次笔试超级重视，公务员

那本行测书从头到尾看完了，又做了好多行测的题，平时没事就刷“砖题库”和“粉笔公考”，男朋友都以为我魔怔

了。。。最后考试是 90 分钟 100 道题，好多人都没做完，结果我提前十分钟就做完了。。。顺利进入下一轮。自认

为重点：行测题一定要看，但没必要像我这样，基本套路摸清就好，题目都不难，笔试基本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的通过率，所以别紧张，我是个反面例子 

群面无领导，我们题目是有新车发布，十个营销渠道选三个，微信，赞助商，明星啥的，并选出最重要的一个做

营销方案。我们组一共八个人四男四女，之前问过前辈说大众不大喜欢话说的多的人，于是我谨记这一点就上战

场了。开始每人一分钟陈述观点（不规定顺序），第一个男生太抢了并且说了好久（我们组比较奇葩，有两个人带

手表，但都不愿意当 timer，所以开始的时候没人计时），我是第二个发言，自己表达了观点就坐下了，估计不到

一分钟，后面的几个人就开始十分冗长的陈述观点了，八个人大概讲了十三分钟，后来我温柔的提醒了一下大家

稍微注意一下发言时间，大家才加快了进度。最后一个人发言完毕就是讨论环节，然而大家都默不作声，我不想

多说话做 leader 啊，但不能冷场就上了，开始大家都不爱说话，我就引导了一下，结果讨论了一会我左边和右边

的男生意见不合稍微呛起来了，夹在中间我很尴尬啊，就以柔克刚，调和了一下，说明了一下时间的限制，然后

推动了一下讨论进度，后来的营销方案设计的时候大家还都挺齐心协力的，最后大家一致推荐我做 presentation，

完美结束。自认为重点：开始陈述时，最好前三个发言，一能表现你的积极性，二能确保自己观点不和别人重复，

另外别人陈述时一定要看着他，必要时点头回应，并做相应记录（个人经验，看他时间久了他自然会看着你陈述，

面试官也会注意到你）；讨论期间做到话少而精，不要一味重复无用功，不管你是什么位置都要做到推动讨论进展，

最好能推动的过程进行总结和下个方向的引导，如果讨论过程真有人互呛起来，一定要第一时间调和制止（一定

要合适的方式，不能伤人，或引出第二轮争吵）；个人认为无领导小组里的角色中最后的 presentation 是最出彩的

一角色（前提是你思路清楚，表达能力强），在之前的环节中你的出色发言给大家留的印象就足够让大家推荐你了，

如果真的有人争抢这个角色，而且你能力很强的情况下，就认真听，最后面试官会问还有人要补充么，你就特别

谦逊的说我稍微补充一个小点，就是 xxx，短而精悍（这点比较适合女生，温柔一点提出大家会觉得你注意大局

又不失优雅），千万不能太强势的指出很多不对啥的，那样就必死无疑了。 

终面就是所谓的半结构化还是结构化的，主要考察你的价值观什么的，首先自我介绍，然后说说自己的项目，看

着简历问你一些问题，说说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奖项，你的缺点，对岗位的认识什么的，这些在面其他公司的时

候也会问到，所以建议大家在开始就思考出模板，然后不管面试哪家都可以套用啦。自认为重点：这些问题回答

的时候一定要真诚，一定不能用背的语气，我觉得最后一面更多的形式是通过聊天了解你，所以聊得开心，双方

都舒畅才是最重要的。最后还会考察一下英文水平，比如家乡啊，介绍一下你的课题啊，介绍学校啥的。ps：学

好英语还挺重要的（后悔中），后来和其他小伙伴沟通时感觉问题有的难有的简单，估计看运气吧 

******************************************************* 我 也 是 分 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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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发这么长的帖子，感谢之前前辈的面经，也希望后面的小伙伴们加油哦！ 

ps：更感谢蓝朋友！有你很重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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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一汽大众------北方的纠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0184-1-1.html 

 

 985小硕借此写点经验也好心路也好，写的有点晚了，前段时间一直在 offer比较和找工作，现在

终于做出决定了，是轻松也有点愧疚。大众笔面试之前没少看应届生论坛，确实前辈们的经验给了

我很大的帮助无论经验技巧还是心路历程的安慰，工作无常几家欢喜几家忧，心想等事情都差不多

了该给师弟师妹们留下点什么，或多或少能有些帮助就好，回馈论坛感谢前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说点正事儿，好吧最开始网申的时候也没曾想能拿下大众的 offer，可能什么事情都并非想

的那么简单或好或坏，想想大众的感觉党员学生会主席神马得是标配才能面试吧，其实不得不说大

众还是给每个人展现自己的机会的，哪怕不是党员的我 也一路走来。所以有机会时候多试试，

也不损失什么，勇敢一点。又说多了，说正事儿说正事儿说正事儿，大众来我们学校还是比较早的，

楼主北方 985学校，宣讲的时候并没有像 3年前本科那时候里外堵满那么多。大众的效率还是很高

的，第一天笔试，第二天无领导小组讨论，第四天终面，一步步可以让你小准备冲刺一下，但绝不

会让你大口喘息。笔试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难，发了一本题册及答题卡，95道行测（数值、逻辑、图

形、语言...）,5道企业文化题，宣讲会应该都提到过，并且百度到的 2012笔试题中也有，楼主猜

测每年这 5道题变化应该不是太多，至少有 2题出过，找工作前或者这段时间练过或做过行测，问

题应该不大，主要还是注意时间，1小时 30分钟，不会的并卡着往下做不行回来再研究，节奏不能

乱。晚上的时候就会有邮件以及电话通知你说笔试通过第二天小组面（一面）的时间地点，看面经

多少也得知道些无领导小组面技巧，这里就不重复前辈们的话了，但是我建议如果不是真的有气场

不要抢 leader，和谐最重要，互相呛声真的不好，出一时风头并不是说你行而是影响了团队的整体，

time keeper 倒是很稳，但多数我们会让给女生吧，所以适时的当一名进程的推进者也未尝不可，

点子王也好救场人也好，不多说不少说有亮点也好，当然因人而异，面试官喜欢的可能也不一样，

但过于出风头和过于沉默的真的不是主流被面试官认可的。刚开始轮流陈述时候，要是不是有很充

足的理由和自信可以先听两个，心里也有个底，第三四个发言既不会没话说，心里也多少知道小伙

伴们想法，不合的可以考虑下理由让人信服，合的可以换个角度或者层次再陈述。进场退场注意基

本礼仪，例如走时把椅子归位等等，这个东西有时候还真是存在一定偶然性的，有时间同学们组几

个人练练对自己角色有个把握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经历了群面，晚上大约 18 点邮件就进来了，

恭喜通过一面进入二面，21 点半左右还会有工作人员确认是否参加二面（估计是第三方例如智联）。 

        终面了，不小心过了小组面还是有点小高兴，感觉自己这一项并不是那么强势，但面之前心想都到这一步

了为什么不努力一下，不留遗憾，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终面还是看前辈们面经说会有英文问题，也有可能压力面，

事实证明面试过程中英文必不可少，但还好整个过程没有压力面，面试官一直说我们聊聊天还挺和蔼。中文问题

英文问题都问了比较常见的，你的优缺点是什么并举出实例谈谈聊聊，这个事先准备准备真的有备无患啊，还有

企业无论国企私企都会考虑你的稳定性，必然会问到家庭啊女友啊为什么选择了选择的工作地点，当然也会考察

你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宣讲没细听上网查查或者看看面经背一些，别紧张 take it easy，不过是一份工作，不行再

找呗，心态摆正了也许就不那么煎熬了，该吃吃该睡睡身体很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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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楼主终面前夜总结的一些问题，给看本文的你一个参考 ： 

 

 

  1.优点及缺点 

  优点： 

1）责任心（resposibility） 

    （do my best, team leader of thisprogrom） 

  2）能热衷于长时间做好一件事，有始有终(本科毕业设计校优) 

     (Can keen to do onething for a long time, have beginnings and ends) 

  3）性格坚韧，积极向上(例子：实验项目) 

（My personality istough and positive, efforts will be fruitful） 

  缺点： 

1）  就目前而言，相信能胜任工作，只是工作经验不足（可以通过日后积累加强） 

（For now, I believe that I can do the job, but I am short of the workexperience, gather 

experience） 

2）  有时追求细节完善影响总体进度（通过时间管理和改进工作方式来改进） 

（Sometimes the pursuit of perfect details affectthe overall progress，time management  

   2.为什么要来一汽大众？ 

  First of all,FAW-VW (First Automotive Works Volkswagen) is the most attractive employer 

forthe employees. The pay and career planning of the staff is the best. The secondreason 

is that I have been studying here for nearly     seven years and I 

likehere,       it’s my second hometown, my girlfriend is also in CC, she works in 

Chinamobile of JiLin Province. In all, FAW-VW is full of attraction, it’s my bestchoice. 

 

  3. what’s your hobby ? 

I like to do sports, suchas basketball, badminton and running .My favorite sport is 

basketball. 

In fact, I playbasketball quite well, in the basketball court, I like to play the role 

ofPoint Guard, that is to organize the offensive of the whole team. It needorganization 

ability and good ball control ability. 

Every week, I playbasketball at least once, I find that play basketball can make my body 

strongerand healthy. Besides, it enrich my school life. More important, by 

playingbasketball, I make several good basketball-friends     and I get to know the 

importanceof teamwork. 

Every year, the collegewould organize the basketball game, I can have the chance to play 

at thebasketball court, I enjoy the feeling very much. 

 

   4.Could you introduce your family ? 

   I have a happy family. Thereare three people in my family. My parents and me. My father 

is an ElectricalEngineer and my mother is an accountant. They are the greatest person in 

myheart. Although my parents, they are            hard-working and kind, their 

every wordand every action tell me how to behave myself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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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support my choice, they give me enough freedom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When Iface 

the hardship, they encourage me to find way out. I love my parents. 

 

5. What kind of book do you like to read? 

       I’d like to readfantasy literature. Because it is full of imagination based 

on our real lifeand it can touch something deep in the heart, may be some dreams in 

ourchildhood or some slight emotion fluctuation. And we       all have the same 

feeling,some sorts of fantasy literature are science fantasy literature, even 

more,sometimes I will have an illusion that something will come true, just as we seethe 

science’s development is fast. So         everything will come true. 

       Nearly I am reading abook named <ferryman> which is very popular in these months, 

written byMcFaul. This book is not only fantasy, but also make you warm in the heart. 

Theleading man and the leading are ferry men for       each other. The wasteland 

andghosts in the plot may be our mental state, when I read it, I always ask myselfwhat 

I will do if I am the leading role. In my view, they are brave for dream,for future and 

they know what they       really want. 

    How can I say it is nota good book! 

 

   总结的时候也参考了前辈们的一些面经，在此就不一一谢过！当然准备一份流利的英文自我

介绍也是比不可少，即使用不上也短期加强了你的口语流利度。 

 

   终面过后大约两天也就是周五就收到邮件 offer，以及电话通知去签三方，其实当时内心是纠

结的，楼主家不是长春的，虽说家也是东北某省会城市，但还是有点不那么满意，毕竟家里也有着

当地还算可以的 offer，思前想后还是签了大众毕竟跟自己的专业感觉更对口，我知道有人会说大

众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但我想说层次也很重要。长春虽然地理位置差了太多，但企业的平台的高

度是不会受地域限制的，发展终究靠自己，国企合资必然有他的弊端，但公司做大了哪里都有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不能以偏概全。其实有些时候感觉工作就像一个坑里边人想出去外边人想进去，孰

好孰坏，蹦进去看看吧。文前说了愧疚也是自己没能回家工作有点愧对父母亲人，家里是那么想让

我回去，也感谢爸妈最后的理解和那晚爸妈的电话 几次哽咽不知说些什么，父母的对我好无以为

报，感谢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也感谢天涯海角都谁楼主浪的小女友赵小姐！签约时心情

是复杂的，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我也无法描述，没有喜极而泣的快乐释放更多的是迷茫徘徊，

但如今既然做出了决定，就不得不爷们的努力向前，无论为何，但求无悔！ 

 

3.27 20161018 一汽大众笔试+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3039-1-1.html 

 

 本人长沙某所学校工学小硕，计算机专业，由于是生源地所以特意关注一汽大众的校园招聘，最后结果等待中。 

    最开始是网申，我是本科和硕士都是本校，就各种原封不动的按照要求填写，真的要填写蛮多的，而且还要

准备各种电子版扫描件，网站感觉速度有点慢。由于宣讲会时间和楼主实验室报告会时间冲突，就只能提前去了

解了大概，每个座位还有一个小袋子，里面有一瓶水，一个宣传册，一个小车钥匙扣，感觉挺温馨的。大概 10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303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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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页 共 85  

月 17 号中午收到了笔试通知，当时在吃饭看到消息的时候特别激动，以为不是主要需求专业会被刷呢，最后打

印了笔试通知，提前做了两套公务员的行测题，听说还有公司文化题 5 个，LZ 就各种背了下使命，愿景等，还有

建厂时间啊之类的。最尴尬的是 lz 的身份证前几天丢了，而一汽大众无论是笔试还是面试都要求原件 ，

我的当时去补办了，不过也要 10 天左右，只有把各种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带过去了。由于身份证问题，我就

提前去了笔试考场，跟工作人员解释了下，他们说应该没事，后续补上就可以。貌似有 8 个考场，每个考场 30

个人左右。就这样等到 10 点的时候，按照座位号就坐，一共 100 道题，90min,主要包括行测中的图形推理，语

言推理，什么对于什么类似什么对于什么，还有数列题，应用题，5 道公司文化题，具体忘了，不过只要记住百

度百科上的一些重要的就行，挺简单的，就是还有一道德国大众建厂时间，很尴尬，这个还真没看。lz 还是先做

的语文方面的后座的数列和应用题，时间还是不够用，后面 15 道题全是蒙的 C，在答题卡上形成了美丽的一道横

线 ~ 

    之后感觉笔试答得不好，心情不太好，跟舍友一起吃饭去了，吃完饭舍友要去唱歌(当时我就特鄙视的看了她

一眼，找完工作的就是闲)，不过鉴于我是心情不好，我就跟他去了，大概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收到了参加测评二的

通知，当时楼主这个心情啊，果断又多唱了几首歌 。看面经说测评二是群面，对于从来没参加过群面的我

来说就是个晴天霹雳，专业原因吧，以往面试都是单面，单面，单面。各种准备群面问题，比如过期面包、是否

进入低端市场、校园图书馆是否应该对外开放、你对退休年龄延迟赞同么之类的问题，最后发现题目不一样还真

的准备都没用。第二天到了测评二现场，楼主以为专业是工科肯定是有男有女，最后发现自己想多了。签到的时

候工作人员说我是 11 号，我说好的，因为我提前 30 分钟到的，就到隔壁休息了下，原本想着看看有没有同组的，

提前认识下，发现都是上课的学生，中午在教室休息的。就这样还有十分钟的时候，我出去看了看，发现陆续的

就来了一些面试的同学，发现有两拨，一拨全是女生，一拨有男有女，我就默默的站到了有男有女那一拨，聊了

半天，他们都是机械车辆专业的，人都挺好的，想着这还不错，最后问大家都是几号，有个人说他是 B 组 11 号，

我就愣住了，我想我是 11 号啊，我就立刻去问工作人员，我是 A 组还是 B 组，他们说我是 A 组，我一看全是女

生，当时就心凉了，因为我问了下，新闻专业、金融专业、统计专业等各种专业，我好想回到另一个组啊 。

就这样我们站成了一排 10 个人(有个同学貌似没来)，每个人分发了一张草稿纸带进去了，按照座位号坐好。桌子

上有题目，把资料放到桌子上，之后两个面试官，一男一女，那个男的就是笔试过程中检查材料的那位。男的开

始介绍流程，现在草稿纸上写上姓名，可以在上面进行记录，最后要交上去的。先是 5 分钟读题，每个人一分钟

自我陈述，之后 15 分钟讨论+总结。我的题目是关于无人驾驶的推行会遇到的麻烦有 10 个，选出你认为最阻碍

推行的三个选型+排序+理由。看群面面经，说最好当个 leader 或者 timekeeper 机会最大，最后发现没机会啊。

最开始 5 分钟读题，男面试官就挨个检查资料证件，楼主当时对于这样的题目一片空白，就在草纸上吧选项分了

类，但之后怎么排序还真不知道，没等我怎么好好想呢，5 分钟结束了。一个对面看起来很干练的小学妹说她带

了表，可以给大家计时，妹子很强势，同时担任 leader 和 timekeeper，自我陈述的时候我是倒数第二个发言的，

当时这个心啊，拔凉拔凉的，发现我的分类别人都说了，只能重复了下，最后无奈的坐下了。之后就是 leader 分

配时间，大家自由讨论，我就在纸上记下了每个人的选项，以为可以推选出最多的三个，发现自己在做的别人也

在做，而且别人还抢先自己发言的，我就默默的跟着大家讨论了，期间也说过几次话，最后在干练妹子的带领下，

我们推荐她发言，之后就结束了。面试最后问了两个问题，每个人一次回答，一个是生源地，一个是你现在是签

约了还是没签，有几个 offer，诚实回答就可以。我是最后一个，就按照现实情况说了。 

    回去之后心情不好，群面什么都没表现出来，也没讲出什么出彩的，就这样结束了，就以为挂了。回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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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的在那里干着别的，也没心情，群面后建立的微信群里大家问有人收到通知没，都说没有，当时楼主还侥幸

了下，期待能收到通知。突然晚上八点左右的收到了测评三通知，不过这次是在酒店，听说是终面，1V3，三个

面试官，还是要带各种证件。楼主是收到通知的后天面试，就早早回去打算明天好好准备单面，听说是聊天的这

种+一点英语口语。就这样准备了英语问题(大众车型、优缺点、爱好、家乡、电影等)，其他的就没怎么准备了。

到了酒店后，就等待面试了，听说一共有 48 个人进了终面，面两天。进去后，只有两个面试官，交材料，女的

面试官在审核，男面试官针对你的简历问你问题，最开始是自我介绍，你的优缺点，高考分数线，重点线，男朋

友之类的，曾经组织的最大的一次活动，本科成绩，就是很随性的聊天，之后就开始了英语，问我的问题是大众

的车和你想买什么车，为什么，还有就是我的家和长沙有什么区别，最后是抽桌子上的一个纸条朗读后进行翻译，

楼主有两个词不认得，就猜了下，最后问我是否有问题问他们，我问了不会德语没关系吧，女面试官跟我说了下

没事的，公司会有专门的培训等，最后问了下什么时候出结果，说是下周五之前，楼主现在还在焦急的等待中。 

    这个论坛给了我很多经验和了解，特此来回报下，希望楼主能收到通知 ，也祝大家都能收到理想的

offer~ 

  

3.28 17 届北京面一汽大众的经验介绍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3795-1-1.html 

 

 一汽大众面试早就过去了，并不是不想帮助大家，其实早在群面结束我就知道结果了，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此番

经历。但是因为随后的一些投简历、测评等等搞得我焦头烂额，有点静不下来，所以就一直拖到了现在，希望对

以后的师弟师妹、学弟学妹有帮助吧。毕竟我也是看了大礼包的，作为回馈应该尽力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简历筛选环节。一汽大众对本科院校是有要求的，所以本科非 211 的就不要耽误时间和精力了。 

 

一轮笔试。中间要说一句就是一汽大众对各种证件的要求很高，真是各种查。今年我们笔试这一轮也有拿的证件

不合要求的，让笔试了但是明确的告诉了大家下一轮面试如果证件不齐就不会让参加了。关于笔试环节，进入考

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号码，对号入座；然后开考前考官拿出贴了封条的试卷袋，给大家展示。。。并邀请三位同学

上前一同参与试卷的拆封！！！读考前要求，多长时间后不准在进入考场。。中间不得提前交卷，开始考试后不得离

开考场。。。总之要求很高。还得涂答题卡，所以铅笔橡皮一定要带！！！我们这组交卷时间较早，因为考官告诉我

们说，我们要和人大考场同步。。。所以提前了几分钟收卷。。。关于试题内容，一堆行测题外加几道企业文化的，

比如我们最后有一道企业文化的题目就是：一汽大众连续几年成为最佳雇主！！！题量还是挺大的，而且中间还有

其它杂七杂八的事，所以好多人都没有做完。楼主也没有，但是，毕竟楼主做行测的功力比较深厚，在保证极高

正确率的同时，做到了 90+，所以第一轮是过了。扯两句哈。。。为啥楼主做行测功力深厚呢。。。我们实验室的其

他人做行测基本我都参与了。。。尤其是刚开始找工作时，题型大家都不太懂时，楼主以绝对主力，助力实验室同

学完成行测。。。到后面测评的就那几家公司，题目都做过好几遍了，所以后面大家都记住题目了。但是楼主比较

瘦，吃的也不多，长时间没有这么大的脑力劳动了，所以中途有饥饿感。。后来有点力不从心就放慢了速度，就没

有做完。提醒大家：笔试前多吃点，保证充足的能量能够持续供应给你的大脑。。。 

 

二轮。二轮都是面试，我之前看大众发的邮件还以为二轮还是笔试呢，还准备便装过去呢，后来有一个过了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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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告诉我是面试，所以我及时的换了正装去参加了面试。群面，群面的题目是从几个候选人里面选两个你认为最

适合当领导的，选一个最不适合当领导的。对于群面题目和结果都不重要啦，重要的是讨论的过程。大约七个人

里面要选出三个人，并且各有各的特点，在各自发言的时候就表现出观点非常杂乱的情况了，楼主是先定了几个

标准，然后俺这几条标准选出了这三个人并进行了解释。在后面的自由讨论环节，大家没有制定出一个比较好的

讨论步骤，一直在有同学自说自话，并不考虑整体的讨论进程，大家总是急着想尽量多发言。楼主这时不冷静了。。。

打断了一个同学的发言，说了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讨论。。。大家虽然附和说我说的对，但是没人接话导致了

短暂的冷场。。。然后后面楼主就开始跳出来控制进程了。楼主最后还被推出来发言，其实楼主除了自己开始分析

的，后面真的没有记录，思路非常乱的在组内汇报了一遍，然后大家给我补充，我调整了一下，思路较清楚的、

内容较充实的汇报了出来。正如有一个同学所说的，最后的发言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人家是看过程的，楼主

的缺点已经被极大的放大了。。。面试完我头也不回的骑上了自行车回学校了。最后他们会问两个志愿地点，家乡

所在地。并找了两个同学发表了一下对这次讨论的看法。楼主第一次小组讨论发言就这样的被刷掉了。。。群面你

总会碰到厉害的队友，弱一点的队友，但是在面试中一定不要违背一些规矩，同时在小组中找到自己做贡献的点，

如果不厉害，不要太出头，否则就像楼主一样，自己的缺点被放大，楼主平时很少做总结发言，即兴的语言表达

能力确实一般。但是楼主真的很团队，不然也不会中途跳出来的。 

 

其实楼主都已经准备好第三轮的单面了，毕竟楼主的英语还是说的挺溜的。我从这里得到了帮助，理应回馈一下

大家的，现在补上，希望能够帮上大家，最近找工作一直不顺，希望后面能够顺利找到一个理想工作吧。也祝愿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 

3.29 2017 一汽大众笔试面试（天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3848-1-1.html 

 

 楼主是天津某高校化学类的研究生，25 号收到了一汽大众的录用通知，整个求职过程中，应届生给了我很多的

帮助，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分享一下，这是我的第一份面经，渣文笔，能给接下来的小伙伴一点帮助

我就很满足了。  

首先是我个人的基本情况，女，本硕 985，英语渣（六级不到 500 分），发了文章，没有任何实习经验，做过一

点学生工作，以上。 

1）19 日笔试 

笔试 95 行测+5 道企业文化，总体不难，时间有点紧张，楼主有练习过行测，前面的数字推理，数学运算什么的

都不难做，就是做到最后 10 道逻辑推理，可能不够熟练，蛮费时间的。但是，好像笔试不刷人，我们专业 5 个

人都过了，笔试不用紧张。 

2）20 日群面 

我第一次参加群面，超级紧张，看了 N 多经验，但是不实践完全没有用，当天表现的和自己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我也没总结出什么经验，就陈述一下个人经历： 

我们的题目是 8 选 3 并排序的题，首先是个人陈述我是最后说的，之前看到有人说如果是后三分之一说基本会被

刷掉（看来说法也不准），但是真的抢不过，和别人同时站起来，不好意思和人抢，尤其是和同专业的一组。但

是还是建议早点说吧，我的观点都被别人说了，我说的时候都没有新意了，只能做到表达清晰有条理。 

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发言不多，可能就两三次。开始讨论时，我们组有两位同学先后说统计了大家了票数，就是个

人陈述阶段大家提到的，我反对了按照这种少数多数的方法，认为应该先划分标准，当然被无情反驳了，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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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了等等。之后我就强调了自己的一个选择，只有一位和我选了那项，当然还是被残忍忽视。之后，我可能还

强调过自己的一个观点，总之都没被认可。我感觉很受打击，我知道不应该，但是楼主第一次啊，真有点角色带

入了。 最后总结，是我们组的 leader，当然时间控制也是她，总结完后，我觉得我们组很多人犯错了。有

5、6 个起来补充，对不起，那会儿楼主真的很受打击，完全记不住几个人了，有的人竟然补充的还是不同意见，

总之表现的我们组都没一个固定结论。我觉得自己对整个讨论没起到什么推动作用，最后能过实属意外。我们组

10 进 3，leader 没过。 

3）22 日终面 

终面前，在应届生上把所有面经里提到的问题都总结了一遍，也准备了常见的英语问题。 

面试时就两个面试官，好像和大家的不同。一个人负责看材料，一个人问。中文问题我都准备了，家庭情况、高

考成绩、专业选择、为什么选择保研本校、学生工作、最骄傲的事情、优缺点、男朋友、岗位选择，这些都准备

了。但是，但是，有一个问题之前我想到了可能会问，当时准备答案时就很头疼，没想到真问了：你认为你在上

一轮面试中有哪些地方表现的好？我的天哪， 我真的不知道，只能把面经上群面要点说一说。这个问题

可能是我答得最不好的了。英文问了两问题，楼主口语太差了，回答完我都想钻地里，一个我准备了，就是别人

怎么评价你，一个是对汽车工业前景的看法。一说英语楼主就蓝瘦。 看来一汽大众不太在意英语，口语

好一点的同学完全不用怕。还有一点插曲，楼主整理资料时，忘记把会计从业和教师证拿出来，最后的最后，那

个负责查证件记录的面试官，问我为什么考这些证，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总不能说我怕找

不到工作，跟风考的，楼主就开始满嘴跑火车，表现出自己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想提高自己等等。幸好，证券从

业没有证，要不然楼主真的圆不下去了。我觉得这种疏忽自己不能犯啊，可能是太紧张了，就怕因为这个被挂。 

25 收到通知，感觉自己有点幸运，啰嗦这么多，感觉都是废话。 

 

3.30 2016.10 一汽-大众西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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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4961-1-1.html 

 

截止今天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一汽-大众终面结束，我读研期间的求职季也结束了，在求职过程中非常感谢应届

生 BBS 给予我的帮助，为了回馈应届生 BBS 的帮助，之前就决定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写个总结，为后来人提供借

鉴和参考。 

    首先交代一下背景，楼主山东人，西安交大机械硕士，本科 211。 

    一、网申 

     网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一汽-大众一般在 9 月初发布招聘信息，一汽-大众的网申非常繁琐，需要各种材

料，大家一定要非常重视的把所有能填的都填好，尤其各项奖励和附件的材料一定要全，据我所知，有些学生非

常优秀，但网申没过，实在是可惜。 

二、笔试 10 月 24 

    笔试考得是行测，总共 100 道选择题目，最后五道题目是企业文化题，时间 90 分钟，一定要提前做练习，我

当时是买了本公务员行测，手机上也安装了粉笔公测 app，这个提前多做做没坏处，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企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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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测评，提前准备总是好的。据我所知，西安站总共参加笔试的是 247 人，通过笔试的大约有 160 人吧。反正我

是没做完，后面剩下 15 道题目没做，全蒙的 B，但是看到我前面的同学选了好几个 D，这就很尴尬了。。。

笔试完，我基本就不抱希望了，反正自己已经签了一个青岛的相对还可以的单位了。结果楼主在 25 号晚上 8 点

左右，收到了测评二的通知（邮箱+短信），意外~ ~ 

    楼主建议大家先做最后 5 道企业文化题（大牛请忽略~），非常简单，1 分钟就能搞定，企业文化题目包括，

一汽—大众成立时间、各生产基地的建厂时间、连续多少年获得中国杰出雇主等等，这个问题一定要去听宣讲，

因为这各杰出雇主可能每年都不一样。 

三、群面 10 月 26 

    笔试过后到第二天晚上 8 点左右收到 27 号的群面通知，纯属意外，然后就到论坛里看网面的群面题目，主要

看了去年和今年春招的面经，看见里面有大数据应用的题目，楼主就稍微想了想大数据的应用 结果第二天

就是这样一个题，有 7 个大数据应用的领域，选出三个最可能应有广泛的领域，然后就其中一个领域涉及一个营

销方案。7 个领域大致是：健康医疗、灾难预测、交通、商业其他记不清了。每组 10 人，我们组是上午 11 点进

行，其中有四个是我们学校的，剩下的貌似都是长安大学，其中我们学校的四个人中有两个没去，还有另一个不

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也没去，另还有一个本科生，忘记了带简历，很悲催，工作人员就问他，你不带简历我们怎么

了解你？这就很尴尬了，凶多吉少（说这点事提醒大家，一定要把邮件和短信通知里的资料都带全）。最后参加

群殴的就是我们 7 个人，有两个女生。 

进去之后，按照序号坐下，每人桌上有一本资料，说的是群面的题目，有两个面试官，一个面试官开始介绍规则

和题目。。。。。开始每个人自我陈述一分钟，楼主是 4 号，第三个做陈述的，前面两个人陈述的时间有点长，

到楼主的时候已经过了 5 分种多了，楼主起来提醒大家注意陈述时间，然后楼主发言，楼主认为大数据来源于生

活应该服务于生活，我们的生活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然后按这个标准选择了自己的 3 个方面......然后进入自

由讨论阶段，没有人跳出来做 time controller。。。。。群殴过程中，一个面试官会检查资料。。。。。具体细

节就不说了。楼主的经验是自我陈述环节尽量做到逻辑清晰，有理有据，并把握好时间。 

     感觉陈述做的还可以，后面就悲催了，整个讨论楼主完全处于游离状态，中间楼主说了两次话，一次是大家

在自由讨论的时候，楼主发现大家选的比较多的选项可以纳入我的划分标准，建议大家按照之前我说的标准选择，

尽快达成一致意见，然后讨论营销方案。。。。结果没被采纳，崩溃，。。。。最后按照 10 号的观点选的，最

后 10 号充当了 leader，然后 10 号组织大家讨论营销方案，楼主基本没参与讨论，不是楼主不想参加，是完全一

头雾水不知道该说什么。。。楼主一直在盯着手表，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时间。。。。。此时楼主估摸了

一下，然后提醒还剩 5 分钟，咱们要尽快讨论营销方案。。。。然后楼主就继续处于游离状态。。。。这时 10

号楼主发现不妙，再不说话就没机会了，楼主就找准时机，说，我给大家稍微捋一捋，然后捋地乱七八糟，又没

被接受。。。。。。实在是惭愧，对比起大家呀。。。。此时楼主已经几近绝望。。。。。后来楼主就没说话了，

不一会儿，面试官提醒时间到，然后 10 号同学推荐 10 号总结的，然后基本每个人都补充了，其他人补充的都是

补充的为什么选之前的 3 个领域，楼主想再给自己一次发言的机会吧，站起来补充了一个营销方案中的宣传方

法。。。。。 

     结束后，面试官问了两个问题，家乡是哪的，选择两个工作地点。面试结束。楼主心想，肯定没戏了，这下

可被彻底 KO 了，低着头就灰溜溜地滚回学校了。。。心想校园求职生涯结束了，回到宿舍后，楼主换下正装，

擦干净皮鞋收拾好，决心再也不参加面试了，就此结束校园求职生涯。其实楼主内心还是很失望的，下午回去也

没啥心情，吃完晚饭后就抱着 pad 在床上看电影，突然手机响了，一看是一汽大众的邮箱，我还想是不是收到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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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了，打开一看，楼主尖叫了~怎么可能 。。。。难道楼主自带男猪脚光环，有不死之身 还激动

得以为是明天面试，就下床准备面试内容，过了一段时间，又看邮箱的通知，原来是后天。。。太鸡冻。。。 

具体的群面经验就是多参加面试联系，楼主感觉不要醉心于讨论内容，要有一种宏观的把控全局的概念。 

 

四、终面 10 月 28 日 

    群面当天晚上能收到终面通知，纯属意外。。。 

    终面是第 27 号和 28 号进行，我是被安排到 28 号，本来是所有人中的最后一个，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将我从

11 点半调到了 8 点半。27 号我准备了大半天，事实证明，准备的问题几乎没问，就连我为什么去一汽大众都没

问，这就很尴尬了 。。。。 

    终面其实很并不难，感觉就是面试官随便聊聊（大家按照求职大礼包里面的问题准备就问题不大），进去之

后，有三个面试官两男一女，先给每人递交了一份简历，然后把所有的证件。基本都是中间的面试官在问 

    自我介绍 2 分钟，介绍完后，接着问你是保研的？当初为什么选择西安交大，楼主主要从城市、导师等方面

做了回到，然后问考虑去北上广工作吗？这个是基于前面的问题提问的。然后问什么时候担任某个学生干部，有

没有组织过什么大型的活动，你的缺点是什么？有没有女朋友？对一汽-大众青岛工厂即墨的了解，我当时说了我

舅舅家的两个表姐在即墨。。。。面试官说看来你对即墨还是有点感情的（其实并没有啦）。。。。。问我了解

一大—大众青岛工厂生产什么车型知道不？其他工厂生产什么车型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楼主只在网上看到过一汽

-大众青岛是生产 SUV不知是真是假，其他都不清除，然后问我之前看过汽车构造的书吗？楼主很诚恳的说没有。。。

这就很尴尬了，还问我有没有签约，楼主按实际情况说的，也说明了原因。。。。后面女面试官又问听说潍坊有

个重工厂，你家是潍坊的不考虑吗？有没有考虑？楼主当时说不考虑，问我有没有出国的打算？。。。 

    接着负责记录的男面试官开始面试英语，先是抽一张纸条，然后大声读出来，然后在翻译出来，读完不知道

什么意思，只知道答题说了个什么，磕磕绊绊的翻译完，然后问了一个英语问题，who is your best frind? 楼主英

语太渣，稀里糊涂的说了说，也是磕磕绊绊，之前准备的英语问题一个也没碰到，好尴尬~还问了高考分数和笨

了分数线。 

    面试接近尾声后，跟我讲西安面试进行的比较晚，青岛的岗位可能没有了，但会优先安排青岛的岗位，是在

没有再考虑长春和天津等等，问我会不会考虑其他的地区，工作岗位的选择等等，问我要是后勤保障类的考虑不，

这个真的好尴尬，这个部门怎么样呀，楼主迟疑了一会，违心地说“考虑”，节操碎了一地~  

最后问我有什么需要问的没，我问了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说是两周内。然后又问了培训相关的问题。 

       整个过程，楼主表现并不好，面试完后，感觉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但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焦躁地等待 ing~ 

------------------------------------------------------------------------------------- 

       以上面经说的比较乱，仅供后来人参考，更综合的面经，楼主建议后来人根据求职大礼包中总结，最后祝

后来人求职顺利！ 

 

2016.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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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2016.10 一汽大众笔试，群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1469-1-1.html 

 

 首先感谢应届生论坛的求职大礼包，帮助了我很多！来大概分享一下这几天的经历。 

1、简历早点投，好好写。楼主是双 985 男生，所以简历筛选还有点自信。 

2、参加宣讲会，做适当的笔记，因为笔试有 5 道文化题。去早了还有小礼品。 

3、笔试就是行测题和 5 到企业文化，今年五道题是大众 1991 年成立，成都有个轿车三厂，大众由哪四个部分组

成，AUDI 哪几个系列是一汽大众做的，Q7 是错误答案。还有一个也挺简单，忘了。。。。就算之前不了解也可

以临时百度看一遍或者看大礼包，我拿到卷纸第一时间就把企业文化题做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诚意吧。前期虽然

也做了一些行测题练手，但是感觉题量确实很大，一个半小时做不完，剩了大概 20 道没做，都蒙了 B。好在感觉

笔试刷的人不是那么多，性格测试要好好做，我一个同学说他没好好做就被刷了。 

4、群面：群面楼主也经历过几次了，除了华为的处女面被刷，其他的都挺好。但也是因为在乎大众，把大礼包

118 页都看了一遍，还做了很多笔记，其实就是对套路的总结，大家多看看大礼包就知道了。面试十一个人，都

是我们专业的，尴尬。题目是给了十种营销模式（冠名，微信，电商，体验，赛事，售后等等），要你选其中的

三个，并就其中一种给出营销方案。这个题目是面经里有的，顿时不那么紧张。但是组员的不可控性真的会让讨

论过程状况频出，读题之前就抢 time keeper，然后让大家按做好顺序发言，好在楼主是 3 号，就没反驳他，刚刚

好啊~~~我们最后选了冠名，售后，体验。十一个人里，八个选冠名的，楼主草纸上冠名的营销方案都写好了，

结果不知道他们怎么讨论的，最后要围绕体验来展开，脑子短路了一下，然后心里一万头草泥马飞奔而过认怂了，

没有跟他们撕。让自己迅速淡定下来，然后针对体验这点寻找创新点，再加入交锋之中。之前那个 timekeeper

时间记的乱七八糟，好在面试官也没计时，我们就一直聊。聊到最后 timekeeper 又跳出来指定另一个哥们作最后

陈述，一脸懵逼。大众不喜欢强势的，所以就坐在下面慢慢输出，抢补充机会。过程中确实有几个不说话，抢不

上话，重复别人观点的，貌似整个过程也没什么 leader，浑浑噩噩地就完事了。整体表现就是按照一个标准陈述

了自己选的三个模式；针对体验的营销方案提了两个创新点，均被总结人采纳；最后抢了一个补充；中间以防跑

偏，推动讨论为由打断了大家一次发言。 

讨论结束问了一下家乡，工作地点的意向，手里有没有 offer 等，如实回答了。晚饭之前收到了终面的通知，开心

了好一阵，其实对于能不能过群面心里还是打了一天鼓。 

5、终面。三面一，两男一女，其中一个男的记录证书，女的主问；后来另两个男的也会发问。问的都是面经里出

现过的问题，把大礼包好好看看都能覆盖到。不过面试官也知道面经这种东西的存在，你针对一个问题举了一个

例子后，他会让你再说一个。比如我说了我一个缺点，他说你还有其他缺点么。。。。。我就硬着头皮说了一个。

还问了我对汽车行业的了解，暑假支教收获了什么（这个问题回答的一般）。英语问题就问了一个：如果来到你

所在的城市，你会给我什么建议？听别人说还会有介绍你的专业，你的论文，你是如何做出选择等。哦对，期间

还问了我你觉得我们会要你么，必须要啊。。巴拉巴拉一顿说 

总之面出来感觉还好，没那么惨。今天下午终于收到了 offer，前来还愿，祝以后的人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3.32 一汽大众（德语）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255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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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到今天才写经验贴，也是不容易，明天就要寄出我的三方协议了，想想还是有点小忧伤。不煽情了，好好地写

写应聘的东西吧。有点多，大家耐心看看吧。 

网申：秋招网申在我们这儿的结束时间是 10月 29号的中午十二点，我是在 27号晚上网申的，遇到了很多小问题，

下面说说注意事项： 

1.      认真填所有的东西，不管标没标明是必填项； 

2.      工作地点最好全选，不然很容易被筛掉； 

3.      尽量早点去网申，免得后台来不及处理，还有，网申要截止了的时候，不要在修改简历了。 

笔试：10月 29号就接到邮件通知，让 30号到 XXX大学（不是楼主念书的学校）进行第一轮测评，也就是笔试。

笔试有 95道行测题，5道企业文化题。对于行测题不过多叙述，建议自己上网找找题来做，企业文化题校园宣讲

会上基本上会说，反正也就是考那些。 

无领导小组：一汽大众的效率很高，30号下午快 5点的时候就收到第二轮测评邮件和电话通知。然后 10月 31号，

星期六，就战战兢兢的又去 XXX大学面试。在这儿必须谢谢我在 XXX大学念书的好基友，他们一直陪着我，到我

进去面试。 

下午面试一共有两组人，A 组估计是工科类的，我是 B组，属于混血型，5个学德语的妹子+5个工科的哥子，我

们讨论的题目是总经理的难题，关于报账的。每个人先看 5分钟，独立思考，然后自主陈词，不按顺序的，因为

楼主没什么经验呀，怕到后面没有说话的机会了，于是第一个起来说了，后来我一直庆幸自己这个决定~~~虽然我

们讨论得不是很激烈，但是还是一直有人说话的，后来慢慢磨，就在规定的时间内达成一致了。这点很重要，如

果小组达不成一致的话，小组成员的淘汰率就比较高了。我觉得自己的表现很渣，但是很幸运，可能因为我应聘

的是翻译岗，笔记做得还行吧。 

说一个我基友告诉我的技巧，小组讨论的时候，自己留点心眼，要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就算开始没站在多数人

的立场上，也要悄无声息的站过去。这个度比较难把握，注意千万不要表现得向墙头草一样。 

三面：只能说学德语的竞争太大了，光是我们学校进终面的就好像有 8个人，哭瞎。我的终面安排在 11月 2号上

午 10点半，希尔顿酒店。 

面之前，看了很多应届生的面经，但是关于德语专业的好像还比较少，于是我就把其它专业问过的问题用英语和

中文总结了一份，但是，人算不如天算，HR并没有问到我准备的问题。他竟然问了我简历上的实习，万万没有想

到，但是泰山都崩了，我只能装淡定，结结巴巴的说了大概 2分钟，就回归中文了，简直万幸。 

HR 问过的中文问题：自我介绍，说说家庭情况；后面的问题应该是因人而异的，楼主属于话比较多型的，HR还没

问，我自己就说了，他也就跟着我说的问；后面问了问工作地的问题。 

四面：三面完了之后，学德语还有一个电话面试，测专业能力的。楼主是在 11月 6号接到德语电面的，HR姐姐

先在早上 10点半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我下午 2 点到 2点半对我进行电面。早上接到电话之后，整个人一直处于狂躁

状态，因为不知道 HR 要问什么。在这儿，要谢谢之前一个学长的面经，好歹给了我点儿方向。 

首先德语自我介绍是少不了的，最好有点特色。介绍完了就是中德互译，还行，不难，就是数字很难搞，不容易

翻对，这种情况下不要急，翻个大概就好。之后还问了楼主问什么要加入一汽大众，你的期许什么的。楼主总共

也就面了接近 10分钟，挺短的，觉得电话面试的时候只听得见 HR姐姐的声音，其他的声音被自动屏蔽了。对此，

只想说一句，最漫长的是黎明前的等待。HR姐姐给我说，下周就会出通知，没想到，11月 7 号就收到了 OFFER,

简直不敢相信。 

各个环节需注意问题： 

1.      大众查你的各种证件查得很仔细，所有的东西都要原件； 

2.      不去长春的人基本上会被 OUT； 

3.      态度很重要。 

4.        

最后，我想说，翻译是我的梦，现在我有机会去实现它了，虽然离家远了点（楼主家在成都）。最后，祝自己好

运，也祝大家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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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一汽大众 2016 春招 大连站 笔试-群面-单面-电话面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6967-1-1.html  

 

首先交代一下个人背景，本人大连某高校本科毕业生，德语专业（其实差不多也能猜到哪个学校了），去年秋招网

申过，但补招时才接到通知参加笔试，无奈当时已 经放假回家，随后打电话来的 HR 姐姐确认了是否参加春招，

当时想着试试吧，就有了下面的经历。因为大连站的春招和预开发是同时开始，所以除了最后的德语电 面，其他

环节和其他专业都一致。当时也在应届生论坛上看了很多面镜，现在算是回报应届生论坛吧  

 

 

网申之后等待通知，这一步没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该上传的附件都传好，该填写的选项别遗漏就好。至于工作

地点这一项，只要不选“以上地点都不接受”估计都没啥问题。（当然我同学选了都不接受，也收到了笔试通知） 

 

3 月 20 日 也就是周日下午一点多接到了测评一的短信和邮件通知，告知了第二天笔试的时间地点和所需证件的

原件。 

在这里提醒一下，一汽大众的笔试基本就是行测题，一共 100 题，90 分钟完成。前 95 道是文字、计算、图形和

逻辑，最后有 5 题企业文化，没有数据分析和什 么历史政治常识。企业文化部分的话，大概记一下长春厂建成时

间，第一辆生产的车型和销售额、企业文化之类的。重点是前面 95 题！笔试时间很紧张的！不能用 计算器！不

会就随便选一个然后下一题！不要磨磨唧唧算半天！建议事先还是做两套行测题，手机上下个 APP，做完还带解

析的，对图形和计算很有帮助，什么对 称轴观察法，什么一笔画之类的...不做做题根本不知道。我是提前两天做

了两套，考试的时候觉得比较有底气，提前半小时基本就做完了（当然有很多瞎选 的），然后留出时间涂机读卡，

有时间再检查一下。在答题期间会有工作人员来检查你的身份证学生证成绩单语言证书什么的，不用分心，放在

一边他们会自己查看 的。 

笔试部分淘汰率不是特别高，但也会淘汰，所以务必认真作答，别和计算题纠缠太久导致没时间看其他题目，后

面的逻辑推理还挺简单的。 

 

笔试结束之后就回去等待结果，当晚九点多收到了短信通知，告知第二天测评二的时间地点和所需证件的原件。 

3 月 22 日 测评二也就是群面，记得穿正装，因为你到场后会发现只有个别人不穿正装，会很尴尬的。到达指定

地点后签到，然后面试官会点名分组，记清楚自己的组号和自己 的号码，依次排队。这时会有人来收取你的简历，

同时要求你报出自己的序号，忘记序号会很尴尬的哦~还会给大家发一张草稿纸，群面时自己做记录用，事后会收 

回，所以别乱写乱画。 

随后进入群面的屋子，按序号坐下。记得是有 3 个 HR，其中一个会介绍群面的注意事项，然后让大家把证件的

原件按照要求叠放在自己桌上。群面过程中面试官分 工不同，有人会记录，有人负责检查证件，有时还会巡视。

总体就是 5 分钟读题，然后每人 1 分钟的观点陈述，20 分钟自由讨论，3 分钟总结，2 分钟补充时间。 读题时认

真阅读题目要求，注意有几个问题，讨论的时候都要得出答案，不要有遗漏。陈述期间不要怕第一个站起来，因

为一旦面试官说：“开始自由陈述“，那么 就已经开始计时了。发言要点：1.别怕做第一个 2.有条理，有依据 3.

尽量不要占用他人时间 4.如果有精力，可以估算一下所有人发言后花费了多少时间，因为每人一分钟的观点陈述

时间和 20 分钟自由讨论时间是连在一起的，中间面试官不会打断提醒。 发言结束后开始自由讨论，这个环节建

议大家不要太做作，你本身性格内向就不用刻意外向，你本身外向也不必隐藏。没必要抢着计时，因为如果你揽

了这个活儿却没做好，那么肯定会被扣分。另外！不要一开口就说什么举手推选一个 leader 这种话，因为面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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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会说不让举手表决，也不让先选 leader，这是低级错误，别犯。  

我们组的题目是大数据，这个已经很多人提过了。讨论期间注意倾听他人发言，做好记录或者统计，我是这么做

的：在大家发言时记录每个人的选项，最后统计出得 票最高的前三项，这样就可以缩短讨论时间。讨论期间不必

急切的发言，要保证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条理、有意义。少用”我不同意“这样强硬的措辞，多说”我认 为...比较好，

比较切合要求，比较关乎民生“。当大家的意见基本统一时，不要突然站出来说我不同意，讨论不出统一结果全组

都会扣分，你也会显得非常不合 群，而不是有主见。 

要记得有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逐一解决，最后决定代表发言的时候我们组是统一开口让我做陈述，陈述应当条

理清晰，整合好大家的讨论结果。做不了陈述也别怕，还有两分钟的补充时间，代表有遗漏的话及时起立补充，

也会加分。 

讨论陈述的环节结束后，面试官会依次询问所有人有没有要考公务员的，有没有保研，有没有考研进入复试的，

有没有已签约的，手里目前有没有 OFFER，有几 个，是在考虑还是已拒绝。诚实作答就好，没有 offer 不影响，

但是太多 offer 都拒绝会显得你很挑剔。随后会再次确认工作地点，可以选一至两个。 

 

 

群面结束的当天晚上八点多收到了面试通知，一汽大众效率还是蛮高的，群面的话，我们组 11 人，4 人进入终面

环节。 

3 月 24 日 面试环节，依旧是正装，通知里会写所需材料，都带齐，别迟到就好。面试是在星海广场的百年汇豪

生酒店，直接去通知里的楼层房间签到就好，那里可以休息等候。 

群面环节是 2 面 1，开场还是”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吧“，这个是中文，时间自己定，一到三分钟都可以。我的自

我介绍大概内容是我叫 XXX，来自某某大学，德 语专业，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出众，

举例子（拿过多少次奖学金什么的），我的沟通表达能力也不错，举例子...，此外，我还有 较强的管理能力，举

例子。在我心中，一汽大众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企业，....各种夸....，我觉得自己 XXX 的特长/优点，非常适合一

汽大众，希望今 天的表现可以让各位面试官满意。 

在此期间面试官会查看你的简历、证件、成绩单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提问，因为我家是成都的，但我在大连上学

然 后又一次就工作地点进行了确认。之后就是些常规问题，大学最成功的事情（我讲了自己做创业项目，

带出了一个团队的事情，简历也有写这个），大学最失败的事 情（我说觉得自己没有多泡图书馆很可惜，结果这

就给自己挖坑了），然后是对自己的评价（优缺点都要说，但缺点不要说什么又懒又馋这种让人一听就想淘汰你 的） 

紧接着就是英语部分了...因为刚刚说失败的事情说了没怎么读书！于是面试官就默认我的爱好是阅读了...然后让我

用英文介绍自己都喜欢读什么书， 幸 好最近在看一本英文书，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就大概讲了

讲，期间各种磕巴（因为真的很久没有讲英语了，而且准备的时候英文的爱好介绍是摄影啊！ 另外我同学被问到

的是 hobby，还有人让介绍家乡什么的），然后又让我抽了一张纸条，大概五六行英文吧，给一分钟组织语言，然

后大声朗读并翻译出来。最 后确认一下有没有对象（心好痛），问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差不多了。最后告知

我，因为我是德语专业，所以如果这次面试通过了，一周内会有电话面试。 

 

 

以上就是非德语专业的面试流程，接下来的部分是德语专业的考察。 

周四结束单面之后想着下周才电面，于是我周五就溜达回家了...非常作死，因为万万没想到大众周末都上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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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岗敬业赞一个。 

3 月 26 日 周六早上...突然接到了长春的电话，没有自我介绍和对话环节，直接开始徳译汉和汉译徳，一句一顿，

可以让她重复，但一个句子最多念三遍。当时脑子很卡， 居然没有准备纸笔，有很多数字都没记下来，这点蛮可

惜的。之后又一次确定工作地点和岗位，然后说统一电话面试结束之后发通知。 

 

 

昨天，也就是 3 月 28 日，和我一起参加了单面和电话面的同学纷纷收到了邮件，录用的话就在邮件里让寄三方什

么的。大众做得挺好的就是哪怕没有录用，也给会发送一封婉拒的邮件感谢您的支持....但是我很尴尬，因为我什

么都没收到  估计是挂了吧？毕竟电话面发挥的真的不太好。 

 

今天中午想起来写这个经验分享，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码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没有表达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

留言问我。最后祝大家都能拿到心仪公司的 offer~ 

3.34  学渣也有春天 一汽大众从网申到拿 offer 全纪录（北京站 2015 秋

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9601-1-1.html    

 

学渣也有春天 一汽大众从网申到拿 offer全纪录（北京站 2015 秋招） 

 

 

我的第一次笔试、群面、单面都献给了一汽大众，很幸运拿到了 offer，虽然过去 10 来天了，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总结下经验，希望能够给后来人提供帮助，有点多，凑合看。 

首先介绍下基本信息 

    我本硕 211，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成绩稳定在班级 80%左右（第一年考研失利，二战一年考上研究生）研究

生成绩有所提升大概排 70%；没有获得过奖学金，没有参加过学生会，没有担任过班干部，在校期间唯一的奖励

是研二时获得的优秀团员证书（由于党员不能参与评选，作为班里为数不多的团员我“获此殊荣”）。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有信心了哈哈 我都能拿到 offer 你也一定可以的！ 

    当然我也是有优点的：乐观，自信，爱交友···（终面自我介绍中会提到） 

 

前期准备 

    由于一哥们去年拿到了一汽大众的 offer（在我们专业中算是去年最好的工作，他后来毁约了），成都一

汽大众成了我的目标企业，我知道进一汽大众很难，当时也就是想了想，没报什么希望。 

    我之前以为招聘季是从十一假期之后才开始的，一直没有做准备。10月 6号从西藏玩回来，那时候我才发

现有的企业已经网申截止了，有的同学已经都有面试了。舍友告诉我一汽大众还可以网申，还好还好，我开始制

作简历，进行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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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申 

 

    网申的话提醒下就是一定要认真填写，我一同学比较粗心学历只填了高中，自然没有收到笔试通知。我担

心因为成绩刷人，所以班级排名我很不要脸的选择了前 30%。工作地点的话最好都选上吧。 

 

测评一：笔试 

    10月 17号早上收到当天下午的笔试通知。 

    由于一汽大众是我申请的第一家单位，之前没有做过测评，加上时间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复习，心想

如果有幸过了笔试的话明天的群面怎么办，不管笔试了，直 接看了一上午的群面面经。（小插曲：一汽大众的要

求很严格，各种证件都必须是原件，最好早点准备好。我吃过中午饭准备去笔试，开始整理证件，翻遍了柜子也 找

不到六级证书，吓尿了，各种回忆后想到可能是之前扫描时落在复印店了，跑去一看果然在，复印店老板好人啊，

一直帮我保存着。当时就想：大难不死必有后 福） 

    笔试很正规，跟考四六级似的。90分钟 100道题，时间很紧张，第一次做行测，没经验，浪费了很多时间

在数学题目上，最后有 10道题左右都是蒙的。建议大家先做擅长的题，不擅长的留到最后蒙。5道企业文化题，

“连续获得几年最佳雇主”“一汽大众哪一年成立”“去年销售了多少辆车”“某厂是哪一年奠基的”之类的问

题，宣讲会时候仔细听听。 

    笔试出来后，发现很多同学都说时间不够，没做完。不管了，万一进了呢。 

    回去后先完成了一汽大众的性格测试，继续看群面面经，晚上 8 点左右收到第二天上午的群面通知。很兴

奋，继续看面经。 

测评二：群面 

    前一天看面经，大概总结了几点： 

1.第一次发言很重要，话不在多，想好了再说，要有逻辑性。 

2.不一定非要抢 leader，time keeper 之类的的，做自己就好，如果你本身就不擅长组织，抢着当 leader会十分

危险的。 

3.要推动整个讨论的进程。 

     10月 18号上午提前来到面试地点，陆续见到了同组的成员，相互了解了下。 

    一组 10个人，有一个是我同学，我觉得群面中有个认识的人对自己还是挺有帮助的，至少心态会好一些。

有 2 个人没有穿正装，我认为会减分。 

    进入面试房间按号坐，我 6号，正好坐在面试官正对面，心中暗喜，好位置。两个面试官分别发题目，一

看题目这么多字啊，头大。然后面试官开始宣读规则，这时候大家都在低头看题，我则抬着头看面试官，期间有

几次眼神交流，我就点几次头（哈哈我觉得会有加分）。面试官说完规则，我才低头看题。题目内容大概是：公

司要销售一款车，有 10种营销方式，选出 3种重要的，再讨论出最重要的，并且设计营销方案。字太多，我根本

没时间细看完，记得面经说过陈述观点时不要上来直接就说，要制定标准，分类，然后你是在这个标准下选择的。

我大概浏览了下 10种方式，微信、广告植入、明星代言、电商、体验式营销、提高售后等等，我最后按虚拟的（微

信、电商等）和实体的（体验式营销、售后等）来分类。 

很快时间就到了，面试官提示开始个人陈述。1号站起来先说了，2号接着说，（我记得面经上说第三四个左右比

较有优势）2号说完我就站起来了，同时 3号也站起来了，我心想没有要求按序号来吧，3号又坐下了。我开始陈

述，第一次群面啊，难免有些尿，我感觉我声音在颤抖。当我说出了我的分类标准，面试官抬头看了我一眼。很

多人都是站着拿着草稿纸念得，我是站着看着大家说的，颤颤巍巍说完了。倾听也很重要，每个人发言的时候，

我都看着他们，时不时点头。每个同学选出的 3种方式我都记录在草稿纸上了，面试完后草稿纸面试官是会看的。

我同学是第 5个陈述，他站起来提醒了下大家注意时间，之前陈述的人耗时比较多，面试官也赞许的点了点头，

加分，面试中我同学做了 time keeper，并且时间控制的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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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陈述完就进入了讨论环节，因为大家选出的都是不一样的，一开始都在说自己选的 3 个怎么重要，我说

刚才大家陈述的我都有统计，哪哪哪三个是提及次数最多的，我们就从这 3个中选出最重要的然后再设计营销方

案吧。大家出乎意料的配合，说好。（推动讨论进程）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三个开始讨论。我左边 7号那哥们总结

能力很强，大家都提出了一些点子，他都记录了下来，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什么贡献，基本上是把大家提的想法扩

充下，再复述一遍。讨论过程中，大家基本上都是对着我们这边说的，再加上我同学的控制时间，很顺利就完成

了讨论。7号自然成为了总结发言人，总结的也很不错。总结完，面试官问还有补充的么，我补充了一点，我当

时说的“7号总结时可能漏了一点”，虽然确实是漏掉了这点，但后来想想这样不好，有否定队友的意思，不好，

换成这样说“之前 7号总结时我没来得及补充这点”应该会更好。 

    我们组的 10个人都很好，没有很强势的，没有奇葩，讨论氛围很融洽，很幸运。 

    之后每个人说家乡，希望的 2个工作地点。 

    才知道 7号和我是老乡，缘分啊，最后 7号也拿到了 offer。 

    工作地点我选择成都和长春。 

    第一次群面，也不知道能进多少人，不知道如何判断自己的表现，感觉自己是有希望的，立马回学校准备

终面，万一进了呢。 

终面担心的就是英语，回去就找了常问的英文题目开始写，“家乡、学校、爱好、家庭、喜欢看的书、一汽大众

车型、发展规划等等”，在之前的面经都能找到。晚上 8 点左右收到第二天的终面通知，更兴奋，继续准备。晚

上到 2 点多才把准备的 10 个左右英语问答写完。 

终面 

    10月 19日早上起来，开始背昨晚写好的英语问答，真的很难背，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这些。 

   看面经说要熟悉自己简历，中午吃过饭又看了一遍，因为自己的简历除了研究生期间和老师做的两个项目（矿

山安全），一次安全标准化的实习经历外，再没有专 业方面的东西了，其他内容都很熟悉，我就重点看了看安全

标准化相关的内容，以及去年问我哥们的几个专业相关问题。把英语问题打印出来，出发，一路上都在看 英语。

（专门提前去，打算再背半小时英语，谁知道去了发现前面没有人等待，直接拉进去面试，都不给机会上厕所啊，

不知道我第一次面试有点尿么，口香糖都是 到门口了才找到垃圾筐吐掉的。） 

进入房间，微笑。 

    两个面试官，都很和蔼，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紧张嘛，比群面感觉好多了。 

    先是随便聊了几句，然后开始自我介绍。 

    介绍了学校、专业以及求职意向后， 

    我主要说了几点： 

1. 我做过安全标准化实习工作，我认为和应聘岗位比较匹配。 

2. 我的独立性以及人际交往能力还不错，我去西藏，云南玩都是自己去的，但是从来没感觉到孤独，一路上结识

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些朋友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3. 我会去地下通道或者街头弹吉他卖唱，抗压能力及心理素质得到了锻炼。 

4. 我是个有毅力，能坚持的人。5 年前因为减肥爱上了健身，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认为我的一些特点和咱一汽大众是相互都比较适合的，这是我第一次面试，我也希望是最后一次。如果有幸加

入咱一汽大众，希望是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工作。（面试过程中我没有用“贵公司”“你们一汽大众”之类的，

而是说“咱们一汽大众”，把自己当做公司的一份子，拉近距离） 

因为我自我介绍时候很有自信，就像在和朋友聊天（吹牛逼）一样，再加上内容比较新颖，可以感觉到面试官对

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女面试官拿起我的简历开始问 

Q：我看你简历上写参加过北京四校的联合吉他弹唱大赛，当时唱了几首歌啊。 

A：当时是 4所学校联合举办的，先是校内选拔，每个学校选 4人。然后一共 16人去参加决赛，第一轮 16进 8，

第二轮 8进 3。算下来一共唱了 4首歌。 

Q：你都喜欢谁的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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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许巍，我因为许巍学的吉他，不知道您知道许巍么 

Q：知道啊，他的蓝莲花好听 

A：是啊，我开始说许巍，从天真、自负、绝望、成长、一直到逍遥 balabala我学到了很多，也使我成长了很多。 

Q：说说你参与“我与祖国共奋进”国庆六十周年群众游行这个事 

A：我当时是能源方阵的彩车组成员，与他们走在外面的不一样 balabala一通说，总之走过天安门时，想要整齐

的话，很考验团队合作能力。 

Q：你说你人际交往能力不错，除了自我介绍中说的旅游认识新朋友，其他还有例子么 

A：（去过校内健身房的都知道，总有几个家属院的大叔会去健身，并且还练的很不错。）因为我坚持去健身房健

身，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大叔有时候会聚餐，每次都会叫上我，一桌 8个人，除了我都是 60+

的大叔,服务看了都纳闷呢···我想这也是交际能力的体现吧。女面试官笑了笑。 

这时男面试官发问了 

Q 高考成绩多少，当时一本线多少 

A：574，一本线大概是 510左右，当时我们学校的分数线就是我的分 574，所以很幸运。我一直觉得我运气挺好

的，所以今天有机会参加终面也说明了我的运气。 

Q 我看你这本科成绩不太好啊，很多 60来分的 

A：我表示刚入学时候有点不适应，有点迷茫，所以没有认真学习，高数大物都是补考过的所以都只写 60分，这

也导致了我第一年考研失利（我这是引导面试官问我的考研二战）。 

女面试官 Q ：怪不得你这 12年本科毕业，13年才读的研究生，那你第二年是边工作边考研还是专心考研的。 

A：先回家玩了玩，又去云南玩，散散心。家人鼓励，暑假后回到北京租了间床位一心备考，第一年没有专心准备，

考了 296 分，第二年认真复习，考了 387分（主要突出分差，说明我努力学成绩也是不差的）讲二战的艰辛，但

自己一直坚持，当时并不觉得有多苦，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自己还是很厉害的。 

Q：说下你最失败的经历 

A： 还是第一年考研，我说并不是因为没有考上而觉得失败，因为本来自己没有认真准备落榜可以说是意料之中。

主要是觉得让父母失望了，虽然他们嘴上不说，从小到 大，高考填报志愿，考研还是工作，在这些大的问题上父

母从来都只是给建议，无论我做什么选择都是支持我。父母给了我很大的自由，有时我却无法心安理得的接 受。

虽然父母从来没有责怪我，但我这让我感觉很失败。 

Q：你家在新疆，你选择成都工作，父母怎么看 

A： 首先我的目标企业是一汽大众，咱们几个工作地点里，成都离我家最近。我的父母一直鼓励我走出去发展，

但我还是更想在父母身边，因为尽孝是不能等的，我曾经 和父母聊过这个问题，他们说如果以后我工作稳定了，

他们可以来我工作的地方生活。他们已经快退休了，并且在成都也有一些朋友，成都也很适宜人生活，所以我 选

择成都。 

下面开始英文环节，最担心的。 

    抽一张纸条，我运气真的不错，4行英文只有 4个单词不认识，但我都能读出来。很顺利读完了，翻译时

候不会的单词我就明说不太认识，但整段话的意思我是翻译对了。 

    女面试官用英语说：介绍一下你的学校吧 

    我愣了一下，虽然准备了，也背过但是忘了，面试官太给力了，看我没说话就说给你 1 分钟组织下语言。

我想来想去只想起了 3 句话。我就开始说了，坑坑巴巴的 3句说完，实在不知道说什么，直接冒出了句“My school 

is very beautiful···”，面试官一看我词穷了，微笑着（注意是微笑，我同学说他终面时词穷，面试官是冷

笑，哈哈这运气）说那你介绍下你的家乡吧，我们都没有去过新疆。这话题我熟啊，虽然不是很顺畅，但是也足

足说了 1分多钟，女面试官听完说了句什么什么 good（我没听太懂，反正是夸我的，心里还乐呢）。 

    最担心的英文环节就这样顺利的度过了。 

    然后回归中文，又聊了聊，很随意的那种了解，具体内容记不得了。 

    男面试官问我如果去了成都，女朋友怎么办。（问得很委婉啊）单身狗表示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并且说成

都的异性朋友也多，其中一些是单身的，如果有幸签约去成都工作，说不定就变成女朋友了。面试官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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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说安全专业相对的是辅助性岗位，工资要比技术岗位低，能接受么。 

    必须接受啊（就算低也比其他企业高好么，况且安全在哪工资都比技术低） 

然后我问了两个问题 

1.      是不是技术岗才会有外派学习之类的机会，我们辅助性岗位有么。（世界这么大，我真想去看看） 

2.      我是 1月毕业，入职时间大约是什么时候。（明年春天计划出去玩啊） 

 

Offer 

    终面就这样很愉快的结束了，因为各种都聊得挺好，我还是挺有信心的，赶紧打电话告诉我同学面试中的

问题，他比我晚 2小时面试，就是群面里的那个 time keeper。 

回 到宿舍，给我哥们（文章开头提到的去年毁约一汽大众那货）说了声，他问我“怎么样，让你准备的那些专业

问题问到没”，我心里出现了一堆“卧槽”，对啊，怎 么没有问我专业问题啊，去年问了他 4个，是不是觉得我

专业性不强对我不感兴趣，所以只跟我聊天了。本来良好的自我感觉一下没了。 

    后来同学也面完了，说表现不太好，除了常规的问题，简历里的科研项目中一些专业性问题，其余没有单

独问。只有焦急地等了，第二天还有终面，所以是不会出结果的，很忐忑的度过了一天。 

   第三天，也就是 10月 21号早上收到短信，查看邮箱的录用通知。打开邮箱，发现录用到长春了，不是成都，

虽然有些小遗憾，还是毫不犹豫地寄去了三方。 

 

一点小建议： 

    要熟悉自己的简历，很多问题都是跟着简历提问的，我同学简历写的都是实习以及项目，终面问的问题也

都是专业性较强的，你要不是很熟悉就很容易露怯。 

    自我介绍下点功夫，突出你想让面试官了解的东西，整个面试过程的回答也要突出你的优点，并且在回答

中能引出让面试官感兴趣的，并且还能体现你其他优点的问题。我不敢说去引导面试官，但终面时我想要给面试

官展示的我的优点，面试官基本都有问到我。 

    面试中做自己，beyourself，平时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想强行表现出自己不具有的能力，你自己也难

受，面试官也很容易看穿。 

    我深知拿到了一汽大众 offer并不能说明我有多牛逼，因为有很多人比我努力，比我优秀，可是因为本科

不是 211 而无法通过网申，可能是群面发挥不好而被淘汰，也可能是终面倒在了专业知识上。 

    所以大家前期准备一定要充分，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这么好的运气。 

  啰里啰嗦写了这么多 能看完也不容易 哈哈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祝大家都能找到如意的工作 好运 

 

3.35 2015-一汽大众-预开发（失败）-秋招（成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2153-1-1.html   

 

其实板块里面经已经泛滥了，不过就像求神拜佛一样，我也是提着面经来还愿的 

A：预开发 

预开发的流程和秋招一模一样，不过感觉预开发要比秋招更关心你就业地点的选择，因为预开发培养的目的性更

强，要是你不想去公司需要你去的地方（我们学校今年是长春总部和在建基地青岛），估计就没什么戏；而且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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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学校来看，对于专业符合预开发班要求的同学来说，预开发招的人多余秋招人数；并且，预开发的时候大家

几乎都没怎么准备，所以如果你能提早准备一下的话，机会很大！ 

B：秋招 

面试流程板块里已经够详细了，我就不废话。 

说下要准备的东西（大神可以不用准备）： 

B1.笔试：行测+一汽大众企业文化、产品、获奖（连续多少年获得什么最佳雇主等）等相关信息。 

建议笔试的时候不要纠结犹豫，100 题 90 分钟，大部分题都还是简单的，不要为了个别题目放弃了那些简单的； 

另外笔试题目所有站都通用，所以你懂得！ 

B2.群面：10 人无领导 

很传统的无领导，不过形式比较拘谨，各自端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演戏，就看各位的演技如何； 

建议的角色是 leader、推动贡献者、记录汇报者，关键是要为团队完成任务做出自己的贡献； 

没必要面试前私下分配角色，不要有角色限制（楼主预开发的时候就是因为提前和组员定好做记录者，而在自由

讨论环节差一点一句话没说）； 

时间不多或者任务进度落后的时候请不要为了表现自己提反对观点，这样做除了自己找死以外，还有可能造成团

队任务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而所有人都扣分； 

有好的想法一定要在上一个人话音刚落的时候就发言，不然就可能被其它人说了； 

不要直接说不同意谁，你们是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完成任务，不是辩论队挣表现； 

楼主的惯用伎俩：个人陈述阶段第二或第三发言（发言太早观点不成熟、思路不清晰）；发言完后立即记录其它成

员的主要观点（记录要工整，分区域，面试官要看你记录结果的）；所有成员陈述完毕后立即（注意是立即）发言

“总结大家的发言+找出共同点+提出先确定标准再根据标准解决问题+根据大家的发言给出有共性的标准+询问

可否”，后面的活就是引导大家填充刚才搭好的框架，适时的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把机会留给其它同学，同时，

记录理由和结果；总结阶段一般把记录的结果向组内汇报，一般大家会推举你做最后的汇报，先组内汇报，记录

大家的补充，完善汇报思路；汇报阶段说话要慢（比如排序结果 12345，每个序号都停顿一下，这样效果更好），

先给出结果，再给出标准，再给出详细理由。 

群面完成后 HR 会挨个问工作地点意向（先无限制、再只能选两个地点或者三个）、签约情况（是否已签、拿到哪

些 offer），HR 问这个问题的目的，自己体会哈！ 

另外，和笔试一样，全国就那几个群面题目，所以你懂得！ 

B3.终面：3V1 

每年的形式都是一样的，问的问题也基本一样，所以不用担心，尽管和面试官谈笑风生，表现出你就是你准备的

说辞描述的那个人那样的； 

干货来了： 

英语问题：兴趣、家乡、课余时间活动、高考分数、为啥来我们公司、公司车型英文名称、喜欢的书，从中学到

了什么、你对大学生活满意么、最自豪的一件事情、第一辆车买什么，理由（必须要买一汽大众的啊，楼主预开

发面试的时候脑残说要买 SUV，尼玛想了半天发现一汽大众目前没有 SUV！）、家庭、学校、学校所在城市、优点、

缺点、职业规划、买车考虑哪些因素、介绍自己专业、如果与朋友发生冲突了怎么办、汽车发展前景、自我介绍 

以上所有问题楼主都准备了，面试时就问的其中两个问题！ 

 

 

中文问题：自我介绍、工作地点、家庭、选择企业时比较注重哪些方面、为什么来一汽大众、职业规划、选择的

岗位、你认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别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怎样评价我们公司、喜欢什么活动，参加过什么竞争、

对一汽大众的了解、只愿意你申请的岗位的工作吗、面试其它哪些单位，岗位，为什么没去、优缺点、专业领域

以外的知识有没有了解、为什么选择读研、组织过什么大的活动、如何给自己定目标、遇到的最困难的一件事、

最成功的事、最失败的事、最有成就感的事、工作中表现得很好，但是领导不重视你怎么办、介绍一个你主要担

当的项目，你都负责什么，你怎么协调的、比较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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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会根据简历问一些问题，即便问项目也是综合性的问题，不会问专业问题 

上面是我准备的问题，尽量自己扩展 HR 可能展开的问题。 

 

 

终面完，如果 HR 问你愿不愿意去哪做 XX 工作，那你的希望就比较大了！ 

 

 

如果上面提到的都准备好了，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否则只能说是缘分的问题！ 

 

 

总结：一汽大众的招聘是有规律可循的，成不成就看自己准备是否充分，还有缘分！当然大神例外！ 

 

 

 

深更半夜写面经，也是第一次写面经，求个精华什么的啊！ 

 

 

 

 

3.36 2015 一汽大众重庆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7842-1-1.html   

 

首先，超级感谢应届生求职网对各家公司资料和面经的总结，然后，表示一汽大众的 HR 都很 nice，今天是

面试环境很舒适的一次，感谢他们没有给压力~ 

    自我介绍，方便以后找工作的童鞋有一定参考。本人，材料成型，女，研究生。 

    1.简历提交 

      据说以前锻压方向的童鞋都没有刷过简历，今天可能是大众建新厂，要招人储备，所以刷过简历了。

建议写写和汽车相关的项目，以及自己的实习情况。今年，若是没有实习，简历是很难刷过的。 

    2.测评一 

      行测加企业文化，强烈建议大家按照以前师兄师姐的经验，数学题费时间，跳过，最后做。今年的企

业文化题，大众将在哪儿建厂；大众支持一个足球比赛是什么 品牌；大众连续几年获得中国大学生最佳雇主；奥

迪是什么时候建厂；还有一个记不清的事，是关于时间的。然后，还有好多逻辑题，套路都是差不多。 

    3.测评二 

      各位童鞋，测评不是专业笔试，而是群面。无领导小组讨论。我们一组 10 个人，同专业的人一组。5

分钟阅读题目，10分钟每人阐述，20 分钟讨论，3分钟小组 总结陈述，2分钟补充。这个在题目单上有会写。面

试官很好，不会黑脸。      我们组的内容是对关于一个新的东西可能在哪些地方应用，有 7 个方面，要求

小组讨论选出 3个，然后并选一个给出营销方案。这样，我们实际上比一般的小组面 试多了一个部分，要讨论的

是两部分，所以一定要合理的安排时间，尽量紧凑一点，例如对选择哪个标准的讨论可以稍微减少一下时间。 

    4.面试 

     面试是在一个高级酒店进行的，第一次去呢~哇咔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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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出电梯，就又可爱又美丽的姐姐打电话问可以不可以早点去，所以，建议大家尽量提前半个小时到

吧，如果有啥突发情况也好解决。提醒各位，东西一定要带齐，之前的面经里提到的研究生同学的论文还是记得

打。 

      很轻松的氛围，3面 1，有一个是昨天群面讲规则的 hr，人很 nice,进去之前看到他微笑，之后，就很

放松啦。 

      先交资料，3个面试官，一个负责记录，一个主要提问，一个估计是技术方面的主管，补充发问。 

     首先中文自我介绍，然后，介绍一下研究生开展的项目；在这期间遇到的什么困难；本科成绩，排名；

别人怎么评价你；最成功的一件事；最大的挫折；自己 的缺点；还有一些记不清楚了；接下开始英文测试，抽取

一个纸条，读一遍，翻译。翻译大概是 3 个长句子，还是需要快速翻译，建议童鞋们，可以事先练习一下， 拿一

段话，读读，自己快速翻译一下。貌似是因为是女生的原因，hr都没有追问过我，接下来的英语问题，也是问的

很简单，就问了一个，你觉得成都和重庆，你 更喜欢哪里？后面就没有了。 

     最后就是问还有没什么问题要问他们。第一个问的是培训的事，这个，结果 hr 向旁边的人说，他们是

问的面经里面的，我解释了一下，然后他们还是很耐心 的回答了。后来和其他的面试同学聊天,他也问了培训的

事，hr就直接说，你们不要问面经里面的事啊！所以，建议大家以后都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已经弱爆了~ 建议大

家根据目前的新闻啊，比如现在大众总裁新投资 220 亿欧元之类的来问。我还问了一下，什么时候给答复，以及

如果拒绝也会答复吗？回答一周内，直接拒 绝会说明，然后，待定不会发邮件。建议大家问问题这块，大概问两

个问题，然后一个时间，一个其他的，再次强调不要问培训了，今天写帖子最想写的就是这点 啦！ 

     最后的最后，感谢应届生求职网上各种前辈的面经，给我帮助很大。希望今天写写一汽大众的面经，攒

攒人品，求 offer啊~也预祝向着大众看齐的各位伙伴们，能如愿！顺其自然，静候佳音，加油加油，写给自己~ 

3.37 我的一汽集团和一汽大众求职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6852-1-1.html   

 

【前言】感谢在应届生论坛上得到的帮助以及求职大礼包等资料让我在求职之路上有了借鉴与参考，也让我从一

个求职新人得到了学习。喝水不忘挖井人，因此写一篇求职经验贴方便后人参考，若有不足还望海涵。其中提到

一些个人总结的无领导小组讨论经验，算是自己学生工作、团队建设等得到的一些小技巧吧，与大家分享。 

 

 

【个人信息】 

本科上海某 985 高校，硕士黑龙江某 985 高校，专业机械方向，成绩排名前 30%左右，英语六级没过 500，无德

语基础，无整车企业实习经历。在投递一汽集团和大众之前已经有两个 offer，群面单面英语面也算都已经有过经

验。 

 

【求职经历】 

1.一汽集团求职经历（附带无领导小组讨论经验） 

一汽集团来黑龙江比大众早了很多，简历投递也与一汽大众分开。没去宣讲会，在截止前一天 9.16 晚上投递了简

历并进行了性格测评，投递的技术中心。 

次日接到笔试通知。笔试内容是行测题：语言、逻辑、数字、图表，由于之前投递简历和做网上测评已经做过很

多，所以提前 10 分钟交卷，个人预估正确率 85% 以上，当晚接到次日群面（无领导小组讨论）通知。由于之前

有过一次群面经历，而且那次群面无比凶残（所有人都很 aggressive，最后没取得统一意 见），不过仍然通过，所

以心里也算有个底了，于是没准备洗洗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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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上午直接去参加群面，发现一组的 12 个人都基本认识，而且聊天发现都比较 nice，所以已经觉得比较放心了。

该次群面无自我介绍，题目是从一列选 项中选三个选项，并提出解决方案。题目是类似于管理类问题，因为题目

都不同，所以也就不说具体题目了。其实这类问题出现在群面是非常 lucky 的，因为这 种问题很容易达成一致，

而且对于工科男来说基本上选择的选项一般就是那几个，很少出现大规模矛盾（相较于之前腾讯群面，那矛盾简

直无法控制）。首先每个人 说出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确定了哪几个人比较 aggressive（潜在的 leader），哪

几个人 idea 更发散更切题，哪几个不太说话，是否有人 对时间有概念（如拿出手表进行计时，有做 time keeper

的潜质），哪些人开始记录（有做 recorder 的潜质），哪些人谈吐清晰逻辑明确（有做 presentation 的潜质），然后

一方面阐述 自己观点一方面评估自己在这个 team 里做什么角色更有竞争力，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团队里 aggressive

的人很多，并且非常具有攻击性，你没有把他们 压制住的手段（如与认识的人进行联合压制）或足够强硬，那么

最好不要硬碰硬做 leader 或抢 recorder 而是来选择一个 time keeper 的角色，但是这时候你要能够足够强硬到当那

些非常 aggressive 的人超时的时候你要进行干预（劝停、喝止或者联合其他人进行人数压 制），否则你根本起不

到控制时间，把握节奏的作用，而且还会导致整个团队得不出统一结论，那么第一个被踢掉的就会是你。如果你

们组里面 aggressive 的非常少，甚至非常沉默的情况下，那么你就要争取做一个 leader 进行整体把握。那么这个

时候你的责任就非常大了，同时你的风险也 很高。这时候就需要清晰了解每个角色的角色功能了（因为后面很可

能需要你这个 leader 进行角色分配）：Leader-把控大局，理清思路；Time Keeper-时间控制，调节节奏；

Recorder/Reporter-统计记录，汇总总结；Others-观点补充，合理质疑。在这里主要对 leader 和 others 进行分析，

作为 leader 首先要会 lead，也就是如果你进行角色分配要既保证这个人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同时该角色还是可控 

的，否则都会导致失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每个人做自己的汇报的时候需要仔细倾听并进行分析他们性格特点，

同时进行必要记录，因为他们的观点直接关系到后 面你的领导，后面会详细说明；除了选对角色，进行合理的人

员观察分析，就涉及到本身的另一个职能——引导。也就是说任何一个 Leader 绝对不能特别 aggressive，什么都

自己做决定，总是自己发言，要学会引导他人发言。比如曾经在学生会的时候一个群面中我们四个人，我是 leader，

剩下三个 人两个话很多一个话很少，虽然最终我们取得了统一意见但是仍然被当时的评审（主席大银）批评说我

没有引导话少的那个人发言，这就是我的失职，因为我冷落了 一个全队成员，那么就是对劳动力的冷落除了会损

失效率还对该成员的存在感造成影响，这就是我的问题。针对群面同样，leader 要分析每个人的说话比例， 并对

话少的人进行引导，如：“3 号同学刚才一直没有发言，我们不妨来听一下他的观点”，若他无法说出，这时候你

需要引导，如：“比如管理人员这个部分，冗 余会造成那些问题，3 号同学不妨来说说”，这样给面试官的印象比

你在那里说一堆要好很多，因为你们是个 team work，合作很重要。作为 leader 你更需要明白一个道理，你把控观

点但不是你阐述观点，你的引导让别人说出你的观点，然后你进行总结，这样那个人得 到了表现，你也获得了表

现，这是 win-win 的局面。除了这些，你也需要把控一定的节奏，比如从 8 个观点选 3 个，如果大家都提到了观

点 2，那么你就要及 时提出“观点 2 已经统一意见，我们讨论剩下两个，刚才个人观点中讨论最多的是观点 3、5、

7、8，那么我们从这几个里面进行筛选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除了要记住刚才每个人怎么阐述观点还要记

下他们说了什么观点的原因。Leader 是一个团队的灵魂，除了这些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希望大家自己 揣

摩。如果你没有争取到 leader 或者觉得自己性格不适合，那么就做 others。Others 没有固定职能，所以其最重要的

作用就是提出宝贵意见，也 就是你要有话而且你的话不能有废话。比如前面的人说提高人数能够增加生产力，你

就不要再重复这个论点，你可以讨论人数增加的同时增加考核机制，这样才能更 有效率地提高生产力。这样你的

观点让整个方案更加清晰，可实施也更有根据，这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 other 需要做的。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对之前

的一些人的观 点进行总结，从而理清思路（特别是 leader 没做这件事的时候）。但是切记一点，永远别做“搅屎棍”，

就是在大家统一意见后你还提出质疑，除非是出现了 原则性错误（如跑题、违反规则等），否则这都会影响进度，

直接降低团队的晋级几率。 

说了这么多说一下在这场我的处理，由于其他人没看表，所以我只好同时做 leader 和 time keeper，在引导过程中

兼顾了以上所有注意事项，但是...我竟然有一个小地方跑题了，这时候一个同学及时提出来了。这个时候我给你

的建议是——绝对 不能慌！要 hold 住！因此马上进行修正，并对该同学进行赞许。后期由于大家都很含蓄，所

以我指定了一个我认识的人做 recorder 和 reporter，因为我知道他能够胜任这个角色而且他在之前的确说的不够

多，而其他一些人有些虽然之前表现不够，但是我觉得可能不能够思路清晰说出我们 的结论。总的来说我们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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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页 共 85  

常和谐，最后进了一大半吧。在这个过程中面试官直接问我是不是当过学生会主席，于是我只好承认了（本来不

想说，因为后面压力面会 针对这一点进行攻击...）。 

中午接到通知下午参加单面也就是终面。看到了同组的进了那么多很开心，单面的时候基本就问问个人资料里的

内容和课题，不过针对我不是党员的问题小小刁难了 我一下。。。，最后问我当天晚上如果跟我签我签不签，我因

为手里还有相对不错的 offer 就说需要看待遇，于是他们咨询了我现有 offer 的待遇，我说了 之后就让我走了。其

实这时候已经知道肯定不会给我 offer 了，不过这也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觉得这家企业的待遇的确自己不满

意，所以我挺坦然的。 

2. 一汽大众求职经历 

由于本来其实想去南方，没把一汽大众当自己首选，其实一开始并没特别重视。后来权衡很多，觉得一汽大众在

很多方面还是很优厚的，所以决定好好对待。简历神 马的因为之前投过预开发，基本也没怎么改，然后就坐等通

知，后来就收到笔试通知了。不过今年据说筛简历很严苛，很多之前预开发申请，简历过了的这次都没 过，所以

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当晚笔试依然没准备，发现笔试题依旧如同预开发时候那么难（预开发的时候就是笔试

跪了），数列题有 4-8 题不会做，蒙的答 案，其他的都基本做了。最后五道企业问题，竟然跟预开发准备的东西

对上了。不过因为数字，图形那部分答的不好，所以心里还是没底的。个人估计正确率也就 75%左右吧，不过很

幸运第二天上午接到了参加群面的通知（那时候我还在航天专场中奋力扔，不，是投着我的简历）。 

下午把自己塞进正装就去了，结果同组的竟然都认识，当时心里就一个声音：“今天看来要在熟人中做心机婊了

T^T，估计会去就友尽了= =|||”，采取策略依然如上面所写，依然是 leader。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用到了之前为准备

PDM 和 MKT 而学习的一些营销理论和管理理论，也算在这方 面有了比一些人更加深刻的观点吧，总的来说还

是比较满意的。一结束，我就跑了，因为半个小时后还要去面试联电= =|||（所以好多人都说我是个水性杨花的男

纸= =好吧 我承认行了吧^0^） 

当天凌晨接到了大众终面的通知，然后，然后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临时抱佛脚记下几个大众的品牌，销量，

以及英文名称，结果……面试时候并没有问到= =|||。反正问题就是面经中那些，具体问题可以下载大礼包，神马

性格，什么优缺点。本来我还最担心英语（之前面试的出来都一脸苦逼说英语难 -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

己比较幸运，抽到的翻译灰常简单，竟然一个生词也没有^0^，很流畅地翻译完了，英语问题也灰常简单，所以就

直接跟他神侃， 并借机表了进大众的决心，噗~英语 topic 也是面经中出现过的，虽然没准备过，不过觉得说的还

好。不过这个过程灰常感恩之前面试其他公司海外岗位的经 历，说实话被那些满口流利英文 Hr 虐过得经历也算

小小提高了自己的口语吧（虽然曾经被某公司高管怒喷你的英语怎么这么烂，没错就用的烂，不过也正因为受到 了

羞辱才有了提高的动力吧~），整个过程还是很流畅的，当时因为也没什么得失心所以回去也没怎么想这个事。 

然后四天后大众的 offer 就躺到了邮箱里了~因为考虑很多因素所以先签了这个 offer 的三方= =||| 算心里有个底了

吧= =（不过好像签了之后真的就没什么找其他企业的动力了= =(⊙﹏⊙)b，后面慢慢看吧） 

 

【写在最后】 

其实每一份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就像当初学生工作做到主席团好像简历里面写了也没什么用，但是群面的时候

就可以很得心应手地应用当初管理部门筹备活动的经 验，说到底群面跟学生团体的主席团一样都是同时处理人和

事的问题，这两者同时解决好了才是成功。除此之外，平时没事看看管理或者营销的书没有坏处，其实很 多时候

群面题目都是这方面的，比如什么旅店提意见、营业额下降分析等其实不过是对产品设计的过程，从定位到分析

都可以用产品的理念进行剖析，如果你是一个 工科生能够掌握一些这样的知识遍能够比别的工科生在群面中发挥

的好一些，高一些，同时你自己也稳一些。 

每一次面试的过程都是自我再成长的过程，就像打怪升级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所以我也感谢之前那么多大公司

面试的经历，有些拿到 offer 有些没有，但是那些收获都是日后的财富。 

最后预祝各位求职顺利，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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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一汽-大众 2017 预开发班 case sharing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4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9728-1-1.html   

 

阅读完本文，大概需要 6 分钟。   从终面结束，到接收到一汽大众的预开发录用通知，经历了差不多半个月的

煎熬。这半个月里，无时无刻都在为这件事焦虑着，有空了就会刷一下邮箱，看一下论 坛。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应

该可以幸运的进入，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和大众缘分不够，还需要再努力。就这样经历了半个月的情绪波动，

终于在 4 月 15 日晚收到 了预开发的 offer，内心的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在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中，应届生论

坛给予了我太多的帮助，所以在思绪沉静下来后，我决定把自己这段历 程写下来，希望能给有志加入一汽大众的

小伙伴们一些参考。力求客观的展现，不加过多的评价，辩证的去看吧，仅供参考。   总体感觉一汽大众作为一

个合资车企，招聘过程是比较传统的，也是有迹可循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用心准备，是可以掌握其中的一些技巧

的。同时大众对硬件要求 比较高，比如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党员等，这些就要靠大家平时多努力了，多经历

一些事情，不断地完善自己。下面就分别按照笔试、LGD、终面来讲述自己 的准备和真实经历。 

   一、笔试： 

          准备：每天会在粉笔公考上刷行测题，同时在复印社买到了近几年的大众行测题（无答案就是培养一下感

觉）。 

          真实经历：数字推理，逻辑推理题型题量比较大，题目没有做完，得有 20 道题是自己蒙上去的。100 道

题 90 分钟时间很紧，自我感觉没有时间去合作，还是塌下心来，自己做自己的，如果想在考场游鱼得水，平时还

是多练练。 

  二、LGD: 

          准备：首先在论坛里搜集了一下近两年的 LGD 题型，然后开始组织实验室的小伙伴一起练习，同时参 加

了学校求职社团组织的 LGD 模拟，有机会就练，珍惜与不认识的人进行小组讨论的机会，这样的真实度更高，收

获也更多。前前后后大概有 10 场左右，获益匪 浅，无领导还是要在实战中去找技巧，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套路。

角色观念不要太强，有想法就说，真正的去为整个讨论做贡献，比如提出讨论框架，充实框架内 容，讨论跑偏及

时拉回，观点不一致时协调不同意见，漂亮的总结等等，这些都是加分项，在模拟中有目的的去练习，然后每次

都做好总结，两三次后就会有很大的 提高。 

          真实经历：无领导题目是有关于员工成长的。从 15 个选项中选出两个最重要的和两个最不重要的方 面，

并说明原因。一共有十五个选项，大概有提升公司形象，给员工培训，给员工做职业生涯规划，加强员工学历教

育，优化员工结构，给基层员工的领导培训，加 强公司管理和业务水平，提高报酬，公平环境，关心员工家庭，

组织娱乐活动。。。等等。不想对当时的情况做太多的介绍，还是拿起题目去跟小伙伴们真刀真枪的 撕一下，这样

收获更多。只有平时多练习多总结，才能在真正的实战中有很好的发挥。   

三、终面： 

        准备:   1. 对自己的简历背后进行全面的准备：从学生工作，科研经历再到实习经历，按照 STAR 原则整理

成一个 word 文档，做到有备无患；        

                    2. 准备论坛里面大众喜欢问的问题，比如，你的优缺点，你最成功的事失败的事，为什么加入一

汽大众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可以按照保洁八大问的方式去准备； 

                    3. 英语部分的准备：同样还是搜集论坛里面的英语问题，比如，介绍你的家乡，平时是怎么学英

语的，谈谈你对大众品牌的了解，如果有足够的钱买什么车等等。 

       真实经历： 一汽-大众的 HR 真的很 nice，进去之后会和你开玩笑，让你很快的放松下来，更好的发挥自己。

一共有三位老师，一位是宣讲会的主持人，另两位是女老师。 其中一位女老师负责登记证书，记录面试过程，所

以简历里面涉及的证书，一定要带全。下面我就把面试过程问我的主要问题罗列一下： 

                          1. 成功的事，失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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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针对上面的失败事例发问，现在是不是会做领导了； 

                          3. 在你按照你刚才说的方式去做 leader 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以后遇到

类似情况，怎么去提前处理；（可以看出面试官会针对你的回答，继续追追问，提前做好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4. 进入英语环节，抽签对题签内容进行朗读和翻译，一分钟准备时间； 

                          5. 英语问题：本科学校和研究生学校的区别； 

                          6. （换女老师发问）你对一汽大众的组织机构了解吗？一汽大众有管理岗和研发岗，你希望

自己以后从事什么工作？ 

                          7. 为什么质量保证是一个管理和技术综合型的岗位？（这也是针对上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来继

续发问的） 

                          发问结束。。。。。。 

                         我又问了两个问题，终面结束了。总体来讲，前期准备很重要，大众的 HR 可能会对你进行压

力面，扣细节。准备充分，也会让你有一个更加自信乐观的心态来面对终面，这样胜算更大。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希望没有耽误大家的时间，能够为你在求职过程中有些许帮助。 

3.39 签约一汽大众，一路向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8695-1-1.html    

 

网申，笔试，群面（11 进 2），签约，感谢这个论坛，这是我终面准备的一个文档，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算是对找

工作准备的一个写照，能对以后找工作的同学有用，当然更好。 

一、自我介绍 

尊敬的面试官： 

上午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贵公司面试。我叫 XXX，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就读于 XX 理工车辆工程专业。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一个综合能力比较不错的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首先，我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在校期间，我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大四毕业免试保送研究生。值得一提的是，我

的本科毕业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专业 278 人，仅有 7 人 获奖，我觉得这是对我本科努力最好的

肯定。更为重要的时，这也为我研究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我加以改进，获得发明专

利一项和核心 学术论文一篇。我做过的项目有“扭力梁式后悬架疲劳损伤研究”以及“四轮毂电机驱动电动轮车开

发”，项目经历锻炼了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学生工作培养了我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我热衷于做学生工作，我在校研究生会担任科技创新部部长，参

与组织了校级品牌活动“闻献讲坛”“名企面对面”以及“研之精英”学术演讲比赛，这些学生工作不仅丰富了我的校

园生活，更培养了自己的组织协调、团队合作的能力。 

一汽大众是中国最优秀的汽车合资企业，很重视员工培养，我与公司招聘的专业对口，能为公司所用，实现自己

的职业价值，所以我格外珍惜今天的面试机会，希望我的表现能得到您们的肯定。 

这就是我简要的自我介绍，谢谢！ 

 

二、为什么选择一汽大众？ 

首先：本硕都是 XX 理工车辆工程专业，专业与公司招聘所需对口，能为公司所用，实现自己在职业价值； 

其次：一汽大众是中国最优秀的汽车合资企业，产品覆盖 A、B、C 全系列乘用车，且每款产品的性能和销量都是

细分市场里的主导产品，随着 2020 战略的发布以及之前与德国大众的合作合同延期至 2041 年，未来年产销高达

300 万辆，可见公司发展前景好，能为我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 

另外：一汽大众在技术和管理领域形成人才梯队和人才储备模式，尊重员工的个人发展意愿，保持员工能力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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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断提升，已经连续多年被权威机构评为“中国最佳雇主”，吸引我加入其中； 

三、企业文化了解  

一汽大众成立于 1991.2.6.一汽大众第一款下线产品：捷达 

英文：FAW-VOLKSWAGEN  First Automobile Work shop  第一汽车制造厂——大众 

每款产品无论性能还是销量都是细分市场的主导产品，产品覆盖 A、B、C 全系列乘用车 

技术实力：产品预开发、本地化开发、国产化认可、零部件开发、整车道路试验 

使命：造价值经典汽车、促人、车、社会和谐 

愿景：中国最优秀的汽车合资企业，员工眼中最具吸引力的公司 

核心价值观：诚信创造价值，尊重成就共赢 

产业梦想：让中国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汽车 

卓越的企业文化、先进的工艺设备、严谨的德系质量体系、雄厚的产品开发实力 

长春：公司总部、轿车一厂、二厂、发动机传动器厂、冲压中心，2014 产能 100 万辆 

成都：轿车三厂、发动机厂，2014 年产能 60 万辆 

佛山：轿车四厂一期，2014 年产能 20 万辆                     

青岛：轿车五厂，发动机厂，将投产 

2014 年产能 180 万辆，未来产能将达到 300 万辆 

2020 战略： 

一、在 2020 年前实现年产销 300 万辆 

二、大众和奥迪品牌在各自细分市场实现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目标 

2012 年，一汽集团和德国大众提前签订续约合同，延期 25 年至 2041 年 

两大品牌： 

大众：捷达、宝来、高尔夫、迈腾、速腾、CC 

奥迪：A6L、A4L、A3、Q5、Q3 

速腾：捷达 5 代   迈腾：帕萨特 6 代 

 

Q:最想购买的一款车? 

ANS：大众 CC 

大众 CC 是一款标准的轿跑，轿车的稳定性与跑车的灵敏度完美结合； 

外观方面，高腰线车身与自动无框车门设计，美观时尚，获得欧洲车身大奖，被称为史上最美大众车； 

动力性方面，四轮驱动，装备了 6 速 DSG 双离合自动变速器，百公里加速 5.6s，最高时速 250km/h，动力强劲，

想必拥有非凡的驾驶体验； 

高科技配置方面：除了广泛应用的 ABS、ESP、倒车雷达，更是配置了第二代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动态底盘控

制系统，与“TSI+DSG”黄金动力组合，安全智能 

内饰方面：精致，真皮座椅，车载娱乐设备齐全 

 

职业规划: 

我希望加入一汽大众规划部，3 年内实现从一名新员工到规划员的转变，之后通过项目中的经验积累，5 年 内往

规划工程师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讲：作为一个车辆工程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想长期在汽车行业工作。我希望加入

一汽大众这样优秀的汽车公司，入职后积极融入 企业文化、把握好工作节奏，理解岗位职责，结合学校的专业基

础和公司提供的培训，增强工作能力。规划是愿景，努力是根本，我认为自己有出色的学习能力和端 正的工作态

度，会为这个职业规划而拼搏。 

 

对规划部的了解：车身规划、模具规划、总装规划、冲压规划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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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工厂和产能布局； 

制定设备和工艺发展规划； 

工厂、车型、发动机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实施； 

冲压模具设计规划及可制造性分析 

实习：（暑期在上海大众车身规划实习过。。。。今年不留人。。。） 

利用 PD 摆放标准件、计算等效焊点、产品数据准备、翻译机械通用标准、在汽车生产线上了解现场规划员的职

责 

规划员素质：思维缜密，善于规划；沟通协调能力出色，需要与研发工程师、生产一线员工、供应商打交道；强

烈的责任感，规划对公司研发生产运作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工作积极主动；随时做好出差的准备 

 

优点： 

1、责任心（研会经历） 

2、能热衷于长时间做好一件事，有始有终（毕业论文） 

3、性格坚韧，积极向上（出身寒门，毅然读研） 

缺点： 

1、就目前而言，相信能胜任工作，只是工作经验不足（可以通过日后积累加强） 

2、有时追求细节完善影响总体进度（通过时间管理和改进工作方式来改进） 

大学期间最成功（自豪）的一件事：学士学位论文被评为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7/277） 

1、是对本科努力学习最好的肯定，期间巩固了专业基础知识，培养了论文撰写的能力 

2、放弃毕业旅行，全身心做好一件事，虽然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但是值得 

3、为研究生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很有意义 

大学期间最失败的一件事：没有加入 XX 理工大学 WUT 车队 

WUT 车队每年参加全国大学生方程式竞标赛（FSAE），油车、电车两个类别的比赛 

大二时专业课太紧凑，考虑到自己希望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学习中，为了之后保研，而没去积极参加选拔，错过了

在车队更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的机会，遗憾没能和车队前往上海赛车场和全国各大高校的车队竞技的机会，当

看到本科毕业车队成员围着赛车合影，特别失落。 

总结：要勇于争取喜欢的事物，过度思考会束缚行动，为热爱的事做出点牺牲是值得的，不留遗憾，后来研究生

期间加入校研会，学习和科研并没有受影响。 

家庭情况(表明自己适合去长春，不怎么方便写在这里，就省了) 

特长：羽毛球 

代表学院参加校级羽毛球赛，还拿到名次，平时的话更多是当做一种运动爱好，来调节紧张的学习节奏，锻炼身

体。 

爱好：篮球、跑步 

自我评价 

扎实的专业基础；学习和工作态度端正，责任感强；做事积极主动；注重团队协作，拥有良好的组织沟通能力 

对加班的看法 

如果是公司的需要，义不容辞。我现在单身，没有任何家庭负担，而且年轻，精力充沛，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

同时，我也会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朋友对我的评价 

值得信赖；随和，容易相处；真诚善良，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准备的问题 

1、一汽大众公司有工作之余随时可以参加的德语培训机构吗？觉得在中德合资企业会德语能有更好的发展 

2、一汽大众新能源之类的动态能给介绍一点吗？ 

3、什么时候得到面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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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汽车行业发展趋势的了解 

两大发展主题：新能源汽车和车联网技术； 

四种趋势：电动化、智能化、电商化、共享化 

三大制约因素：化石燃料紧张、大气污染、城市拥堵 

 

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的比较（有上海大众实习经历，担心问到，准备的。其实有主观想去通过面试对一汽大众主

观性的夸奖，至于真实的情况，也许不一定吧......） 

1、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都是汽车行业杰出的汽车公司，两者都是中外合资企业的优秀典范，且外资方均为德国大

众公司，都有着卓越的企业文化、先进的工艺设备、严谨的德系质量体系、雄厚的产品开发实力，都是我们应届

毕业生理想的求职单位； 

2、从市场占有率和行业利润的角度，一汽大众更胜一筹； 

一汽大众在大众品牌兼顾 A、B 级车的同时，更有奥迪这一豪车品牌，业务经营范围更广、汽车市场份额更多； 

3、一汽大众的工艺更优异； 

对比同一定位车型，如速腾对明锐，迈腾对帕萨特，明显一汽大众这方面更出色； 

4、一汽大众的品牌含金量更高 

德国大众把近年来主打车型：迈腾、CC、速腾、高尔夫都放在一汽大众生产，而上海大众则只是将老帕萨特不断

升级到领驭、新帕萨特； 

5、从企业人才培养的角度，德国大众最直接的合作伙伴就是一汽大众，国内的 DSG 变速箱在大连生产，技师都

是在一汽接受培训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门的； 

翻译 

DTM machine ready to roar in Shanghai 

德国房车竞标赛的赛车即将在上海启动引擎！ 

GAC’s first own-brand car 

广汽的第一辆自主品牌汽车 

 

一汽大众新能源战略——混合动力与纯电动 

e-up  

高尔夫电动车 

奥迪在新能源车方面锁定混合动力技术 

佛山二期总投资 153 亿元，将投产大众和奥迪品牌的新能源车 

英语口语 

 

My hometown 

    I’m gla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my hometown Luotian county，Huanggang to you. 

Huanggang is located in the east of Hubei province,It has a long history.It is famous for the education,maybe You've heard 

of the Huanggang middle school,this middle school sends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students to the national universities 

every year.Huanggang is the hometown of a large number of famous people,such as Li Shizhen,Li 

Siguang,Wenyiduo,Dong Biwu,Li Xiannian. 

What’s more,My hometown has several tourist attractions,such as TianTangZhai,Bodaofeng,every year,tourists around the 

country come to my hometown for sightseeing.The local people are very kind and hospitality,so welcome all you go to my 

hometown for sightseeing,I believe you will enjoy the trip! 

That’s all,thank you. 

 

My favorite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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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ike to do sports,such as basketball,badminton and running.My favorite sport is basketball. 

In fact,I play basketball quite well,in the basketball court,I like to play the role of Point Guard,that is to organize the 

offensive of the whole team.It need organization ability and good ball control ability. 

Every week,I play basketball at least once,I find that play basketball can make my body stronger and healthy.Besides,it 

enrich my school life.More important,by playing basketball,I make several good basketball-friends and I get 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Every year,the college would organize the basketball game,I can have the chance to play at the basketball court,I enjoy the 

feeling very much. 

My family 

I have a happy family.There are five people in my family.My father,mother,brother,sister and I.Three children in my 

family are famous university students,My father is a building worker,my mother is a farmer,so my parents overcome 

extreme hardship to bring us up,they are the greatest person in my heart.Although my parents are common people,they are 

hard-working and kind,their every word and every action tell me how to behave myself well.They support my choice,they 

give me enough freedom to do what I want to do.When I face the hardship,they encourage me to find way out. I love my 

parents. 

Both of my brother and sister have been working at the other cities,we would contact each other by mobile phone、QQ，

we share interesting things to each other. 

I love my family. 

 

What I am most proud of during my school life 

What I am most proud of during my school life is that I am the winner of the Hubei provincial outstanding graduation 

thesis. 

Every year,every graduate student need to submit their graduation thesis to get the diploma.Then there would have a 

selection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province. 

I spend lots of time and energy in finishing my graduation thesis,I even give up the graduation trip and continue to modify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my graduation thesis for as much as ten times.Finally,only 7 in 277 students of my major get the 

reward. 

I feel that the reward confirm my endeavor and solid professional foundation.No pains,No gains. 

More important,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my graduate study.By improving the thesis,I get an invention patent and one 

academic paper. 

It is really a precious experience which makes me feel proud. 

 

面试过程中我要注意的细节： 

1、有礼貌，回答完问题说声谢谢，进门前敲门，问声好，轻声关门 

2、注意表情，保持微笑，自信从容 

3、回答问题前稍作思考。说到点子上 

4、不贬低别的公司 

5、客观讲出项目经历中的收获，体现自己的能力 

6、有技巧性的引导面试官，说些别人感兴趣的 

7、面试 30min 左右 

8、熟悉简历 

9、面试的时候，我所需要做的只是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展现出公司所需要的能力 

 

   我从五月份就认真准备了这种结构化面试，顺利获得了上海大众实习的机会，认真对待了上海大众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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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很多就不赘述，只是今年上海大众至今都没给外地实习生任何通知，应该是没什么机会，超级遗憾。凡事，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没办法。 

  也没再等北京现代的最后签约，虽然去长春有点纠结，上午还是把三方寄给了一汽大众，希望后面顺利，一路向

北吧... 

3.40 一汽大众（天津）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4674-1-1.html     

 

   当初从应届生拿走了不少面经= =，一汽大众（天津）面试结束也有一阵子了，很多地方的招聘也都已经结

束了，但或许还有同学用得到吧，没有的话，我就当给自己回来还愿了。。。 

    本人双 985硕士，已经拿到长春的 offer，虽然曾无限怨念没有遵从第一志愿放我去成都，甚至后来听说

在在上交签了天津新厂的合同，但鉴于本来就神经大 条想的比较少，慢慢就乐呵呵的接受了，也许还有没走完面

试流程的同学，或者想来 faw的师弟师妹，希望能给你们一点参考，祝大家一切顺利~ 

    放在两个月前，我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会和汽车行业沾上什么关系= =，资深学渣好多年，似乎今年半导体

行业风起云涌的，硬件提供的校招岗位不多，门槛也不低（还是自身厚度不够。。）所以原本笃定想继续做硬件

工程师的想法 连连受挫，拿到若干测试和产品行销一类 offer，甚者还在海外，呵呵。。。就快屈服想签的档口

上得知了 faw的宣讲后,原本没想投，但惊闻 18年要在天 津建厂，天津人的我就屁颠屁颠的去了，然后当晚完成

了网申，都是一些常规内容，三个志愿需要留点心，很多人包括俺都把自己的排序忘得一干二净，一来面试会 问，

二来 HR 真的会尽量遵从你的志愿调配岗位，慎重瞎掰= =。 

    宣讲会结束大概两天的样子，接到了笔试通知，需要携带身份证、学生证、本硕成绩单、CET4/6原件等所

有证件的原件供“第一轮”查验，真的是第一轮，， 因为后面每一轮都还要复查，faw似乎对这方面的诚信尤其

看重，所以提前准备好原件会方便许多，笔试就是行测而已，数字、图形推理，数据计算，思维策略等 等，还有

四五道题的企业文化，例如大众几几年进入中国，国内有哪几个城市有 faw的工厂的，一个半小时 100道题，反

正即使再来一次，没经过训练的我是没 可能做得完的，别浪费太多时间在诸如数据计算上的好，题目好多是一些

做的想撕卷子的逻辑推理，诸如张王李赵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云云，考过公务员的同学似 乎会更习惯一些，我

做到后面已经歇斯底里了，留了十分钟涂卡，不会就选 B大法完成了笔试。 

    果然如 HR承诺的笔试当晚 10点左右就收到了第二轮测评通知，无领导小组讨论，HR会刻意把同专业的同

学分在一组（10人），所以虽然在社团里打了几年的 滚儿没少参加过群面，但和自己同班同学。。。感觉真的

有些尴尬，有种无法直视对手的无力感= =，提前做过一些准备，借鉴了一些分析问题的思路，真的要感谢应届生。

题目是汽车营销，在十种营销方式中（包括微信营销，电商，举办赛事，用户试车，售后服务，赞助冠名等是个

选项）挑选三中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并就其中一种为主提出一个营销方案，派一名代表陈述，读题和讨论发言总

计 29分钟，自行计时。群面过程大同小异，若没有碰到奇行种，一般大家都会赞成：顺序各自发言——自由讨论

——形成结论，这样的三段式格局，论坛里策略很多了，我就说几点自己的体会和教训： 

     1、没必要一定去抢 timer,8个同专业同学和两个不认识的妹子，，一开始妹子就果断发言抢到了 timer，

但直言，妹子有些实在，全程就真的在 安心计时而已，不问也不怎么说话，，所以论坛里常说 leader易挂，timer

成了抢手香饽饽，但抢到了 timer并不是抢到了 pass卡，真正的意义 可能在于，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提供给我们

合理的理由插入甚至打断讨论，顺便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身份，更容易兼任一个全局的掌控者，后者往往最容易脱

颖而出,另 外细思极恐的是，HR估计也知道你们这帮心机 boy看面经都抢 timer，没准冷笑着等着看戏了，所以

我选择不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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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看门见山的提出选择标准很占便宜，十个方案我们该根据什么标准选择，比如，十个方案利弊不一，

本身难分优劣，能因人而异，推行效果好的才是好方 案，所以应该以实施效果，或者消费者更容易接受为标准，

总感觉先提出来的人在讨论全程压力会小很多，松一口气更自如了也有利于后面发挥，这个值得抢； 

     3、感觉 faw更喜欢主见但不尖锐的人，所以在意见达成二选一的时候，首先尽量不提第三种建议拉大

战场，其次要懂得妥协，并且即使妥协也要说明理由，顺便称赞下队友的陈述，大家需要的是结论和能自圆其说，

固执己见太入戏了就输了。。。 

     4、多说多错，我一直这么觉得，所以尽量说干货，如果没有新颖的观点或是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就把

精力放在时不时肯定或补充别人的观点上，不要复述队 友的陈述没话找话，会被 HR白眼。。。最后的 pre组里

有人自愿去做，认真听抓住机会稍后补充就是了，总之我觉得无论 timer还是最后的总结陈词，都没 必要抢，抢

的话无论语气多柔和场面也会显得不自然，，faw的群面通过率没到十中选一的地步，太激烈没有必要 

     群面我们组过了至少四个人，当晚通知，终面还是群面转天，效率很高= =，终面是三对一，开始先抽

一张纸条，朗读然后英译汉，四六级水平，直译后给半分钟考虑再修饰一下，都是关于 faw的一些企业理念的，

我抽到的市场策略， 应该说刚进去有点紧张，翻译的有些水，但破罐破摔吧。。。然后就根据简历问了一下项目、

社团经历，最满意和不满意自己的地方，大学期间最尴尬的经历，直觉 上并不是很在乎回答的内容，而是表达的

自信，所以，挺胸抬头就是了，后来气氛还是比较轻松地。进行到中途会问 1-3个英语问题，问我的 internship，

实习的时候准备过很多，顿时有种误入我方擅长领域的窃喜，控制语速和发音就是了，HR也会提点一下的，同学

有被问到介绍家乡、为什 么选择 faw，甚至如果钱足够多，会买哪一款车的，就是想到哪问到哪，最后关键的问

到了岗位和工作地点，群面和终面 HR都会和你反复确认，不要为了通过面 试丧失底线，说什么都好一类的话，

还是要选自己可以接受的岗位和城市，签约时还是主要根据你终面的回答定岗的，好运~~ 

     据说群面刷一半，终面刷 1/3，听来的不保真，但感觉上还有些靠谱== 

     四天以后收到了录用通知书（邮件），说实话很高兴但也有些失落，faw的发展还是薪资都是很理想的

工作，然后也有同学在里面，咨询他的时候也给了我 很多利好的反馈，失落也许是因为自己明白也许要和真正意

义上的技术还是研发什么的说再见了，偏离了本硕的专业，也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再回家乡工作，有些忐 忑，但

想想学渣一个嚷嚷什么技术情节，工艺、生产、管理行行出状元。。。就没怎么犹豫的把三方寄出去了。两个月

前听人说签哪份工作真是命，我还要笑着说太 矫情，但 faw来的时机刚刚好，或早或晚哪怕一天就是完全不同的

光景了。 

     除了车辆工程机械制造什么的，faw不怎么限制专业，比起技术更关注人本身，拿出对待外企的自信和

对待国企的诚实诚恳就是了，我也不知道我选的对或 不对，至今也还有些忐忑，姑且安慰自己是人之常情吧，毕

业临近龟速凑论文中，希望这篇所谓的面经对需要的人有所帮助，帮自己攒攒人品，也祝大家能拿到理想 的

offer，也许今后能在长春再见~~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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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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