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篇 

应届生论坛中国民航信息集团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92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2020版-其他行业及知名企业资料下载区：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6-1.html   

 

应届生求职招聘论坛（推荐）： 

http://bbs.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92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6-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安利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2 页 共 14 页 

目录 

第一章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简介 ........................................................................................................................................... 3 

1.1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概况 .......................................................................................................................................... 3 

第二章 面试资料 ................................................................................................................................................................... 3 

2.1 秋招中国航信测试工程师笔试面试分享，求 offer！！！ ...................................................................................... 3 

2.2 中国航信重庆研发中心 - JAVA 研发工程师 ....................................................................................................... 4 

2.3 JAVA 软件工程师面试经验(北京) - 中国航信 ...................................................................................................... 4 

2.4 中国航信 - JAVA 软件工程师面试经历 ............................................................................................................... 5 

2.5 中国航信测试研发工程师面试经验 ...................................................................................................................... 5 

2.6 中国航信的一面经历。 .......................................................................................................................................... 6 

2.7 软件工程师面试经验(北京) -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 6 

2.8 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面试经历 ............................................................................................................................. 7 

2.9 中航信 12.28 号面试 ............................................................................................................................................... 7 

2.10 08.1.8 中国航信面试 .............................................................................................................................................. 8 

第三章 笔试+综合经验资料 ................................................................................................................................................ 9 

3.1 中国航空结算有限公司面试到工作 ...................................................................................................................... 9 

3.2 中国航信基础设施保障部运维工程师面试 .......................................................................................................... 9 

3.3 面试中国航信的 运维工程师 .............................................................................................................................. 10 

3.4 中国航信 12 月 21 日北京笔试经验帖——文史、编辑岗 ................................................................................ 10 

3.5 为了积累 rp,上来发航信笔经面经 ...................................................................................................................... 11 

3.6 把自己卖给中航信了 ............................................................................................................................................ 11 

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 14 

内容声明： 

本文由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http://www.yingjiesheng.com）收集、整理、编辑，内容来自于相关

企业的官方网站及论坛热心同学贡献，内容属于我们广大的求职同学，欢迎大家与同学好友分享，让更多同学得

益，此为编写这套应届生大礼包 2020 的本义。 

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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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页 共 14 页 

第一章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简介 

1.1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概况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简称：中国航信集团公司；英文全称：ChinaTravelSkyHoldingCompany，

英文简称：TravelSky Holding，英文缩写：CTH，集团正式组建于 2002年 10月。中国民航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是在 2000年 10月，由中国民航计算机信息中心联合当时所有国内航空公司发起

成立，2001年 2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交易。2008 年 7月，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以中国

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完成主营业务和资产重组并在香港成功整体上市。公司现在注

册资本为 15亿元人民币，资产总额为 105亿元人民币。现有员工超过 4000人，总部设在北京。（公

司名称以下简称中国航信） 

 

在见证和参与民航 30年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航信经历了最初几十人组成的民航机关单位、事

业单位、企业单位、上市公司、集团公司的发展历程，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到目前为止，中国

航信下属 12家分公司、18家附属公司（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公司）、8家联营公司，

服务的客户包括近 30家国内航空公司以及近 200家地区及海外航空公司，国内 147 家机场以及近

7000 家机票代理人，服务范围覆盖到 300个国内城市、80 个国际城市，并通过互联网进入社会公

众服务领域。 

 

中国航信的主营业务是面向航空公司、机场、机票销售代理、旅游企业及民航相关机构和国际组织，

全方位提供航空客运业务处理、航空旅游电子分销、机场旅客处理、航空货运数据处理、互联网旅

游平台、国际国内客货运收入管理系统应用和代理结算清算等服务，是目前航空旅游行业领先的信

息技术及商务服务提供商。  

 

 

 

 

第二章 面试资料 

2.1 秋招中国航信测试工程师笔试面试分享，求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3570-1-1.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357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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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报的是中国航信测试工程师，现在将整个过程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早点收到 offer 啊！！  

1.先是在网上进行了网申 

2.然后中国航信来学校进行了宣讲，宣讲完就是当场在线笔试，在手机上完成，内容就是一些行测，专业和英语，

都不是很难，只要认真答完就好啦～  

3.过了一周左右就短信通知面试了，LZ 是下午面试的，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先填了基本信息表，然后坐着等着就

好了，进去以后先是技术面，两个面试官，气氛都挺好，简单聊了聊个人经历，还有做过的项目，然后问了几个

专业问题，由于测试不需要太高的专业知识，也就没有深问。即使不会也没有关系。技术面面完就到人力面了，

一个面试官，根据之前填的基本信息表会问一些详细的个人信息，小哥哥也特别好，气氛也特别融洽，如实回答

就好，接下来就是两周内会电话通知，希望 LZ 能早点拿到 offer 啊  

Ps：整体感觉央企氛围很好，面试也不会紧张，在外面负责发放表格的两个人力小姐姐也特别温柔可爱，希望可

以早点等到她们的电话  

 

 

2.2 中国航信重庆研发中心 - JAVA 研发工程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74-1-1.html 

 

 

先笔试，笔试通过后，进入面试， 第一面：先自我介绍，然后问 java 基础，第二面，自我介绍，然后问 android

基础，第三面：自我介绍，然后部门老大和 hr 共同问一些问题（非技术）。 

面试官提的问题： 

技术：java 基础，线程，进程，网络，android 基础什么的 ，终面：个人关系，家庭背景，期望薪资等等 

 

2.3 JAVA 软件工程师面试经验(北京) - 中国航信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72-1-1.html 

 

 

三对三的面试，一个技术一个 hr,先是自我介绍，然后对简历提出问题，以及一些 java 问题 

 

：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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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k 和 jre 的区别； 

线程的创建方式,如何控制线程同步； 

论文相关问题； 

框架问题； 

有没有接触一些新技术，具体有哪些，以及针对这些新技术的一个扩展； 

 

2.4 中国航信 - JAVA 软件工程师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71-1-1.html 

 

 

java 工作岗位，但是问汲的问题比较广。问题都有前段知识啊，html5 知识，java 知识等都有，比较基础。其他

就是比较常规的的流程了，自我介绍啥的。 

面试官提的问题： 

java 的常用 jdk 有哪些呀，java 的常用设计模式你最擅长用哪一个，该模式的特点呀，java 的网络请求一般都涉

及哪些知识呢？ 

 

 

2.5 中国航信测试研发工程师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70-1-1.html 

 

2016 校招 测试开发工程师 

 

形式：3v3 

流程：1.自我介绍 2.两位技术面试官轮流提问 3.一位 hr 提问 

内容：以我自己为例吧。自我介绍没严格时间限制，但 1~2 分钟较好。技术问了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位，对这个职

位自己有什么优势，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测试工作，如果有的话，大概用了什么测试方法，分别具体描述方法及过

程。还问了测试样本之类的问题。总之技术问题是围绕岗位的。 

hr 问的就是家常问题，了解你的家庭啊，爱好啊，特长啊，有其他 offer 没有啊，对户口的看法啊，之类的问题。 

总体气氛轻松和谐，hr 态度和蔼，技术面试官 1 个很和蔼 1 个很严肃~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问技术问了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位，对这个职位自己有什么优势，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测试工作，如果有的话，大概

用了什么测试方法，分别具体描述方法及过程。还问了测试样本之类的问题。总之技术问题是围绕岗位的。 

答实际做过什么就说什么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7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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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国航信的一面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64-1-1.html 

 

 

中国航信运维工程师 

 

首先填表 包括一些基本信息 毕业院校 英语水平然后拿着表和简历开始面试。一共有 6 位面试官，我上一波的面

试属于群面。到我这可能就剩我自己在等待面试，所以我进去之后是自己一个人面的。接下来正式面试就开始了。 

1，介绍学习经历 社会活动和家庭情况。家庭会问到父母及兄弟姐妹都在做什么。 

2，问了实习经历。在实习期间做了什么。 

3，项目经历－－－着重关注在项目中的实操经验。 

4，对专业的技能提了问题，是否是学科或者是有相关的接触。比如 java，c 语言自己有没有编出东西来，或者只

是作业。 

5，其中 hr 问了毕业后到目前的这段时间在做什么。 

6，期望薪资。 

7，介绍了一下公司运维工作时间是 7*24 小时的 问是否可以，且表明这不是短暂的一段时间而是工作的常态。 

8，问了对中航信有没有了解。总结来讲，一面还是针对简历提的问题，属于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在等待区的时

候我了解到这只是一面后期还有笔试和二面等，要继续等通知。以上，希望分享经验攒人品。 

 

 

2.7 软件工程师面试经验(北京) -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62-1-1.html 

 

 

 

三个面试官，一个 hr, 两个技术人员，面试了两个人。分别自我介绍，问了简历上的项目，实习。hr 问了家庭背

景等。 

 

面试官问的问题： 

问什么要留在北京 

家庭背景 

实习内容和研究项目 

毕业论文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6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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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61-1-1.html 

 

 

参加了民信的宣讲会后就进行了笔试，原本对这家公司并没有多大兴趣，因为工作地点不是在成都。但是那天午

饭过后就接到了下午面试的通知，下午与技术人员一对一面试后，由于我所求的职位是 Web 前端开发，当时来的

技术人员没有这方面的，于是第二天上午又接到了前端技术人员的电话面试。几个问题下来，信心骤减。此刻在

耐心的等待奇迹发生。。总的来说，要通过他们的面试其实也挺容易的。 

 

1、前端开发的三层 

2、信息安全现在所用的标准 

3、信息安全的属性 

 

 

2.9 中航信 12.28 号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50765-1-1.html 

 

 

吐槽一下吧，中航信的北京的面经实在太少了，为后来人造福吧。。。

笔试两周之后收到面试通知，面试业务岗，在面试间的门上贴着

27，,28 两天面试，估计都是业务岗吧。虽然面试的表现还不错，

但是牛人也不少，并且业务类并不是楼主的强项，没有什么太大的

优势，简单说下面试内容。 

          按照时间点分组面试，现在等待室填表，我们那组是四个

人，一起进去。四个面试官坐在长桌对面，一女三男，MM挺年轻，

但眼神比较轻蔑。GG 中有一位一直未发话，其他两个主问，虽然

大家表面都挺友善，但还是能感觉到 GG 们的无聊。当时邮件通知

带一张简历，其实还是要多带一些，因为每位面试官员一份。。。先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6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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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两分钟自我介绍以及自己应聘该岗位的优势，其实楼主没什么优

势。。，然后是问了几个问题，每人逐个回答，有时可能针对某个人

的特别状况单独发问，但是都是常见问题。对公司的了解，进入公

司后自己的发展愿景，针对以后工作可能压力很大怎么看，愿意调

剂吗，讲一个在实习过程中你遇到的比较困难的问题说一下是怎么

解决的，针对女生问了做业务如果要求喝白酒且酒杯很大怎么办，

最后介绍一下家庭背景。 

    中航信在国内的垄断地位即将被打破，所以他开始向很多方

面转型，个人觉得整体发展状况会出现一个瓶颈，祝愿后来人好运

吧。 

 

 

2.10 08.1.8 中国航信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044-1-1.html 

 

 

 元旦那几天无所事事，有关招聘的基本停滞，又毫无心绪跑出去玩，于是呆呆的躲在宿舍里过着日夜颠倒的生

活，恰巧天气的变冷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颓废借口。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 7 号，一直默不作声的中国航信居然给了我一次面试的机会。而且就安排在了 8 号，

真是久旱逢甘霖，在这么无聊的时段，即使一次无谓的面试或笔试都将给我带来至少一丝动力，更何况还是这么

优秀的单位。 

  不巧 8 号早上，居然有点着凉，鼻子呼吸一直没有顺畅过，好在地点好找，搭乘地铁即可到达面试地点财富

广场。到了那里坐电梯时居然碰上了之前一起面 AIAIT 的一位广外男生，于是伙同另一个同学一道来到了 33 层

的中国航信，这里的气氛很好，办公环境也非常宜人，给了我们一份心旷神怡的心情。前台 MM 接待我们并给我

们填一张表，之后就是面试了。形式是 3 人一组同时面，而共同面对的是航信的技术主管、部门主管和一个貌似

HR 的 JJ。 

  面试过程不外乎自我介绍，然后针对先前交的简历内容进行提问，涉及技术的是关于我实训的经历，还会问

到职业规划、社团活动、个人情况、是否获得 OFFER 等一般性问题，一开始我有些许紧张，但心态很快就调整好，

毕竟问到的都是平常会问到的问题嘛，而且他们 3 个都很友善，没有刁难的发问。 

  3 个人总共大概面了半个小时吧，然后就齐齐打道回府了。广外那位认为我技术说了很多应该很有希望，可

是我头早已昏沉沉的，不晓得是否真是如此了，回到宿舍就马上爬上床睡觉了。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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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最近这半个月内在我们学院连续有 2 人不幸患上白血病，其中一个还是我所认识的，感叹之余，更加要

善待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一！ 

 

 

第三章 笔试+综合经验资料 

3.1 中国航空结算有限公司面试到工作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479-1-1.html 

 

 

 本人是 17 年 6 月底毕业的，现在已经在航空结算工作一个多月了。应届生 bbs 陪我度过了漫长的六个月求职旅，

今天来回报大家。 

        首先我不论户口还是学校都是京外，计算机相关专业，985 硕士，一心想找可以落户的工作，真心觉得外

地生源或者外地大学毕业很难找到这样的工作，真的很难啊，目前来看一同进入公司的多数（23/25）北京院校毕

业，而且本科多。不论本科研究生，只要是北京院校毕业都相对容易一些。而且解决户口的工作工资都不太高，

所以介意的要慎重考虑。结算是中航信的全资子公司（我开始也不懂，其实理解为关系很近就好了），结算的工作

很适合女生，不累，不过也有少数部门要加班的，比如某些重点业务相关部门，但是我觉得肯定没有互联网忙。

福利待遇据说以前很好，现在受管制少了很多，我觉得现在国企貌似都是这样，还是那句介意钱少的慎重考虑。 

        我当时是通过工信部举办的高洽会（北京）而联系到这家公司的，现场留了简历，没过几天就通知我面试，

然后就给了 offer，感觉比正常校招流程快很多，所以推荐大家参加现场的宣讲会招聘会，不用在家等待漫长的网

申过程。这种招聘会年前年后都会有的，但是户口指标可不等人哦。 

 

 

3.2 中国航信基础设施保障部运维工程师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68-1-1.html 

 

 

基础设施保障部运维工程师-安全质量方向。 

 

先是参加的笔试，主要是行测，专业知识，英语，还有一些图形找相似和图形变化的题。 

面试是四人一组，一组大概半个小时，人力都还是很和善的，让自我介绍和对该职位的理解，以及家庭情况，大

家都自我介绍完了，然后就是人力根据简历问一些实习项目的问题，我们可能专业的问题，问的很少，主要还是

问暖通专业的人比较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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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面试中国航信的 运维工程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366-1-1.html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不是很难。 

 

1.首先是去大学里面参加上机笔试，有那种逻辑测试题，然后是计算机的基础知识，最后是英语。2.笔试过了会

通知你面试，群面，1 个人力和 3 个技术，问本科生主要就是毕业设计，然后是成绩、英语是 4、6 级，对什么感

兴趣。 

 

 

3.4 中国航信 12 月 21 日北京笔试经验帖——文史、编辑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8636-1-1.html 

 

 

本帖最后由 小大 k 于 2014-12-27 15:43 编辑 

 

笔试之前在网上查过中国航信的笔经，非常少且都重复帖，语焉不详，所以上来发一个给以后笔试的人做参考。 

其实航信的笔试跟银行笔试题目基本一样（当然没有非常恶心且我必然不会的行业知识），写一下好给其他人一

个定心丸，权当攒个弱人品了。 

正题开始前，我先吐槽一下，航信的笔试上来就是逻辑题目，没有告知题目有几个部分多少题之类的，我做完逻

辑题目之后一直不敢点“结束”，就怕三次确认之后就交卷了，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我是分割线—————————————————————— 

笔试题目共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逻辑运算题，比较简单，就正常行测的哪些题目，运算题都是找数字规律的，没有应用计算，资料题

也比较简单，计算量不大； 

第二部分：英语题，单选和阅读。我很长时间没有看过英语，快被考察固定短语的题目整懵了。 

第三部分：认知能力测试，跟银行那个一样的。 

 

 

我提前二十分钟出来的，到现在都在怀疑我是不是漏题了…… 因为我从来都是做！不！完！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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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为了积累 rp,上来发航信笔经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091-1-1.html 

 

 

收到中航信的 offer，立刻就据了，虽然很后悔，但是只能这样了，看来跟中航信无缘了，攒 rp，总结一下笔经和

面经。  

笔试：笔试挺简单的，就是 50 分的公务员考题和 50 分的技术类题目，全是选择题，公务员的题目没有什么好说

的，技术类的题目比较杂，Java，数据库，网 络，数据结构都有吧，还有一题我记得是 com 编程用了那个协议。

这个笔试感觉比较简单，大家经历过这么多笔试了过这个笔试是肯定没问题的。  

面试：中航信的效率非常快，笔试完的第二天就通知我去面试了。我的笔试成绩应该是不错的，在笔试完的第三

天早上九点面试。面试应该算是群面的形式，四个面 试管面四个候选者，面试官好像是两个 hr，两个技术。我

前一天刚收到自己比较中意的 offer，所以这个面试我也没做任何准备。四个面试官会针对每个面试 者发问，先

让来个三分钟的自我介绍，自己的优缺点和对中航信的认识。我的自我介绍只说了一分钟，我就没词了，然后 hr

就说我的自我介绍是不是太短了，我就 胡乱 bala 了两句，然后问我对中航信的了解，我完全没有了解，只能说

自己感觉还比较好，hr 就追问我为什么觉得中航信比较好，搞得我当时很是尴尬。hr 说你完全没做任何准备吗？

我只能以紧张为由推脱，然后就是技术人员的发问，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对你自己简历上的项目一定要清楚。

我的问题是：1.EJB 容器的作用 2.Stuts/Hibernate 介绍 3. 数据库的优化 4.索引的优缺点，存储过程 5. Java 和

C++有什么区别。技术方面的问题咱当然没问题，balala 一通，面试官会在你说到一半的时候打断你，开始下一

个问题，比较不爽。最后一个女 hr 问了一下家庭的详细信息，然后就完了。我感觉自己做的几个破项目和中航

信还比较 match。  

面试完了也感觉自己没戏，就回家休息了。礼拜二早上接到电话通知去体检，当时脑子还没反应过来，直接据了。

那个悔啊。。。。跟中航信无缘了，写点面经攒人品。 

 

 

3.6 把自己卖给中航信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066-1-1.html 

 

 

2006 年的最后一个周末，我终于把自己卖给了中航信。签约过程并不像外人想象中那么跌宕起伏，充其量只是我

们赚了个卖身契，中国的 GDP 照样。  

航信的工资始终是个谜，这个谜语太深刻了以至于连已经进去的人都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航信群里讨论最多的

也就是这个话题，有人干脆说了就是奔着航信的户口和待遇来的。今天问了 HR，她竟然说她不是管这个的也不知

道，管事的 MANAGER 今天开会去了，不过她说头一年会普遍比较低，第二年转正以后就有 10＋万了，外加各种

福利，什么服装费，降温费，卫生费（女士专用），过年过节发购物卡之类的，名目众多，不甚枚举。但还是不禁

吁嘘，什么时候才会赚到自己的第一个三十万然后买个窝。  

回首自己求职的整个过程，和好些个公司有过一面之源，这其中包括航五，网宿科技，中星微，瞬联等，给过我

自信，也让我绝望过，不管怎么样，我最终学会了付出，收获与取舍，我想有必要对它们作一些简单的归类和简

介，以供后世瞻仰：） 

（1）IBM: 没及时看见笔试通知，没去参加，直接被 PASS  

（2）思科上海：笔试那个人山人海啊，整整北航三层楼，结果是可以预料的，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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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宿科技：厦门的公司，笔试＋面试直接搞定，最后觉得公司规模太小不敢去，薪酬其实也还不错：）  

（4）航天五院：同学帮投的，当初对国企不太感兴趣，所以没有抱多大希望，结果被 503 一面就要了，感觉很 诡

异，意外之财，问了问师兄，觉得进去发展遥遥无期，放弃  

（5）珠海矩力：笔试＋面试，被淘汰，不怪他，去年北大这边集体毁约，给我面试机会是给我面子  

（6）群硕北京：笔试＋面试，外包公司，工资太低，福利太差，没拿之前放出狂言说拿到就签，拿到后还是拒掉

了，年轻人还是不要冲动的好  

（7）海格通信：面试直接录用，无奈北京这边公司规模还太小，不敢拿青春做赌注，后来听说要签六年，汗一个

先，不过那经理人是不错地说，很坦诚  

（8）歌尔电子：投的是青岛的岗位，被发配到北京，面试直接录用，无奈工资太低，公司太小，没有户口，直接

拒掉  

（9）中星微：  面试被拒，始终想不通被拒的原因是什么，自我感觉是表现的最好的一次，不过现在想想这样的

小公司做算法还是不去也罢，自我安慰一下下。  

（10）杰得微：  IC 设计公司总会鄙视我，笔试＋电面，被拒，有个嫡系师兄在里面，问我要不要内推，我说算

了，不是非常想进去。  

（11）瞬联科技：笔试＋面试，被拒，外包公司，待遇很好，但是不解决户口，其实自己很想去锻炼一下，但是

无奈人家不给机会，也罢。  

（12）厦门厦华：面试直接录用，感觉是个工厂，技术含量不高，工资也太低，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13）东南融通，京港地铁：两个在线笔试，懒得做了，特别是融通，还必须在外网才能做，太 e 了。  

（14）中国航信：笔试＋面试＋面试＋体检，历时快一个月，也许人太多的缘故吧，综合了一下，觉得航信是目

前为止最好的安身之地了。  

此外还有一些公司给了面试的机会，但当时已经精疲力尽了，就不太想去，比如美国博通，福建电信，等，感谢

他们给我面试机会，他们见我没有去还给我打电话，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还有一些公司，投了简历就石沉大海了，像 MS, 百度，新浪，爱立信等一些比较牛气的公司，也许我的简历在众

多牛人之间根本不值得一看吧。  

我真正开始投简历是 10 月份初，之前一直在做一个项目所以耽误了很多投简历的机会，然后笔试面经什么的都

没有准备，属于瞎混状态，后来意识到这样是不行地之后开始狂补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形势才稍微好转。所以

奉劝后辈们一定要提前一个月做好相关的准备，不要到时有病乱投医。  

目标工作地点？－－－北京 VS 上海 VS 厦门。也许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好的 OFFER 的话我就会投身而去了，

可惜上海的企业一直杳无音讯，厦门一直没有合适的公司，北京这边 OFFER 不断。后来想想自己才在北京呆了两

年，一直在学校里度过，就这么离开了很不甘心，08 年的奥运会总得现场去体会一下吧，北京的人脉关系也都在，

北京的 IT 环境是全国最佳的。。。综合这些因素，自己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北京。  

目标企业性质？－－－外企 VS 国企 VS 民企。毫无疑问，自己最想去的还是外企，牛人多多，出国的机会多多，

但是牛外企也看不上咱们这号人，专业不对口，技术不过硬啊。民企没有多少好的企业，国内通信业也就中兴华

为大唐，去这些累死你活该的企业我是很不甘心的；现在想想还是国企比较适合我啊，对专业要求不会那么高，

更看中的是你的潜力，解决户口，又不是特别累，业余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只是希望自己这几年不要

荒废了才好，早晚我会返回外企的。  

目标工作岗位？－－－自己的专业是电子＋计算机＋数学，意味着什么知道么，内行人一看就瞅出问题：你可能

什么都懂，但是什么都不精通。刚开始自己一直想往嵌入式这边发展，结果发现人家的嵌入式岗位都是

LINUX+ARM 之类的，与自己做过的 DSP 根本不搭杠，于是经过无数次的被默拒之后，开始转向自己的本行音频

算法这块，但是音频算法一般只有 IC 公司才做，而且不是公司的主流，自己也不是非常感兴趣，于是又转向软件

开发工程师岗位，然而自己的水平自己是知道的，和计算机科班出身的人一比那个差距啊，只能忽悠，在瞬联那

个一问三不知啊，什么多线程，STL，非常尴尬。还好中航信对技术问题不是问淂很透彻，我觉得它更多看重的

是我的学习能力，嗯哪，我的伯乐啊，苟富贵，不相忘！  

现在还没有找到的 XDJM，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大家都不容易，相信最后大家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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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以我的一句名言做为结束吧：牛皮是吹出来的，牛比是熬出来。大家一起来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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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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