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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铝业简介 

1.1  中国铝业企业简介 

中国铝业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2 月 23 日，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公司主要从事

矿产资源开发、有色金属冶炼加工、相关贸易及工程技术服务等，是目前全球第二大氧化铝供应商、第三大电解

铝供应商，铜业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一。 

 

公司现有所属企业 66 家，业务遍布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资产总额 4700 亿元，2012 年销售收入超过 2400

亿元，连续六年跻身世界 500 强企业行列。公司 5 家控股子公司实现了境内外上市，其中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香港、纽约、上海三地上市，中铝国际和中铝矿业国际在香港上市，云南铜业和银星能源在深圳上市。 

 

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是做强铝业，做优铜业，做精稀有稀土，其他相关业务为三大核心主业提供服务和保障，

加快向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高端转型，提高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和国防军工材料的保障能力，建设最具成长性的

世界一流矿业公司。 

 

1.2  中国铝业董事长致辞  

2013 年，面对经济复苏缓慢、行业产能过剩等严峻复杂的形式，中铝公司全体干部员工锐意改革创新，奋力控亏

增盈，通过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保持了生产经营平稳运行，实现了大幅减亏和中国铝业扭亏为盈两大经营目标。 

 

这一年，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积极转变发展方式，紧紧围绕“建设最具成长性的世界一流

矿业公司”的战略目标，深入推进运营转型，通过全方位的管理提升和挖潜增效，控亏增盈效果明显；我们启动

实施市场化改革，调整优化管控模式，改革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和经营管理模式，企业市场活力明显增强；我们实

施整合运作，积极开展资产“瘦身”工作，资产结构得到优化。 

 

这一年，在承受巨大经营压力的同时，我们坚持用于担责，道德经营。秉持“点石成金，造福人类”的社会责任

观，我们自觉承担起科学发展、关爱员工、尊重人权、服务客户、保护环境、促进社区和社会发展的责任，在援

藏、援青、定点扶贫、环境保护、维护员工权益以及资助各类社会公益活动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尊重。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荣获“金蜜蜂 2013 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长青奖”，中国铝业社会责任报告

排名全国上市公司第三；中铝生态矿业开发模式荣获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最佳社会责任奖”，“防范岗位风险，夯

实强基工程”案例被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授予“2013 合规运营最佳实践”案例。 

 

2014 年是落实公司社会责任发展规划，稳步扩大成果的重要一年。我们将继续通过透明和道德的行为，承担对社

会和环境的责任，更好的贯彻落实 iso26000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践行“点石成金，造福人类”责任概念，做优秀

的企业公民。在履行承诺的同时，我们还将继续积极优化管理，向国内外优秀企业学习，不断挖掘中铝公司在规

范化管理、完善制度体系、加强责任融合等方面的潜力，努力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优化，力争建

设责任、诚信、生态、平安、和谐的中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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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铝业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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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中国铝业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官方网站：http://www.chalco.com.cn/zgly/index.htm 

  

第二章 中国铝业笔试面试资料 

2.1 资产经营公司资金管理岗二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9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7377-1-1.html 

名单上 30 多人，但是实际估计 25 人到场吧，结构化面试，一人 10 分钟单面。 

5v1，按照提前定好的顺序，每个人先拿到试题本 10 分钟准备然后进去面试。 

第一页是自我陈述，就是包括自我介绍，优劣势，对岗位的认识什么的，第二题有三个，好像有介绍一个之前社

会实践活动的经历并且说说你的收获，有一个是问项目投资的红线和法规，还有一个是中铝资产这么远，加班压

力也大，你有心理准备吗，结果进去以后三个问题只问了一个，感觉是随机问一个，之后自由提问基本是问简历、

问动机、问家庭情况和对户口的看法了。 

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人，说实话中铝资产的地点是有点远了，可能大牛也不会去，anyway 秋招至今为止还空空如也，

求人品爆发给个 offer 吧。 

2.2 中铝资产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岗面试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5964-1-1.html 

今天大概有 25 人在表单上，但好像有几个人没来面试，不知道招几个人。大概 10 分钟一个人。三个部份，第一

部分就是自我陈述，第二部分是专业提问（三个问题随机一个），第三部分是面试官自由提问，问了薪酬、户口、

手上其他 offer 等。负责人说元旦之后出结果，求 offer！ 

 

2.3 中铝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1965-1-1.html 

无领导面试大概一周后收到的半结构化面试。hr 姐姐说是最后一轮。我投的是会计核算岗，涉及题目包括自我介

绍、为什么要选择公司的这个岗位，自己的职业规划，优势劣势，管理会计的重要性，以及自由提问环节。祝各

位小伙伴好运吧～ 

2.4 18 年中铝终面董秘岗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0348-1-1.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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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试的人很多。感觉有 20 人以上。没想到终面了还这么多人 

2、面试有题本。前一个人面试的时候你可以看（其实你也可以自行想办法早点看，你懂的）。但是手机已经被交

上去了，不能上网查。 

3、题目是 1、自我介绍，为什么想来这个岗位，你的职业规划，优势劣势 2、董办经常调研，现在你陪同董事去

公司调研。调研时候（1）你需要前期准备什么（2）调研形式有哪些（3）你的成果如何呈现（4）对调研工作你

有哪些建议 3、分享你的成功和失败的经历，并且说明你获得什么。 

 

希望大家都能过上自己的喜欢的生活。 

 

 

 

2.5 财务管理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297-1-1.html 

1 点半 9 个应聘者被带到一个教室，里面有两个女面试官，一个圆形桌，大家围桌而坐。无领导小组形式。一个

排序题，每个人 5 分钟看题目，1 分钟总结，1 分钟个人陈述，20 分钟讨论，3 分钟总结。 

 

面试官没有问问题，因为是群面，大家都在讨论 ，由于自己是第一次参加，还不幸的是还是第一个序号，所以在

还没有理清思绪的时候，面试官说思考时间结束，现在从第一个同学额开始陈述。泪目啊。。。排序没有排完，说

的乱七八糟，最后还没有说完，就说时间到了。总之是一个悲催的经历。不过也算是是一个经历，为以后的面试

积累经验，相信下次面试表现肯定要比这次要好，加油。还没有找到工作，希望好运 

2.6 20161223 中铝在线笔试经验 信息安全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7477-1-1.html 

上午 10am-12am 笔试，共 77 道题，行测+专业（单选，填空，简答） 

专业题主要是信息安全专业题的，不是计算机专业题， 加密解密，对称加密，非对称，硬件病毒 cih，ids 功能，

ie 共享炸弹，网桥位于哪层，简答题不是编程，是关于企业信息化的规划 

2.7 中国铝业第三批笔试-财务金融方向-经验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5766-1-1.html  

 

中国铝业第三批笔试-财务金融方向-经验贴 

2016.3.18 笔试了中国铝业公司（第三批），在人民大学北区食堂四楼，六十个人的考场，签到率大概 1/3~1/2，

不同岗位的【专业考题】不一样。 

具体如下。 

PART 1.行测（8：30-10：00）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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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考察内容比较常见，无需特别准备。包括常识时政、语言理解、图形推理、数字推理、数学运算、资料分

析。 

第二，题目一共 100 道，时间一个半小时，我看错了时间没有答完==比较悲催，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第三，需要带铅笔橡皮涂答题卡。这个部分每个人的题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可说的。 

PART 2.专业知识（10：30-12：00） 

第一，单项选择题 30-40 个（具体忘了，应该每个一分）。考察宏经、微经、金融、财务知识，面比较广，难

度不高。 

第二，多项选择题 10-20 个（也忘了==）。同上，本人财务基础较弱，感觉财务部分答得不好，但是我认为那

些认真学习的孩子一定感觉题目挺轻松。我前面的一个小姑娘不到一个小时就考完了出去了。我内心 OS:好羡慕

她啊。 

第三，简答题 2 个，非常基础的金融概念，每个六分。 

第四，案例分析。考察财务基础知识，不能再简单了，然而出现了一个我没听过的概念，不过我猜出来是什么意

思了。 

第五，综合写作。没有字数要求，给一段材料然后给个主旨，自己写一段论述。给了我好几张答题纸，就用了一

页多，好 sorry啊。要是时间多一些，我还真挺想多写一些的。 

PART 4.感慨。 

第一，早起、空腹吃药的我，答专业知识-综合写作的时候手是颤抖的，颤抖的，颤抖的，字迹都是歪歪扭扭的，

好丢人啊。考完之后感觉四肢无力，心脏不舒服，当然了，答的不好心情也小不好。在北区食堂打了一两米饭，

结果没吃完。大家记得吃早饭，身体是第一位的。 

第二，考试无需刻意准备，考察知识真心很基础，从没见过这么简单的专业笔试。只要平时上课认真学习了，无

须担心（学渣表示很哀伤，叹气==）。 

第三，再强调一遍，不需要根据自己的岗位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准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第四，如果想要户口，请在报岗位之前，尽量了解这个岗位，估计出中铝集团下哪个公司招聘的。我感觉自己比

较不幸，今天才想起来去查一查，弱弱的怀疑这个岗位是集团下面的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子公司。 

第五，整体感觉自己考的非常差==。 

最后，今天来监考的人，男生很帅姑娘很漂亮，而且非常和蔼可亲，做事起来感觉很专业，很有泱泱大企业的范

儿的。一定要给他们赞一个！！！ 

 

2.8 中铝 2016 校园招聘 笔试+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7769-1-1.html  

 

第一次发帖，希望对后来者有帮助也是攒人品，哈哈！ 

环保管理岗 

笔试：行测，比公务员考试简单，全部做完还能有时间检查，可以用计算机。招一个人三十多个考试的。 

面试：要求讲一下对于岗位的理解，对行业的认识，然后就是根据你简历上的内容提问题。一个人对六七个人，

人都超级好，微笑的像是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会让你感觉比较好。 

提前了解一些行业背景和专业信息会比较好，我做了土，人家跟我说土十条我都不知道。。。 

 

在等通知中，真希望能够如愿进入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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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笔经 15：2011.3.5（六）中国铝业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8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3790-1-1.html  

 

  基本信息： 

时间：3 月 5 日，周六，上午 9：00-11:50，2 个半小时 

地点：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北校区 

交通：西门 944 或是地铁 10 号线，知春路站下 

事件：中国铝业笔试 

笔试职位：营销管理（国际贸易） 

测试方式：纸质试卷，题册+答题册 

 

笔试内容： 

9:00-10:00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60 分钟 80 道题 

常识 言语理解 判断推理 数量关系 资料分析 总计 

10 20 30 10 10 80 

 

10:20-11:50 专业能力考试（国际贸易方向） 

一、名词解释：1、信用证；2、还盘；3、汇票。 

二、简答题： 

1、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的有效条件是什么？（有效的要约与承诺） 

2、如果以 CIF 价成交，卖方在交货时所应提供的单据都有哪些？（关注 CIF 定义） 

3、期货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主要是化解风险） 

三、案例分析题 

   大致内容是买卖双方进行食品交易，验货时发现问题，问应该向谁索赔。 

1、食品某种物质含量超标，不符合进口国标准；（首先看合同是否有相关规定） 

2、如果应交货 100 箱，少了 5 箱？（少的原因？卖方？运输过程中？如果是后者则涉及保险赔付） 

3、其中有 10 箱重量不足，共缺少 60kg。（关注合同中是否有“溢短装条款”） 

四、论述题： 

   谈谈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和中国出口的影响？ 

   （主要影响是国际贸易量的减少，挑战——直接影响；机遇——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1、外部需求减少导致的出口贸易量减少； 

               2、新一轮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导致出口贸易受限； 

     间接影响：1、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2、大量中小企业破产，促进行业资源重组整合； 

               3、淘汰过剩生产能力，资源优化配置； 

               4、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兼并重组优质资源的重要机遇 

     …… 

         影响有很多，要注意整体战略规划和风险控制，不要因危机严重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或人民币被迫

升值而为金融危机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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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英互译 

1、英翻中 

  “中国步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有关类似新闻报道的短文，其中涉及大量的数据； 

2、中翻英 

  李泽楷收购 AIG 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内容，也是短新闻形式。 

主要感想： 

1、幸好有过去笔经的提示让我知道去复习一些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内容； 

2、自己的专业知识，尤其是国际贸易实务的知识太不扎实，必须补充。 

2.10 中国铝业 2010 年 3 月地勘岗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8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3791-1-1.html 

  

小弟学地化的，来自于我国西南的非著名大学，前几天收到中铝地勘岗的笔试通知，受宠若惊，网上百度

+Google 了半天也没找到相关的题目，忧伤了半天，才领会毛爷爷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自己复习

吧，笔试考下来感觉一般，现在先把中铝总公司的笔试题目给大家说说。 

     首先是行测，行政能力测试，50 分钟 50 道题，跟公务员的考试题目类型几乎一模一样，什么数列啊，

推理啊，应用题啊，语言，文字，判断啊，材料分析啊，还有文言文，嗯，其实都不难，就是题量大，时间

紧，貌似一起笔试的兄弟姐妹们多数都没有答完。 

     然后是专业，专业知识考试，90 分钟两大部分，听中铝人事部来监考的一个人说同一个岗位，由于你自

身的专业不同，题目也可能不同，我回忆了一下，第一部分大家应该都是相同的，第一部分可以说是基础部

分，考题是：我国的矿产资源的特点及分布特征；列出我国的优势矿产和急缺矿产；请简述"两种资源、两

个市场"和"走出去"战略。第一部分貌似就是这三个题目，第二部相对专业一些，也还基础，两个题目：地质

勘查主要分为哪几个阶段，其中哪些属于公益性勘查，哪些属于商业勘查？请叙述地质勘查中各阶段的详细

工作内容？（含地质、物化探等，请以贱金属为例） 

     相对来说题目其实不算难，稍微有所准备都能答得比较好。 

2.11 2014 中国铝业笔试-战略规划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3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40034-1-1.html 

  

  3 月 8 日，人民大学，9:00-10:30：行测，10:50-12:20：专业笔试 

 

行测，100 个题目，和最新的国考不太一样，还保留了数字推理之类的题，资料分析题 10 个，可以用计算器。不

知道是不是好久没做题脑子变笨了，还是确实因为题目比国考的难，觉得句意理解，逻辑关系神马的都反应不过

来啊。 

 

专业笔试，5 个大题，都是问答题。开始以为会考冶金的内容，觉得准备不了什么，实则大错特错！ 

（1）常用的调研报告的方法、步骤和报告形式 

（2）解释 CPI，PPI，GDP 

（3）大型企业投资项目决定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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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释 SWOT 分析 

（5）阐述氧化铝、铜、煤炭、稀土或者神马神马的生产原理、工艺、设备（选择一项或多项）。谈谈你对中国铝

业或某项业务的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不少于 600 字。 

答到后来又饿又头痛啊，而且我神马都不了解啊！！！ 

 

希望不要一轮游呜呜呜 

 

 

2.12 中铝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情况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1321-1-1.html 

  

  准备签约中铝科学技术研究院了，大家讨论一下中铝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情况吧，待遇，发展等等。 

我先抛砖引玉，我得到的消息是： 

1 博士待遇：年收入约 10w 

2 目前要去苏州，因为北京的研究院还没建好，官方说法是 2013 年底搬回北京，但好像要往后拖，至于确定日

期不好说 

大家有什么消息，交流一下。 

 

2.13 中铝 2012 年 3 月 17 日笔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255262-1-1.html 

  

  9:00-10:00  行政能力测试，70 道题，难度一般，可以用计算器，悲剧的是我没带，全是手算，那叫一个累啊

~~ 

10:20-11:50  专业能力测试，我报的是投资管理类的，考试大部分都是投资学，财务管理的内容，五个单选，五

个填空，四个简答，两道大的计算题，两道论述题。论述题的分值比较大，四十分。要是考了注会的话，应该觉

得不是很难。还有一些化学的基础知识。 

 

总之，在专业领域考的还不是很深吧~~希望好运哦~~ 

 

行测不说了，营销专业课的题型差不多，比例稍微有点不一样，20 道选择，10 个填空，3 个简答，1 个案例分析，

基本全是市场营销的知识，不过悲催的是本人本专业不是市场营销的说，不过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楼主最后一句话貌似打错了，应该说的是祝好运吧，嗯，祝大家都好运~ 

2.14 2012.4.20 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40248-1-1.html 

  

  第一部分：3 分钟英文自我介绍，就是些基本情况，兴趣爱好，社团活动之类的。接下来都是全英文的金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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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问题， 什么内部融资渠道；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根据已给的 INCOME STATMENT, BALANCE SHEET AND CASH 

FLOW)。 接着继续问公司现在的海外投资中应该注意些什么。。。。。一共差不多 20 分钟吧！ 

 

2.15 2012.4.19 资本运营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33593-1-1.html 

  

  考完快一个月了才接到面试通知，本来是上午九点，后来又接到短信改到下午两点，让准备一个不超过三分钟

的自我陈述，包括基本情况、专业能力、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这个就看自己的情况说吧，别超时，快到时间

了面试官会看手机的，虽然不打断你，但是我觉得会给你减分吧。面试形式多对一，好像有七八个人吧，三分钟

陈述后，考官会自由提问，问题一般都会根据你的简历和你自我介绍的内容展开，难度倒不大。悲催的是，面试

最后还有一个英语水平测试，跟前面有位同仁财经类面试差不多，问题还行，但是我悲剧了，好久没有接触英语

了，而且还有点紧张，完全没听明白题目的意思，后来就随便说了几点就完了。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只能求人品

了，若我上不了，这个帖子就给下一届的弟弟妹妹们了吧，就当攒点儿人品吧。希望后面面试的同志们都有好结

果哦~~ 

 

2.16 2012.4.11 中铝总部财务岗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20497-1-1.html 

  

  上午 8 点半，在会议室等待面试~~~等啊等，终于在 11 点左右面试了~~是 6,7 个人面试我一个人 

   首先是中文的自我介绍，blabla3 分钟，然后中间的领导问一个关于金融危机下如何看待公允价值的问题，

blabla~~然后就是其他两个领导针对简历上的问题问了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实习经历啊~为啥考研啊~父母干嘛

的呀~~之类的 

   最后就是有个漂亮 mm 问了一个英文问题，也是针对简历上的，问题不难但我答的很不流利~~问我的是：为

啥选择会计这个专业？ 

   其他人英文还有被问社团活动经历、为啥不去事务所实习啥的~~问题都不难 

   大概 6,7 分钟我就出来啦~~~面试结束啦~~~攒 RP 发个面经~~~希望对以后的童鞋有帮助~~~ 

 

第三章 中国铝业求职综合资料 

3.1 铝业资本会计岗笔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1871-1-1.html 

第一次在应届生发帖，整体感觉中铝很低调，文化氛围也很好。 

       笔试：在线测评，很正规，行测就是那点东西考来考去的，除此之外会有专业题财务会计，印象中有分录

计算题，甚至考到合并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记成别家的笔试，其实都是最最最基础的注会那点东西，所以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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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注会会计应该会挺有优势的。 

       一面：外包出去，在望京的五八同城，人超级超级多，无领导讨论，两个面试官记录，可能有 58 的人也有

公司的人，这个不太清楚。由于我时间调整过，所以和一桌人力的同学一起面，题目还是该培养新员工还是外部

引入，可能是专门用于人力专业学生吧，但其实无所谓，感觉我也讨论蛮开心的，要积极加入讨论中并能推动整

个进程。 

       二面：中铝大厦，一上午时间集中面，23 个候选人选一，面试顺序按照姓氏，事后想想确实不容易，需要

优秀到什么程度才能脱颖而出呢。面试很简单，和往年差不多，先自我介绍，然后回答为什么报这个岗位、职业

规划和优势劣势，回答一个专业问题，然后面试官 freestyle 自由提问，比如什么社团活动、经历过印象深刻的事

情等，全程估计也就十分钟吧。另外还看到工作人员从网上打印性格测试报告，没准也会参考。走到这里估计就

是看眼缘吧，今年的秋招异常艰难，希望所有奔波中的人都能如愿以偿。 

 

3.2 2018 中铝财务岗笔试到终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9978-1-1.html 

 

写在前面：面试前搜了以下感觉面经不多，发个贴攒人品吧~希望对以后的小伙伴能有一点点帮助       1.笔试：

在线测评，开摄像头的那种 

2.初面：12.11，地点人大 

碎碎念：听说参加笔试的都进了初面，消息不确切~最初时间安排在 12.10，勇敢地和国考冲撞了，后来发短信说

统一改到 12.11。所以从这里看出中铝还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形式：无领导小组（6 人），包括小辩论和无领导讨论。六个人分为正反双方，具体环节包括 5 分钟读材料，1 分

钟陈述观点，n 分钟小组对抗（辩论，分正反双方），n 分钟无领导讨论（达成一致），小组代表 n 分钟总结。（抱

歉，n 表示我忘记具体时间） 

内容：我们组的题目为是否应该取消 211 和 985 学校之类的，最后讨论时候是完善建议 

结果：二面时候发现我们组 6 进 3 

心得：个人感觉不必总想说服对方，毕竟这是一场面试不是真正的辩论赛，辩论环节需要体现的是你的逻辑思维

和思辨能力，言之有理即可。到了小组合作环节，我们没有执着于哪方正确，而是大家一起讨论教育资源均等化

问题和社会教育观之类的问题。总体感触是积极参与但要注意和谐。我们组总体氛围是比较和谐融洽，结束时我

记得面试官说我们组非常好。 

3.终面：12.26，地点中铝大厦 

碎碎念：中铝所有公司的财务岗集中在 12.26 上午，参加面试者是 23 个，大概到场十个领导，听说是不同公司

的高层，hr 小哥哥说看哪个领导能看中你。。。面试前上交手机，结束后取回离场。 

形式：多对一，半结构化面试，类似公务员（至少我的面试是这样） 

内容：进场前可以看试题本。问题一：自我介绍（简历上的内容不必赘述），选择中铝**岗的原因（试题本上写

的确实是**岗，所以我猜大家都一样），职业规划以及自身的优势和不足。（问题一限时 2 分钟）；问题 2：自由追

问环节。（问题 2 限时 7 分钟） 

心得：没有人真的在计时，但是还是建议回答问题 1 时把握一下时间。我感觉我在问题 2 环节不止 7 分钟。问题

2 中有问到我简历上的问题；还有问到认为新进入一家公司应该怎么样；还有情景模拟，假设入职中铝后我负责

的项目需要与其他部门配合，但是出现问题，该怎么处理；手里的 offer 情况等等（脑子蒙忘记了）。面试官非常

亲切，没有压迫感，没有问到专业知识，更多的是感觉对个人素质的重视吧。 

写在最后：听 hr 小哥哥说元旦后还有一批面试，结果会在春节前出来。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希望自己能够攒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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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愿以偿，也祝愿 18 届的小伙伴和以后的学弟学妹们都能拿到称心如意的 offer~ 

 

 

3.3 中国铝业-地质工程师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296-1-1.html 

 

面试经历： 

  先通过一轮笔试(包括行政能力测试和专业测试两场)，通过笔试后进入面试。面试时候按照次序进入面试的

办公室。 

  问了这些问题：1、说下自己的英文水平，用英文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 2、所做的毕业论文题目，自己所做的

主要工作 3、工作分配意愿，是否愿意出国工作 

 

 

 

 

3.4 中铝 2017 校招经验总结帖。（申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5550-1-1.html 

 

楼主普通 211 小硕一枚，不是什么清北人，也不是 985，更不是海龟，寻寻觅觅，从 16 年的 9 月开始找工作，

陆陆续续也投递了不下 100 家企业了。可惜楼主的运气非常不好，也许是实力不济吧，最终只有中铝这家给了

OFFER。不过总的来说我对这个工作还是很满意的，也非常感谢中铝，故此开个小帖子，希望以后来中铝应聘的

同学看了之后能心里有底。 

那么就按照时间顺序来说说吧， 

首先是笔试，大体时间是网申之后的一个月之内，笔试采取的是网上答题，统一的时间，要面对摄像头录像的那

种，题目主要是两部分，行测以及专业题，行测不多说，考了公务员的同学都知道，专业题的话因为专业不同，

楼主也不清楚难度，楼主应聘的是投资管理类岗位，所以专业题一般都是一些财务类和管理类的基础知识和简单

计算，不太难，相信只要稍微有所准备，基本都能通过。 

下来是一面，一面是无领导小组讨论，这个我相信也不用多说，网上也有很多参加无领导小组讨论的经验贴，楼

主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除了那些经验，运气很重要，同组的应聘者有时候是你成败的关键，所以，即使没通过，

也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楼主当时的组是 10 个人，入围两个，这 10 个人应聘基本是同一个岗位或者相近岗位的，

方便出题。 

再下来就是二面，二面的模式是半结构化面试，5 对 1，第一部分是有固定的题目，所有人都一样，但是因为前

一个人面完直接离场，而且所有人候场时候手机是上交的，所以无法事先知道题目，但是轮到你之前会给你 15

分钟的准备时间看题。岗位不同，题目不同，但是一般来讲第一题都是自我介绍，以及为什么要应聘这个岗位，

自身优劣势等等，结构化的题目答完之后，5 位面试官会随机提出各种问题，可能是你简历上相关的，也可能是

无关的，甚至是和你聊人生等等，这个就随机了，之后，所有的笔面试环节结束。 

如果各位同学已经过了这些，那么正常情况之下，如果没有跨越过年过节，那么 2 个星期之内应该会有 HR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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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通知，基本就是挂了。各位基本不必再等。如果通知，会让你去公司和 HR 谈一下具体的待遇问题，主要

是薪酬，户口什么的，如果没问题，就会发 OFFER，然后下来就是体检签约。 

以上就是楼主 2017 年参加中铝的面试的全部过程。这两年的经济形势不太好，就 HR 透露，17 年中铝校招网申

的人就有将近一万，中铝是所有岗位一共录取了 30 多人，16 年也是这个数目，但是 16 年才几千个人交简历，所

以，各位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被刷，都是正常的，也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因为求职的人确实太多了，到最后的

未必是实力最强的，但是肯定是幸运的。 

最后说一下各位关心的待遇问题，北京的岗，第一年，薪酬应该在 10 万左右，因为没有绩效，同时有试用期。

从第二年开始，根据岗位的不同会有差别，但是肯定都比这个高，具体是多少因为楼主答应过 HR，就不透露了。

户口的话，一般来说，只要你不超龄，符合北京落户的条件，都会有，如果超了，这两年人社部也卡年龄，超的

不多或者是紧缺专业尚有回旋空间，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基本就没法解决了，这也是国家出台的政策，铝业自

己也很无奈。 

最后，祝愿看到此贴的人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3.5 中国铝业第三批笔试-财务金融方向-经验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5766-1-1.html 

中国铝业第三批笔试-财务金融方向-经验贴 

2016.3.18 笔试了中国铝业公司（第三批），在人民大学北区食堂四楼，六十个人的考场，签到率大概 1/3~1/2，

不同岗位的【专业考题】不一样。 

具体如下。 

PART 1.行测（8：30-10：00） 

第一，考察内容比较常见，无需特别准备。包括常识时政、语言理解、图形推理、数字推理、数学运算、资料分

析。 

第二，题目一共 100 道，时间一个半小时，我看错了时间没有答完==比较悲催，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第三，需要带铅笔橡皮涂答题卡。这个部分每个人的题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可说的。 

PART 2.专业知识（10：30-12：00） 

第一，单项选择题 30-40 个（具体忘了，应该每个一分）。考察宏经、微经、金融、财务知识，面比较广，难

度不高。 

第二，多项选择题 10-20 个（也忘了==）。同上，本人财务基础较弱，感觉财务部分答得不好，但是我认为那

些认真学习的孩子一定感觉题目挺轻松。我前面的一个小姑娘不到一个小时就考完了出去了。我内心 OS:好羡慕

她啊。 

第三，简答题 2 个，非常基础的金融概念，每个六分。 

第四，案例分析。考察财务基础知识，不能再简单了，然而出现了一个我没听过的概念，不过我猜出来是什么意

思了。 

第五，综合写作。没有字数要求，给一段材料然后给个主旨，自己写一段论述。给了我好几张答题纸，就用了一

页多，好 sorry啊。要是时间多一些，我还真挺想多写一些的。 

PART 4.感慨。 

第一，早起、空腹吃药的我，答专业知识-综合写作的时候手是颤抖的，颤抖的，颤抖的，字迹都是歪歪扭扭的，

好丢人啊。考完之后感觉四肢无力，心脏不舒服，当然了，答的不好心情也小不好。在北区食堂打了一两米饭，

结果没吃完。大家记得吃早饭，身体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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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考试无需刻意准备，考察知识真心很基础，从没见过这么简单的专业笔试。只要平时上课认真学习了，无

须担心（学渣表示很哀伤，叹气==）。 

第三，再强调一遍，不需要根据自己的岗位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准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第四，如果想要户口，请在报岗位之前，尽量了解这个岗位，估计出中铝集团下哪个公司招聘的。我感觉自己比

较不幸，今天才想起来去查一查，弱弱的怀疑这个岗位是集团下面的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子公司。 

第五，整体感觉自己考的非常差==。 

最后，今天来监考的人，男生很帅姑娘很漂亮，而且非常和蔼可亲，做事起来感觉很专业，很有泱泱大企业的范

儿的。一定要给他们赞一个！！ 

 

3.6 中铝 2016 校园招聘 笔试+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7769-1-1.html 

第一次发帖，希望对后来者有帮助也是攒人品，哈哈！ 

环保管理岗 

笔试：行测，比公务员考试简单，全部做完还能有时间检查，可以用计算机。招一个人三十多个考试的。 

面试：要求讲一下对于岗位的理解，对行业的认识，然后就是根据你简历上的内容提问题。一个人对六七个人，

人都超级好，微笑的像是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会让你感觉比较好。 

提前了解一些行业背景和专业信息会比较好，我做了土，人家跟我说土十条我都不知道。。。 

 

在等通知中，真希望能够如愿进入  

3.7 中国铝业笔面综合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8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0968-1-1.html 

本人是 2016 年应届毕业生，虽然最后因为帝都特殊原因（户口）而选择了事业单位，但是在秋招之际，还是报

了很多企业的，在此提供些笔试、群面的经验及教训，供学弟学妹们参考，当年各招聘论坛借力不少，微薄之力

做些回报。本人概况：上海地区众人眼中数一数二 985 直研女硕士，但是非常水的理工科，就是既没有理工科的

技术背景，也没有文科功底的那种，报了中国铝业的安全环保岗，印象中中铝的招聘信息发的很隐蔽，不是很明

显的那种，所以有想去的童鞋可能要特别关注一下，大概在 11 月份？不太记得清了。我想可能是打了学校牌，

也有可能是现在网申都不怎么刷人的，本人网申都很顺利，所以就从笔试开始说起吧。印象中考了三同时制度，

考了碳交易，就是跟环境管理知识还是比较搭边的，跟本人专业比较搭，所以顺利进入面试。面试是半结构化的，

就是一个应聘者对多个面试官，面试流程是固定的，每个人问到的问题应该也是想同的，所以面试完就要离场，

不能有任何交流。除去自我介绍外，问了我对这个岗位的看法，其实跟笔试题目比较接近，所以我觉得我答的还

可以，毕竟我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小组 13 个人只要 1 个人，不知道最终花落谁家了。面试全程气氛都超级 nice，

让人受宠若惊的那种，像是服务业一样，然也并卵。。。同组面试的童鞋好像很多中石油和中地质的说。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7769-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096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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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页 共 18 页 

3.8 中国铝业-地质工程师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296-1-1.html 

面试经历： 

  先通过一轮笔试(包括行政能力测试和专业测试两场)，通过笔试后进入面试。面试时候按照次序进入面试的

办公室。 

  问了这些问题：1、说下自己的英文水平，用英文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 2、所做的毕业论文题目，自己所做的

主要工作 3、工作分配意愿，是否愿意出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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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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yingjiesheng.com 

该电子书特色：内容涵盖了包括职业规划、简历制作、笔试面试、企业招聘日程、招聘陷阱、签约违约、户口问

题、公务员以及创业等求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同时包含了各类职业介绍、行业及企业介绍、求职准备及技巧、

网申及 Open Question、简历中英文模板及实例点评、面试各类型全面介绍、户口档案及报到证等内容，2020 届同

学求职推荐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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