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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埃克森美孚公司简介 

 

埃克森美孚官网： 

http://www.mobiloil.com.cn/ 

 

1.1 埃克森美孚公司概况 

 埃克森美孚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石油天然气生产商，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爱文市。我们在全球拥有

生产设施和销售产品，在六大洲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业务。我们在能源和石化领域的诸多方面位居行业领先地位。 

  

 埃克森美孚见证了世界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菲勒于 1882 年创建的标准石油

公司，至今已经跨越了 125 年的历程。 

  

 埃克森美孚通过其关联公司在全球拥有 8 万多名员工，其严谨的投资方针以及致力于开发和运用行业领先技

术及追求完善的运营管理，使之在全球位居行业领先地位。 

  

 为了充分展示其实力，埃克森美孚： 

  每年研发投资大约 7 亿美元； 

 每天原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达 420 万桶油当量； 

 是世界最大的非政府天然气销售商； 

 是世界最大的炼油商，分布在 21 个国家的 37 个炼油厂每天的炼油能力达 620 万桶； 

 是世界最大的润滑油基础油供应商及成品润滑油、沥青和特种油品的主要销售商； 

 是世界最大的多种基础石化产品生产商之一，每年在全球销售大约 2700 万吨石化产品； 

 每年环保投资超过 30 亿美元。 

 

 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NYSE:XOM)总部设于德克萨斯州爱文市。ExxonMobil 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 1882

年由约翰·洛克菲勒创立的标准石油公司，该公司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托拉斯组织，在进入 20 世纪，美国掀起

反对垄断组织的风暴，并通过的《反托拉斯法案》，当时的标准石油首当其冲，成为该法案的第一个受制裁的公司，

1911 年该法案将标准石油分拆为 Jersey Standard(新泽西标准）、Socony(美孚）和 Vacuum oil。1966 年 Socony(美

孚）和 Vacuum oil 合并并改名为 Mobil oil Corporation，1972 年该 Jersey Standard 改名为 Exxon corporation（Esso

为其子公司），1999 年 11 月 30 日 Mobil 和 Exxon 合并。该公司也是埃克森、美孚及埃索全球分公司的母公司。

此外，埃克森美孚与壳牌、BP（英国石油）及 Total 同为全球四大原油公司。该企业在全球《财富》500 强排名中

2004.2005 第三；2006 第一，2007 第二，2008 第一,2009 第一（市值 3365.24 亿美元）。在 2008 年 Exxon Mobil

前三季度连续刷新全球上市公司的赢利记录，在该年第三季度达到 148 亿美金，全年以 452 亿美金冠绝全球并刷

新全球上市公司年度盈利记录。 

 

  现任公司 CEO 为：Rex W. Tillerson（雷克斯·W·泰勒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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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埃克森美孚在中国 

 埃克森美孚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当时，埃克森美孚的前身——标准石油公司开始在中

国销售煤油。早在 1892 年，标准石油已在上海设立销售办事处，在随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又在香港、烟台、镇

江、武汉、重庆和天津等地设立了销售办事处。 

  

 煤油很快取代植物油成为家庭照明的最佳选择。为了满足顾客的需要，标准石油推出了一种小巧、铁制的煤

油灯，称为“美孚灯”。“美孚灯”的价格很便宜，顾客可以花钱购买或者在第一次购买煤油的时候获赠一盏“美

孚灯”。很快“美孚灯”传遍了全国各地，可谓家喻户晓，从而带动煤油的销售节节上升，使中国成为标准石油在

亚洲最大的市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埃克森美孚的关联公司逐渐重新参与中国能源行业诸多领

域的业务，包括勘探、天然气及油品销售、润滑油销售和服务、化工及发电。目前，埃克森美孚在中国有近 1300

名员工，其中包括在香港的大约 300 名员工。 

  

 埃克森美孚对中国有着长期的承诺，通过我们的产品、技术、与中方的合作以及投资帮助满足中国不断增长

的能源需求。 

 

 Exxon 公司非常重视在中国发展业务，专门成立的 Exxon 中国公司负责在中国的业务。 

   

 到 1995 年年末，Exxon 公司在中国注册了 9 个以 Esso 为标志的加油站，在香港地区注册了 18 个 Esso 加油

站，在中国销售各种燃料油特种油品和润滑油。1995 年 Exxon 公司与中国石化锦州石化公司合资组建了锦埃克森

润滑油复合添加剂有限公司，其生产规模为 5000 吨/年复合添加剂和 5000 吨/年粘度调节剂, 1996 年 10 月开始经

营。 

 

Mobil 在香港设青衣油库，主要用来对中国大陆贸易，在天津建设了莫比尔石油天津有限公司，生产润滑油

和润滑脂。 

 

  目前埃克森美孚在天津塘沽和江苏太仓均有生产工厂. 

 

在中国香港 

   

埃克森美孚拥有全香港最庞大的加油站网络（包括集团旗下埃索、美孚及东方油站），并持有青山发电有限公

司 60%权益（余下 40%由中电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青山发电负责生产电力，透过中电控股全资附属的中华电力

在九龙、新界及大部份离岛的输电网，供用户使用。 

 

2007 年 1 月，香港海关发现屯门一个埃克森美孚的油站的入油枪不准确，使顾客每次多付 5%的油费，涉嫌

违反度量衡条例。当局已在 4 月票控埃克森美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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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埃克森美孚的品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埃克森美孚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埃克森美孚官方网站：http://www.mobilo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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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埃克森美孚校招面试资料 

2.1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8002-1-1.html 

 

面试过程是比较惨烈的啦 销售市场岗位 

初面为了参加美孚面试，放弃了参加研究生毕业典礼，因为初面跟毕业典礼同一天，心痛到爆炸，还有我失去的

机票和酒店钱 呜呜呜 

初面是群面，我觉得不是很难， 

主要考察团队合作和思维能力，要多多积极参与，提出观点，回应和总结别人的观点，以及提出解决方案的逻辑

结构 就可以过了。 

终面是一对二面试，面了我一个小时英文，没过。（其实我知道其他人有面到一半转中文的，为啥不给我转中文，

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啊 嗷嗷） 

主要是我太不会说话了，被面试官 challenge 到既然是市场的实习生，没有跟市场部门的人多多沟通这一点，当

时给问懵逼了没反应过来，其实因为我实习的市场部门比较特殊，是一个新的应用，不是 base 在市场职能部门集

中的办公楼，而是在很远很远的研发中心，而且我们团队的市场就俩人 我和我老板。 

终面怎么说呢，根据经历来面试，有很多实验经历的就会被问很多关于实验的问题，实习的就问实习。 

主要是要考察工作行为，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人际沟通表现。有一个技巧在于表现你能为公司提供什

么。 

终面没过之后伤心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因为美孚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提供化工市场的培训生的项目，我也是为了化工市场才来上海实习以及参加校招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自己也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优秀。失败的地方在于没有正确的回应面试官的期待，简而言之

就是不会说话，没有 get 到面试官和我之间的理解上差异。 

没过之后真的崩溃了蛮久的，因为本身今年化工不是很好找工作，美孚作为最后一根稻草，失败了之后，为了化

工市场想留在上海工作的想法化为泡影，没有研究生毕业典礼，没有 offer。卒 

应该算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了，只能回深圳嗷..... 886  

大家加油~~~ 

2.2 回馈一个 chem market 的 offer 历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5660-1-1.html 

 

楼主 9 月底投的岗位，一直到十月底才收到电面（中途一度不抱希望），电面很轻松，会提前通知，大概五分钟聊

天，测试英语能力，一般都是外国人，楼主遇到的是西班牙的一个小姐姐，自我介绍，问了我 why em 和一个八

大问，简历电面会刷掉 90%的人。 

然后是 11.8 号去的群面，群面淘汰率很高，6 进 1 的比例，有的组表现好进 2-3 个，有的组全军覆没，楼主刚好

是正常组里的，6 个进 1 个的分子（开心一下），群面的人一般都是海外 top30 的学校，或者复旦上交华理这种上

海本地学校，或者排名靠前的 985 如天大南大之类的，都是化工背景。群面 case 为一般的商业分析案例，难度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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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两遍读题，可以问问题，十分钟中文交流，25 分钟英文讨论，10 分钟英文 pre 和 qa，没啥技巧，扮演一

个合作者就行，适时地推动群面进程，不用去抢什么计时，总结啊，呼吁一类的分工，没啥用，英语不好就不要

说太多，因为卡壳浪费时间会被认为不懂合作。总之楼主没有群面建议，合理地发挥，不用刻意去追求表现就行

了。 

接着半个月后终面，地点不变，面试官一外一中，一般时间为 1h，英语好的半小时左右切中文，英文挖掘简历，

顺便了解一下你的性格一类的（宝洁八大问），合适了就会切中文，楼主是两个 manager 和我 

闲聊，很多方面，主要是关于能源化工行业的问题你的看法。 

然后一般 3 天给 offer，会有一个 offercall，然后一周考虑。 

楼主给不出啥求职建议，英语要好，逻辑严谨，要懂合作，学历老本吃不到，只能过过简历。一言以蔽之，打铁

还需自身硬，希望大家都能拿到自己想要的 offer！ 

2.3 【offer get】business improvement adviso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3459-1-1.html 

 

秋招一路走来实在是太艰辛，刚刚接到的 offer call，过来回报一下社会 

楼主背景科普一下：C9 工程本，海硕 

Timeline: 

10 月电话面试. 

11.14 群面 

11.21 终面 

11.26 offer 

前面电面群面就不多说辽，论坛里面的帖子都是精华，大家康康就好 

终面是在美罗大厦对面的楼里，大概是因为 21 号 FA 的群面场地不够了吧 

下午到的时候正好上一位 candidate 还在面，就坐在外面的沙发上等了，一会之后面试官就让进去了 

两位小姐姐面试官，都是 strategy line 的吧大概（没有听的很仔细，应该是这个亚子），其中有一位是我群面的时

候的面试官，特别亲切的那种 

流程还是自我介绍，面试官提问和向面试官提问了，自我介绍和一部分的面试官提问是用英文的，总共面试时间

差不多 30min,楼主说了一半时间英文吧，后面就直接中文了 

提的问题大部分还是关于自己的经历的，问了之前的实习收获之类的，当然还有 why Emz 这种，最后闲聊了一会，

问了楼主个人爱好啥的（害羞） 

等待的时间还挺焦急的，楼主一心准备的咨询，今年形势不好大家都懂，简历挂笔试挂一面挂终面挂都不知道多

少次了，现在有了美孚真的老泪纵横 

总结来说秋招还是个看缘分的东西，除了能力之外，还有好多好多另外的因素，旁友们千万就不要怀疑自己，机

会肯定有的！ 

最后祝大家前程似锦！ 

2.4  美孚的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339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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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轮电面到群面，再到最后的终面，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以及觉得可以改善和提高的地方，希望可以拿到

offer。 

 

电面之前分享过了，其实是一个英语能力的考察，所以 大家一定要好好准备自己的英语口语，做到从容应答。 

 

群面比较看重团队合作的能力，以及你的思路的逻辑性。群面类似于小组 case interview 的形式，其实大家可以

拿 MBB 的 case 的案例和同学去 mock interview, 当然美孚的案子没有 MBB 那么难，但是还是比较注重思路，

框架以及一些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的（因为我申请的是 marketing advisor 的岗位，financial 的岗位会有不同的要

求）。另外就是，不要太强势，美孚客人感觉喜欢会友好合作但是又有独立思考的员工，不要在小组讨论中太强势。 

 

今天，终面和别的公司其实差不多，但是会有英文的，美孚还是很看重英语能力的。主要还是根据你的简历，问

你一些为什么选择美孚，为什么选在市场营销这个岗位，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等常规性的问题，大家可以好好

准备。美孚的终面是两个你所投岗位的领导面试，都很 nice, 但是能不能拿到 offer 应该还是基于各方面的考虑

的。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准备。 

 

分享一下，攒一下人品。祝大家秋招都可以拿到好的 offer.  

2.5 11.26 FA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3350-1-1.html 

 

timeline：ddl 网申，11.21 群面，第二天就会电话通知终面 

2 对 1 的终面 

流程是自我介绍，面试官提问，之后可以问面试官 2 个问题，一共 40 分钟，全程英文 

面我的是两个中国的女 manager，主要会对简历上的问题仔细提问，所以熟悉简历很重要。 

我自己有海外做税的工作经验，所有就被问了国外的税率怎么算，有没有 indirect tax 之类的问题。此外还被问到

了如果分析一个财务报表，什么会计科目是最重要的等一些专业问题。 

还有一些常规问题，比如 why Mobil，challenge 的事情，achievement，职业规划之类的 

总的来说，只要熟悉简历就可以应对 80%以上的问题。 

HR 小姐姐说 12 月初会发 offer，攒个 rp，希望可以拿到 offer！ 

2.6  11.21 上海 FA 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1375-1-1.html 

 

1. 早上临时通知换时间，说是下午场人太多。急急忙忙赶过去的 

2. 在美罗城 B1 

3. 人是真的不多，进去基本就立刻开始面了，我们组不到六个人。面试官两位 

4. 英文自我介绍+case study 

5. case 有点类似那种财会类课程的考试大题。给了报表。英文的。30min 讨论（可中可英）10min pre（英）。可

用计算器，没有的话可用手机算。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3350-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137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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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页 

6. pre 完会有问题问你。大概问了两三个，有关于 case 的，也有关于职位的（为何申请 etc） 

 

说完了。。不知道群面进的比例是多少，一般来说都是每组进一个，六进一八进一这种吧。自己表现非常不好，因

为相关知识比较荒废 没复习到位，所以说不出个什么，小组成员少就更明显。。。。组里还是有挺会的人的。遗憾

自己没有好好准备（本来打算今早再看看来的（。）估计和 em 的缘分也就凉在这一步了 

 

祝好 

2.7  Business improvement advisor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1250-1-1.html 

 

今天下午在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大厦里进行了终面，不是在美孚的办公室，应该是一个类似公共会议室之类的地方，

美孚只是租了一下会议室，环境挺不错的。提前了 1 个小时到了，然后就是按照顺序等着 hr 叫人进去。大部分时

候都是英文交流，只有最后一个问题讨论的时候用的是中文。整体面试时间大概是 30 分钟，部门的意思是还是

按照背景和个人素质来选人，明确告诉我这就是终面，不太看重大家的实习，因为每个人进来都是应届生，都没

什么经验。 

感觉部门很专业，不会给你什么希望或者模棱两可的话，只说两个星期后给回复。其他的终面有时候会问什么时

候来入职/薪资等等，给你一种马上就会给 offer 的感觉。这个职位没有问我这种问题，有点慌张。 

攒攒人品，希望能拿到 offer。 

祝我好运、祝大家好运。 

2.8 EM field marketing 面试美罗大厦 11.21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0943-1-1.html 

 

过了电面和群面，终于到了这一环节，其实面完的时候都不确定是否是终面，按往常经验是的，但是面试官自己

也不太确定。。那我就先总结一下好了。 

面我的是两个 Manager，都是 F&L marketing 部门的，给人感觉很和善，仿佛大学老师的那种~ 他们对英语的要

求其实是蛮高的，自我介绍和一开始的实习经历描述都是用英文，到后面快结束的时候才用中文。过程也很快，

我的话半小时都没有，主要就是个人经历、遇到的困难什么的，更多的时间是我后面问他们问题。后面出来送我

出来还送到了电梯口，还问我来这里远不远~ 感觉是很贴心的人~下午三点办公室还会放音乐，因为说就是公司

传统鼓励大家放松一下之类。。 

 

就这样，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轮还是这就是 final 了，感觉也是很迷。。祝好运吧！  

2.9 EM 电面到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842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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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面试还挺迷的，先是会接到电话面试邀请的预约邮件，然后跟你会约时间，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加他们工作人

员微信（外包），电话面试主要就是考英文，留学生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啦。 

接着一周后就是群面，短信通知的在明天万豪酒店里面，一组 6 个人，但我们组只来了四个人。群面案例也是我

碰到比较迷的，就简单的四行话，然后让你给出一些应对方案。也没有什么数据和额外信息，全靠猜。 

但是小组同学还是比较 Nice 和 peaceful 的，就好很多~  

基本就是这样，之后就是终面了，希望可以 pass!  

 

2.10 2020 校招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3324-1-1.html 

 

1. where are you from? 

2. what do you do now? 

3. why do you choose exxonmobil? 

(3mins) 

可能因为下午快下班给我打的电话所以很短 

2.11  2020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582-1-1.html 

 

和论坛上的问题一样 

为什么选择报这个？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 

早晨 8 点准时电话打进来，睡梦中惊醒接的电话 

有小伙伴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结果吗？ 

2.12 2020FA 电面 sh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414-1-1.html 

 

10.30 号邮件通知 10.31 号 10am-11am 电面 10:09 打来的电话 手机显示的人马耳他 但是个英音小姐姐 问了是

不是 xxx 能不能进行一个 3mins 的英语测试 提问语速正常 

1: why do u wanna join EM？ 

2:what can u bring for EM？ 

3:The hardest decision u‘ve ever made. 

4:what weakness do u think u have 

 

完了之后就是说 u’ve done a good job，wish u have a nice day.我说了 thank u ， u too. 她：thank u，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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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e（熟悉的 cheers 啊 激动） 

 

发帖攒好运求进行到下一步！ 

2.13 20191102 第一轮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211-1-1.html 

 

12 点约的， 12 点 30 接到电话…号码来自克罗地亚。持续时间 3 分钟。 

三个问题，语速极快 

1.Why do you want to join Exxon  

2.What can you bring to this company  

3.Tell me about your biggest weakness  

 

有一点点紧张，回答的时候打了一个磕巴，说了一句 sorry 

最后很礼貌的说了谢谢和 have a great day 

2.14   2020 第一轮电话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1636-1-1.html 

 

据说神奇的应届生论坛，我之前都是潜水，也来贡献一下。 

 

问了三个问题，之前的帖子，都有说到的常规问题： 

1. why exxon? 

2. what can you bring to exxon? 

3. what is the tough decision you make in the past years? 

 

是英腔的小姐姐，我真的是一接到电话，就不自主地紧张，然后最后的问题，the past years,我还问了一下？因为

她的语速有点快，加上电话信号一般。。。 

不过，她最后说了，她只是先测试英语，until now you did a brilliant job. 

 

但是面试完，我还是紧张到不行。。。希望大家不要紧张，整理好思路，然后多说。 

2.15   2020-英语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1128-1-1.html 

 

我投的是 Financial Analyst 岗。然后也是一个英腔给我打的电话。（听到了熟悉的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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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问了我两个问题： 

1. Why Exxon Mobil 

2. What can you bring to this company 

 

我滔滔不绝说完以后她说 that's all I need to know. This interview is mainly to test your English abilities and you 

did a great job. 

也没说下一步是什么就 Thank you bye 了。。。 

Anyway 求一个下一步。 

2.16  电话面试-英语测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1047-1-1.html 

 

面试官是 British English 的口音，问我的问题有： 

1. What did you study in the states? 

2. What's biggest achievement during your study? 

3. What kind of job are you looking for? 

4. What's your weakness? 

 

面试官说顺利的话，十一月初会发 online test... 请问大家知道 online test 考什么吗？我申请的 financial analyst 

position. 谢谢 

 

2.17  2020 第一轮电面吐槽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0534-1-1.html 

 

直截了当前三个问题： 

why you choose exx 

what benefits can you bring to exx 

exx is now looking for future leader, can you talk about your opinions about a good leader? 

 

以下为吐槽： 

去年的这个时候美孚还是用中国人来测验的呢，测验前还会中文聊一下。 

这次直接是纯正老外打电话过来，语速太快 

听上去是欧洲口音？不太懂 orz 

电面的时候自己的节奏也容易被带的很快，很多点就容易忘。还很无奈的问了一个 pardon emmm 

十分的直接了当，六分钟就结束了 orz，，， 

希望能有下一轮，今年太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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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2020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1915-1-1.html 

 

新鲜出炉的电面，希望能帮到后面的同学。 

 

本来收到邮件通知是 12.00 - 13.00 这个 slot 的，结果 11.50 分电话就来了。上来就是常规的自我介绍，说是 5 

分钟左右的面试，然后开始问问题。这次一共问了 4 个问题： 

1. What do you do? 

2. How long were you stay in XXX (学校城市)? What did you do? 

3. What is your job hunting direction? 

4. Describe a time that you made a tough decision? 

电话那头的小姐姐还是很耐心的，说的卡了也没有打断，也有引导继续往下说，最后应该也说了不止 5 分钟吧。

后面的同学加油~ 

 

2.19 2019 暑期实习电面分享，顺便想寻找一下面试广州 sales 的小伙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9873-1-1.html 

 

本来预约的时间是 13：00-14：00，后来因为 lz 有事情就加了邮件里面给的微信号，把时间改成了 15：00-16：

00，问题如下： 

1.     介绍一下你自己，what do you do/ where are youfrom/your hobbies 

2.     Teamwork is very important, why it is important, 你在 teamwork 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3.     如果 team 中起了冲突，你会怎么做？（这个我没有回答好，被问懵了） 

4.     Short-term goal/ long-term goal 

5.     Why exxon mobil 

我一共用了六分多钟，是西班牙打来的电话，语速中等，还蛮好理解的，建议大家不要慌，我等电话的时候真的

超级紧张，就慢慢说可能会更好，我觉得慢慢来反而还会让自己说得比较流畅。 

 

或许还有其他小伙伴是面广州 sales and marketing 嘛，一面到底要不要群面捏，我看有人分享有群面有人分享不

用？ 

2.20 19 暑期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2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9400-1-1.html 

4.11 接到的电面通知，说是会在 4.12 8:00 到 9:00 间打过来。然后是在 8:15 接到电话，是一个西班牙的号码，

小姐姐一口美音。以下是问题。 

Introduce yourself, where are you from, what do you do, what's your h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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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work is very important, explain why 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and how would you do 

Describe a time you did something challenging (雅思即视感了) 

全程 7 分多钟的样子。 

4.11 接到的电面通知，说是会在 4.12 8:00 到 9:00 间打过来。然后是在 8:15 接到电话，是一个西班牙的号码，

小姐姐一口美音。以下是问题。 

Introduce yourself, where are you from, what do you do, what's your hobby 

Teamwork is very important, explain why 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and how would you do 

Describe a time you did something challenging (雅思即视感了) 

全程 7 分多钟的样子。4.11 接到的电面通知，说是会在 4.12 8:00 到 9:00 间打过来。然后是在 8:15 接到电话，

是一个西班牙的号码，小姐姐一口美音。以下是问题。 

Introduce yourself, where are you from, what do you do, what's your hobby 

Teamwork is very important, explain why 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and how would you do 

Describe a time you did something challenging (雅思即视感了) 

全程 7 分多钟的样子。 

2.21  19 暑期实习电面~刚结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9211-1-1.html 

 

因为美孚是踩着时间点投的简历，所以电面得比较晚。估计我这波结束了后应该就会比较快筛结果了吧~第一次

经历这种电面，感觉自己要凉。不过不管怎么说还是发出来信息共享下吧。约的时间是 9 点到 10 点，然后 9 点

半多的时候波兰的号码打了过来，然而我还在电脑上准备之前面经看到的问题 

匆匆忙忙把电脑搬到安静的地方，耽误了可能有半分钟多吧（也许会给面官不太好的印象？） 

具体问了家乡，这里我没有很清晰地扣住问题。差点介绍自己家乡了，然后面官打断了我告诉她只要知道地方就

好。 

现在的学校。平时的爱好。为什么选择美孚。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整个过程并没有其他有的朋友的那种聊天的氛围，还是挺严肃中规中矩的。 

因为手头时间问题，所以尽管昨天收到邮件，后面也并没有好好准备，当然也有想的过于轻松的原因吧~导致问

题回答得并不算好，尤其最后面两个问题，前期没有充分组织好，所以回答得也不尽人意。 

整个过程 4 分半就结束了。面官跟我说再见的时候我还很懵~ 

总之，有一有二吧。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吸取经验，继续加油 

 

2.22  19 年暑期实习电面…热气腾腾的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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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022-1-1.html 

 刚刚接到了列支敦士登的电话…预约的 10 点到 12 点，电话是 10 点半左右打开的…问了四个问题： 

1.你的家乡是哪里？ 

2.你现在在哪里读书？ 

3.你觉得这两个城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4.你为什么想加入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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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问题在以往的面经里都提到过哈哈，还是得好好准备，不要紧张 

发面经攒人品啦！希望进入下一轮～ 

2.23  2018 秋招-财务分析 -电话群面+报销细节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1343-1-1.html 

  

距离美孚群面结束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相关流程才走完。现在总结一下，攒人品。 

电面： 

最初过网申以后会发电话面试的邀请。不知道是哪国的小姐姐，问了一些基本问题，个人优势之类的，主要是看

发音吧。对答如流，整个过程非常快，3.4 分钟的样子，感觉没问题就直接挂电话了。 

后来收到群面的邀请。美孚招聘是外包的，好像是 51job，打过电话确认能否参加面试，然后告知了面试地点和

时间。 

面试时间后来改过一次，也是电话通知的。 

 

报销路费的事宜： 

美孚报销面试机票，但只能从公司指定的渠道订票。楼主是从澳洲飞回国面试的，定机票的系统里已经预存了楼

主的信息，所以打电话的时候工作人员直接调用系统里的信息订票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楼主因为是国外飞，有 10 个小时以上的航程。按照美孚正式员工的规定，10 个小时上可以

定商务舱。于是订票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按照正式员工给楼主订票了。机票需要先垫付。楼主本来还很奇怪为什么

机票那么贵，后来发现是商务舱。51job 通知时只说报销机票，没说会有席位的问题。 

打电话问美孚，美孚那边说只有经济舱能报销。所以在收到确定消息之前，楼主对于报销一事还不确定。 

高铁和其他车票应该也是经济座报销没问题，如果订商务座大概不给报。 

后来群面去得早，跟招聘的姐姐沟通了一下，又专门写了信澄清情况。 

到美罗城后会给报销所要填的表格，填好之后连行程单一起寄给美孚的报销单位。 

沟通以后美孚认为是内部漏洞，还是全额报销了楼主的机票。 

所以再去面试一定要注意，订票是否是经济舱，否则如果是自己没有确认好，美孚很可能不给报销。 

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订票平台想要多赚，能按高报价就按高报价，面试人如果确认不好就要承担风险。 

群面： 

群面在美罗城，有分组，本科生们一组，研究生们一组，不用担心知识碾压。 

群面案例有需要专业知识的，也有不需要专业知识的。 

楼主是研究生，抽到专业题，但问了其他研究生组，大部分抽到的是非专业类题。也是很“幸运”了。 

题目英文，全程讨论和 pre 也是英文。 

楼主抽到的题目是有关 control risk 的。案例内容是审计过程 ** 现的几个情况，判断有无风险。 

楼主英文无压力，只是审计类的题真不是我的专业范围。所以表现得不好。 

同组的人也都对案例一知半解。最后没有给出面试官想要的答案。 

群面后 2 天就收到结果了，楼主没有进入下一轮。 

 

总结： 

总的来说美孚有点类似国企？并不是新锐企业或者典型跨国公司的风格（个人理解），整体风格保守，但是福利不

错。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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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2019 埃克森美孚 从电面到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8944-1-1.html 

  

楼主第一次在应届生发帖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 在应届生上获得了很多帮助，所以非常想用自己的经验回馈大家。 

找工作是一个非常心累的过程，从电面行测开始到 boss 面结束，整个流程拖的非常长，焦急的等待和紧张的准

备真的是会把人拖垮，到最后收到下一轮面试通知我都已经几乎不会特别开心了…因为还是有可能接不到 offer

啊…崩溃。 但是！大家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一定不要放弃，加油！ 

申的是 chemical 部门的 market planner 

电面 

像很多帖子提到的电面会是一个外国电话号码打过来，在打过来之前会邮件预约时间，所以不用担心错过。 

一共是五个问题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问题有 

Introduce yourself 

biggest achievement during master study  

leadership 

群面 

大概十一月中旬接到群面通知 

每组五个同学 面试阶段持续四天左右 会让自己选择一个时间段 

这个面试还蛮看 rp的。我们这组 hr人很好，一起讨论的小伙伴也很好 最后是中文讨论 30min 英文 report 10min。 

题目是 hr 用英文念给大家，有任何不清楚可以提问。题目一般比较简短。 

 

我个人认为这一 part 最重要的是要让 hr 看到你的思维闪光点，要有自己的主见，为团队的提案添砖加瓦。 

我们的讨论题目是作为产品 h 的产品经理你会选择使用自家产品作为生产原料还是使用外部生产原料。 

 

终面 

十一月底接到终面通知 

可以选择英文或中文，一定会问到很多没有准备过的问题，所以终面可能做不到充分准备。所以在终面之前一定

要好好的了解自己，把自己从上大学之后的经历全部过一遍… 

一开始有一个自我介绍，建议好好准备…不要太长… 

我被问到：我们每年会面试很多优秀的学生（比如藤校） 你觉得你跟他们比有什么优势呢，提三个。 

仔细询问了一个项目的细节，技术性的细节 

为什么化工背景没有选择申请技术岗 

总之就是通过这些问题，想了解你对未来规划的一些想法，比如，为什么选择回国工作，为什么选择这个企业，

为什么这个岗，职业规划。或者了解你的经历，比如：做过的 intern 团队项目，有没有过摩擦，如何解决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我面试表现并不是很好，面完觉得自己挂掉了，心情也不是很好…但是一周多之后接到了 offer…所以

我认为这些题目并没有准确的答案，只要你充分了解自己的过去，明确未来的选择，表达出来就可以了，这个过

程面试官主要可能也会看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水平和个人性格之类的吧。 

最后是一个小礼包送给大家吧，最后我问了面试官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更倾向什么样的人才。 

面试官说：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good competence，independent thinking（never waiting for others to tell 

you how to do your work）。记住了吗！！请拼命表现！！ 

祝大家一切顺利，都能拿到心仪的 offer～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894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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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页 共 47 页 

2.25 埃克森美孚面经-上海 2019-已获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1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7812-1-1.html 

 

简要介绍吧。 

 

网申：51jobs 认真填写资料。 

 

电话面试：网络电话，大概问了 3-5 分钟的样子，个人基本信息，Why EM，define leadship。 

 

小组面试：11 月 9 日周五下午，上海万豪，我们组可能是 5 进 1，听说其他小组会有 6 进 4 或者 6 进 3 的比例。 

 

终面通知：11 月 12 日周三下午，邮件通知小组面通过，进终面，按照要求在网上填写资料。应该是 11 月 21 日

通知了具体终面时间。 

 

终面：11 月 29 日周四下午。一志愿 AD/二志愿 MP，一位男面试官马来人，美孚工作 20 年，另一位女面试官中

国人，美孚工作 15 年。 

1. 简单自己我介绍。 

2. 提问了简历上的实习经历，并且追问细节。 

3. 到国外留学遇到困难/国外留学生活最大收获。 

4. 社团活动经历细节。 

5. 科研课题/科研中遇到困难。 

6. 工作地点/志愿倾向。 

7. 提问面试官：当初为什么选择美孚，最大吸引力？ 

                          在美孚遇到过的最大困难。 

 

幸运的今天上午接到 HR 电话，Chemical Market Facing Trainee。 

2.26  润滑油 Business Improvement Advisor 终面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1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7499-1-1.html 

今天刚刚面完终面。 

之前的电话面试和群面，论坛上已经有非常详细的分享了，大体上都非常相似，因此不再赘述。 

 

12.10 早上 10 点，依然是美罗大厦。 

和之前在论坛里其他小伙伴分享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次终面一共有三位面试官。 

比较幸运的是，这三位面试官都是中国人。因此大概前 20 分钟的英语面试后，其中一个面试官说接下来可以用

中文回答。 

 

面试流程基本上就是：1.自我介绍 

2. 然后问了我最近的一段实习经历，详细说一下都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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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追问了我研究生期间做过的项目。 

4. 问我申请这个岗位的时候，是更看重美孚这个公司更多一点还是这个岗位更多一些 

5. career plan 

6. 大学学生活动经历 

7. 所有经历中，比较喜欢做的和不喜欢做的事情 

等等，基本都是围绕着简历在问的。 

 

最后有一点比较槽，我说如果可以把 EM 作为我的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我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得成长。 

然后其中一个面试官就说了一句，你是准备把美孚作为跳板吗？ 

当时我有点小懵哈哈。然后回答，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把跳槽作为一种职业规划中的必要手段。但我觉得，只有在

一个公司当中，个人发展已经触碰到天花板，或者现在的工作已经完成没有任何挑战性，个人能力也不能再提高

的时候，是可以考虑换个环境试一下。 

如果一个公司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平台，让我能在那里不断得挑战自己，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好的发

展。我并不认为跳槽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回答完这个问题，看面试官的反应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 

 

最后的提问环节，我就问了这个岗位具体做些什么，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整个面试大概聊了 45 分钟左右。一开始气氛还是相对严肃的，聊到之后变得稍微轻松一点。 

 

我自己分析了一下，面试这个岗位我最大的薄弱点还是在于，没有过大数据分析的实际操作经验。 

我的数据分析经验主要都是基于市场调查 SPSS 这一块，还有一些 EXCEL 的数据分析。 

这一块应该是最大的减分项。 

 

但总的来说，整个面试还是挺顺的，体验也非常好。 

EM 是我 Dream job No.1，真的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加入其中。这应该会是我离它最近的一次。 

这次面试尽了全力，无论结果，至少不留遗憾。 

 

这段时间也在论坛里看了许多小伙伴的分享，获益良多。 

所以写下面筋，一是为攒人品，二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之后面试的小伙伴们。 

希望大家（和我）都能顺利拿到心仪的 offer。 

 

加油 

2.27 刚结束终面，因为感谢应届生论坛，固来此分享埃克森美孚面试经验

与体会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9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4789-1-1.html 

 

个人基本情况：985 本科，毕业后本校直博，博士期间有三个月海外交流经验，发表论文 IF 在 5-10 之间，口语

能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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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 EM 校园宣讲会上前辈们的工作分享，明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工作，有挑战有机会，有团队有文化，彼此尊

重，相互学习，天花板很高，有无限可能。 

 

网申：EM 的网申很简单，按时在网上申请，诚实认真地回答 OQ，美孚会给你机会。 

 

电面：英语口语测试，这块是外包公司负责，自我介绍，兴趣爱好，为什么想要加入美孚，以及自己的职业规划，

提前想好。（就算没通过，美孚也有可能会给你群面机会） 

 

群面：6 个人一组，两位面试官，Case 销售类，面试官用英语口述，需要团队合作来完成，可以用中文进行讨论，

但必须用英文做最后的 pre，建议提前看一些网上具体 case 进行练习，保证面试时看到 case 有自己的想法，如

果组内有口语能力一般的同学，比如我这种，建议组员在进入面试房之前提前商量好用中文进行讨论，因为讨论

时间只有 20min，珍惜时间，把 case 分析清楚，考虑周全，体现团队合作能力。个人群面情况是，由于一个同学

没来参加，实际面试 5 个人，都是博士，一个复旦，两个浙大，两个华理，看到 case 后，复旦的计时，华理的 leader，

讨论全是用中文，看到 case 要有自己的想法，尽量早点说出来，记住组员是队友，不是对手，相互配合更好地去

完成这个 Teamwork。 

 

终面：1v2，如果面试官中有外国人，全程英文面试，如果面试官都是中国人，前程英语，后程中文。个人终面

情况是，有一位面试官可能临时有事，进入房间时有两张写有面试官名字的标签，只有一位面试官，中国人，他

先介绍了面试流程，先自我介绍，然后他会针对简历问一些问题，最后有时间换我提问。自我介绍和针对简历的

问题，都是用英语，接着切换到中文，问了一些个人能力和性格方面的问题，最后换我问问题，全程 30min 左右。 

 

最后的体会：EM 面完，已然全力以赴，将最真实的自己展现了出来，未能如愿，也很正常，因为申请 EM 的很多，

很优秀，他们或许口语能力很棒，或许经历更加丰富，又或许身上有 EM 需要的品格。求职面试是一个认清自己

的过程，尽全力去展示最真实的自己，这样拿到的 offer 才是适合自己的，错过的，更多的是不适合。 

2.28  2018 ExxonMobil 最新面筋——从电面到终面全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9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4759-1-1.html 

受到论坛很多帮助和启发，在昨天（2018.11.28）终面完之后决定写一个 2018 最全面筋，供明后天终面和明年

找工作的小伙伴参考，我申请的是上海的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Engineer。 

 

【电话面试】 

 

网申完之后 1 个半月，接到了温柔的歪果小姐姐打来的电话，全程英语，问题比较散，1：为什么要上大学，在

大学里学到了什么？ 2. 偏向于教育别人还是被人教育？  

感觉问题是现想的，回答完了之后 HR 小姐姐解释说是因为之前问的问题都被破译了，大家都提前准备了，所以

要问几个出其不意的问题。 

感觉电话面试主要考思路和口语吧，其实思路更重要一点，逻辑清晰是必须的。 

最后小姐姐很满意的跟我说：一看你就是事先不知道题目的，我很满意（其实我觉得是揶揄我回答的乱七八糟）。

anyway，她直接告诉我通过了电话面试，等工作人员与我联系下一轮面试。 

 

【第一轮面试】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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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11.9 参加面试的，EM 在人广的 JW 万豪酒店租了一个特别 fancy 的场子，有饮料和点心，很多工作人员，

会贴心的给你登记、问你是不是外地来需要报销旅费（真是壕，群面都报销车费）。 

一组 6 人，方向并不相同，我们组来了 5 个人，有 sales、engineer 等方向，两位海龟，三位中国 985，全是

Chemical-related Master。 

进了一个房间，两位面试官，其中一位是 HR。先每个人用英文自我介绍，然后 case 是 HR 小姐姐用英文念出来

的，读的很慢，2 遍，听完之后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如果没有问题，直接讨论，如果没记错的话，是 10 分钟中午，

20 分钟英文，最后 5 分钟英文 PRE。 

Case 就不透露了，不是很难的 case，甚至可以说很宽泛，可以往任何方向延伸，就看小组讨论之后有没有讨论出深度和意义。 

我们小组讨论的很愉快，最后 PRE 完，两位面试完问了一些关于 case 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回答。 

群面的结果在一周后给出，我们小组 5 进 2。 

 

 

 

 

【第二轮面试】 

二面在美孚的公司里，也就是紫竹科技园里面，更加 fancy（同样报销车费）。 

两位面试官，一位香港人，一位新加坡人，都非常 nice，笑眯眯的，会起身给你握手，让面试者觉得很受重视。 

先闲聊了一会，问问你过来方不方便什么的，介绍一下流程，先自我介绍，再相互 Q&A，然后转英文开始正式面

试。 

在你自我介绍的时候，面试官会就他感兴趣的部分打断提问，比如我说国家奖学金，他就让我描述一下评奖的难

度、准则什么的，还夸我 did a good job，真的好开心。还有学生会的工作经历，他们也很感兴趣。 

自我介绍完，他们问了几个问题： 

1.why EM,对产品有什么了解。 2.对未来工作的期许是什么，我说我要去外企，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外企哈哈哈。 

3.因为之前有在 EM 同类公司实习过，所以他们问了对这两家公司的印象，为什么不留在实习公司。 4.为什么不

读博。5.学生会觉得难度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可能因为我的简历上科研相关写的比较多，各位面试官真的是蜜汁爱问我为什么不读博.. 

最后问我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我就问了两个关于岗位、轮岗之类的问题，面试官都非常开心的替我回答了。 

整个面试大概持续 30 分钟，面试结束他们还会送你出小房间，真的是倍感受重视啊！ 

 

 

参与终面的人还是很多的，面试官在这三天也是连轴转，真的是很辛苦！希望各位小伙伴都能提前到候场吧，不

然 HR 小哥哥一次次打电话 check 也是很累。 

走之前没说多久给结果，我这几天真的是要坐立不安的度过了。 

EM 是我的 dream company，希望在 bbs 能吸吸运气，顺利拿到 Offer，也希望未来的小伙伴们都能找到自己心仪

的工作！ 

 

第三章 埃克森美孚综合求职经验 

3.1  EMIT 网申到终面~求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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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页 共 47 页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8112-1-1.html 

 

整个申请过程时间间隔比较长，但是每一部分相当紧凑，感觉还是非常专业且人性化的 

9.16 网申 

10.12 电话预约的了英文电面时间 

10.13 早上七点接到英文电面（回国以后一直睡到中午的我费劲千辛万苦才爬起来），电话从列支敦士登打过来的，

是一个 native 的小姐姐，口音偏英音，先是英文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一下校园经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最后

问了为什么选 EM。全程大约 5mins 不到，非常快。大清早神志不清的我也不清楚我都说了些啥，但最后好像听

到小姐姐说我英语还挺好的。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11.06 号收到到短信通知，11.13 号在美孚大楼参加群面，如果通过第二天紧接着终面。 

11.13 群面，早上 10:00 的面试，9:00 到了看到一共四个人，以为就是我们四个来小组面，结果发现两个人是昨

天群面的，今天来参加终面。到 10 点，也只剩我们两个人。偷偷问 hr 小姐姐两个人还要群面吗，结果还是逃不

过群面的一环。群面是英语 case，根据公司的情况选一个合适活动来宣传公司的理念，有点像市场方向的 case。

面试官一共有 5 个，都是各个部门的大佬，20mins 讨论，中英都可，10mins 英文 pre。然后是 hr 针对讨论过程

提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就结束了。说等下午四点左右会通知结果。 

中午饭也没吃好，午觉也没睡好，等待的过程特别煎熬。过了四点，度秒如年，终于在 4.39 的时候接到了电话，

通知过了群面 

11.14 终面，一共两个 manager 一个 hr，一个 manager 是新加坡人，一个是从广州那边飞过来面试的，因为有

新加坡 m，所以全程都是英文（羡慕那些一半切中文的小伙伴啊）。先是给我介绍了一下 EMIT 的概况，然后现在

的一些项目，然后针对简历问了一些比较基础的问题，做过的项目（在国外读 coursework 真的没有机会做项目啊），

谈了 996 的工作的看法，中国和澳洲的区别，怎样处理合作中的 conflicts，没有问技术方面的，而且 m 说他们不

是很看重 coding 的能力，更偏向 soft skills。最后问了一下接不接受去广州和惠州的新项目。整个过程全程带笑，

但是我真的是很紧张啊，因为太想进 EM 了，表现的也一般，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放松一点可能效果会更好，出来

以后 HR 小姐姐都说看出我很紧张了，怕不是因为这个要凉凉了吧。 

整个面试过程都很顺利，两天连续的面试对我这种从外地赶去上海的 candidates 也很友好。 

最近看到各个 department 的小伙伴陆陆续续收到 offer，好生羡慕，真心跪求一个 EM 的 offer（虽然感觉应该已

经发完了，但是梦想还是要有的） 

3.2 回馈大家一个全面的面试经验 从电面到终面【已获得 EM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43802 

 

受益于这个神奇的论坛太多 所以拿到 offer 后毅然决定第一时间将自己的经验回馈给大家 希望能像自己受益于

以前的前辈们一样 将自己在整个 EM 求职过程中的经验分享出来 希望能对以后的同学们提供帮助 

简单科普一下 lz 背景：【QS Top 10 本科】【非化工背景】 

投的岗位是非研发类的，位置在上海 

 

Timeline： 

10 月中旬提交申请 

10 月中旬电话面试 

11 月上旬收到通知群面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8112-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4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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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页 共 47 页 

11 月下旬获得终面通知 

11 月下旬获得 Offer 

 

虽然论坛里已经可以找到很多详细的电面群面经验 但 lz 还是想把最新的分享给大家 哈哈哈 将心比心 也知道大

家关心最新的内容 

其实 lz 申请的时间应该算是比较晚的 面试过程中才发现很多同学都比我申请的早很多 由于求职过程中大家申请

的企业数量很多 导致容易忘记投简的 ddl 建议大家提前记下来 赶在 ddl 前申请（重度拖延症者切记） 不然很容

易和机会擦肩而过 

 

【电面】 

lz 电面准备的内容还是比较常规的 

1. Self-Intro 

2. Why EM? 

3. Why U? 

4. Strengths & Weaknesses 

 

电面前会先收到一封邮件 通知在某个时间段内会打过来 lz 的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段收到的电话 显示来自比利时

的电话 面试官是女性 英文没什么口音 lz准备的问题面试官只问了其中一个 就只做了自我介绍和Why EM 然后

就说你的英文流利  goodluck 就挂了 这个测试应该主要是测试英文的流利程度以及逻辑清不清晰 不必慌张 越

是慌反而表达不出自己心中的想法 所以 lz 的建议是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然后放松心态就可以了  

 

电面之后 lz 参加了 EM的宣讲会 这点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宣讲会内容包含了 EM 在各方面的信息 还可以在现场和

HR、各部门人员进行交流 lz 感觉从中受益良多 建议同学们有时间一定要去 

 

【群面】 

大约过了一个月后收到群面的通知 地点在上海一家高规格的酒店里 群面可以报销 这也显示了 EM 的财力 前程

无忧的工作人员会提前通过电话和短信提醒时间和地点 感觉这个很赞 帮助大家在百忙之中不错过任何一次机会 

群面大多是 4-6个人一组 但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没来 所以很多组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缩减 lz群面的小组是 4个人的 

全都是国内外各大名校 这点也可以看出 EM 自身的吸引力和所处平台的高度 群面全程大约是 45 分钟左右 3 位

面试官会用英文做自我介绍 讲解流程 然后发题目开始 题目每组都不同 lz 投的是商业类岗位 所以得到的题目

是有关 sales 和 marketing 的内容 估计题目和大家投的岗位有一定的关联 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准备 10-15 分

钟看题 具体忘记了 然后 10 分钟中文讨论+20 分钟英文讨论 建议大家中文讨论方向+框架 英文给出细节内容 

面试官全程不参与 只会提醒时间 不是那种很大压力的 面试官更多的是观察 讨论结束后小组自己决定用什么样

的方式做 presentation lz 这组是一个人 present 其他人补充 但是这个其实关系不大 lz 当时是由于英文口语能力

比较突出 被大家举荐做 present的 最后我们小组一共有 2位同学都通过了哟 另一位同学 lz认为是因为在讨论过

程中积极参与 并给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加上我们组全程都超级和谐 所以团结并有效率的讨论才是重点 一味表

现自己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EM的面试官都是很专业的 这些细节他们很容易就能发现 建议大家群面前可

以在等待区相互认识交流一下 对了 present 结束后面试官会随机提问和我们 presentation 中有关的问题 这个环

节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全英文的 

 

【终面】 

群面过后一个星期左右就收到了终面通知 lz 提前 1 个小时就到了面试地点 碰见了宣讲会的前辈以及群面的面试

官 很有礼貌地打了招呼 他们对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感到很开心 也算是对自己面试表现的一种肯定 lz 终面是在

下午 1v2 两位面试官 超级 nice 的那种 一开始他们会做自我介绍 介绍他们来自什么部门什么职位 然后就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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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面试 一开始还是比较常规的 self-intro/why EM/why this position/career plan 中途会加插一些他们对 CV 的

问题 很深入 不是单纯 CV 上你写的内容 lz 遇到的面试官和以往在论坛看到的面经有所不同 他们并不是先深度

挖掘 CV 然后在问常规问题 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问 这点给我感觉非常专业 也更有效地帮助他们理解我过往具

体做了什么和从中学到了什么 语言方面前半程是英文 后半程是中文 英文部分感觉主要是看流利程度以及逻辑

吧 毕竟以后在EM会有大量机会使用英文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在这里我建议同学们平时多练习英文口语能力 

临时抱佛脚是不可能的 面试官都是非常专业的 lz 花了 3 天准备终面 包括整理个人经历 屡清逻辑 思考职业规

划等 由于中文是 lz 的短板 在这方面 lz 下了很多苦功 这点对英文是短板的同学同样受用 

 

【Offer】 

每年发 offer 的时间都有所变化 大家不必着急 今年比起往年快了很多 lz 面试完第二天就收到了 这点赞赞赞 

 

【个人感受&建议】 

EM 全程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专业很专业非常专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楼主投的并不是研发岗位 所以更多的应

该是看综合能力 首先 lz 认为英文口语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lz 自小在英文环境长大 所以这方面没对我并没

有造成什么问题 如果你的英文口语能力强且逻辑清晰 那面试过程中你的优势会很明显 论坛很多帖子都在强调

英文的重要性 但 lz 则认为清晰且有逻辑的中文表达能力也同样重要 同学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其次就是群面或者

终面过程中自己表现出来的态度 lz 在群面过程中并没有可以去扮演某个角色 也不会刻意去表现自己 而是始终

保持积极参与讨论 清晰并且有逻辑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同时也将队友表达的重点记下来做整合 而终面除了个人

能力等以外 更多的是真诚的态度和个人礼貌，相信这也是 EM 十分看中的 

 

这是我第一篇面经 相信也大概率是最后一遍 在这里再一次感谢过往各位前辈珍贵的面经笔经 也希望未来大家

继续秉承这个优良传统 哈哈哈哈哈 感谢 EM 给我这个机会 也衷心希望各位小伙伴拿到自己心仪的 offer！ 

 

小伙伴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 我尽量为大家解答 

 

3.3 EM 面经分享 Chemica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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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7290-1-1.html 

 

楼主上海某 211 化工专业硕士，本科双非 现已拿到 EM-chemical-AD offer 感谢从网申到终面过程中 bbs 给予的

帮助，分享一下一路走来的历程，希望对后来者有所帮助  

---------------------------------------------------------------------------------------------------------------------------------------

---------------------------------------------------------------------------------------------------------------------------------------

----------------- 

 

1.网申 

由于出差，错过了美孚来校的宣讲会，后来听说美孚今年扩招，然后才在官网上提交了信息。美孚应该是很多和

楼主一样学化工的童鞋非常向往的公司了吧，但是说实话一开始，楼主对于自己能进美孚不抱什么大希望，因为

专业方向其实不是很靠近（楼主课题是做改性沥青乳液的 hhh）而且对自己的外语能力不是特别自信，致使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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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外企都在望而却步。。。但后来想想，真没必要，找工作要给自己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吧，一路面下来，反

而会越来越自信。实习方面呢，楼主本人有在课题相关的工厂有 6 个月的实习经历，还有某外企的一段采购实习

经历。两段实习做下来，发现自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还是适合做技术支持类的岗位，正好就投了 AD 这个岗位。

所以，楼主想告诉所有求职者，要给自己尽可能多的选择，每个机会都要去尝试。 

 

2.电面 

能够接到电话面试的，就可以恭喜你已经冲出了第一道防线了，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没有收到电面的。hr 会提前

和你确定电话面试的时间段，然后会有短信告知。美孚的电面是外包的，所以并不是公司的人对你面试。电面的

问题 bbs 上很多，基本都是那几个，楼主被亚美尼亚的电话问到了  1. What do you do  2.What can you bring to 

EM  3.Career plan  4.Leadership  是的吧，就是那几个问题，所以楼主提前准备好了，emm...还是建议自然点，

不要太僵硬，千万不要对着纸读。需要说明一下也是有例外的，我有同学被问到了 intruduce about shanghai 

 

3.群面 

地点万豪酒店，每个时间段有六组同时面试，每组六人。感觉人真的好多，压力有丶大。面试形式案例分析，两

个面试官，全程 30 分钟，有的组会要求中文+英文，楼主所在的组是通过中文讨论和英文 pre 完成的。面试开始。

面试官会让每个人做一个尖端的自我介绍，15s 自报一下家门就可以了，然后面试官会说明面试规则，之后面试

官英文口述案例，可以要求重新读一遍，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提问。建议一定要把案例听懂，不要怕提问，总比理

解歪了题意要好吧。具体案例内容就不详述了，面试中要尽可能就案例发表自己的意见。楼主在面试官读完题目

后首先发言了，对整个题目的概况、目的等用中文复述了一下先和组员确认我们的案例大家都理解了。然后在面

试过程中就案例提出了一条解决办法和一条预防风险的办法，要注意面试过程的时间控制，不要强行做 leader，

能够给出合理的意见帮助团队完成整个工作就可以，在快结束时要对讨论内容进行整理和准备。最最最重要我觉

得是团队的和谐，我们组超级和谐的，都是针对案例在解决问题，后来 6 个人中有 4 个进了终面楼主觉得主要是

团队的合作。 

 

4.终面 

接到终面通知的时候，整个人是十分的兴奋和激动啊。过了群面，会由 hr 发来一封邮件告知通过了群面并给了一

个网址需要填写自己的信息，最后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面前有台 pad，看的应该就是这个。填完了之后就等吧，会

有短信和邮件告知终面时间、地点等等。到了这一步了大家一定要好好准备啊！！因为是全英文的，楼主面了 35min，

所以要对自己的所有经历什么的有充分的整理和准备。楼主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坐在电脑面前整理自己要准备的

问题，写了 6 张 A4 纸的英文材料，问题都是从 bbs 里收集的。 

面试当天，二对一，楼主没有碰到外国人，进去之后 say hello 之后面试官和本人都需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和群面

一样自报家门），然后面试官会说明面试形式，中间说了一句“在面试过程中我可能要经常看 pad，请你不要介意“，

感觉超级照顾同学的感受，超级 nice 啊（emmm......不像被楼主喷过的某公司，及其不尊重面试同学，哈哈哈我

又在这提到了这弟弟公司）。 

---------------------------------------------------------------------------------------------------------------------------------------

---------------------------------------------------------------------------------------------------------------------------------------

----------------- 

面试过程中首先问到的都是楼主的课题，这种问题因该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做的不一样嘛，我想提醒的就是一

定要对自己的研究课题有充分的了解啊，到时候要能说个 123 出来。 

Q1：你怎么想起来用 A 材料做添加剂呢？                       

Q2：用 A 和用 B 的话这两个材料的 cost 差别大吗？            

Q3：这个材料实际应用了吗？                                     

Q4：你用这个怎么进行混合呢？                                 

Q5：你所说的稳定性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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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问了实习的经历 

Q6：在实习期间的工作内容和项目经历？                        

Q7：去过工厂现场吗？ 

然后是关于求职的方向 

Q8：对美孚和岗位的了解，为什么投？ 

Q9：投过其他的化工企业吗？ 

Q10：实习所在公司和美孚的区别，各有什么特点？ 

再然后是关于学校里的经历 

Q11：为什么选择化工专业，为什么选择石油化工方向？ 

Q12：学生会的经历你学到了什么？ 

大概就是这么多，中间一直会有互动，要和面试官有眼神沟通啊，不要自顾自的机械式的回答，一定不能僵硬。

然后会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楼主就问了一下岗位的出差频率和时长，还有什么时候能得到终面结果就

Have a nice day 了，整个面试结束。 

 

12.6 就有人收到电话 offer 了，心里很慌张。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电话打来，心灰意冷，但是还保留着希望，等

到 7 号下午 17：30 仍然没有，继续心灰意冷...... 然后 18：00 奇迹发生了，手机响了，拿起一看，座机电话，

一接，美孚电话给了电话 offer，接完后高兴的直接在实验室叫了出来  

 

只要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祝各位同学们都能早日拿到心意的 offer，冲鸭！！！ 

 

3.4  埃克森美孚上海 FA 网申至终面全记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6877-1-1.html 

 

第一次在 bbs 上发帖，说实话不是为了攒人品，是真的觉得在求职过程当中收获很多，成长很多，所以想发一篇

帖子记录自己的美孚求职经历 

话不多说，美孚的招聘流程：网申－电话面试－小组群面－终面 

 

网申：网申在 51job 上申请的，用英文填写简历，除了基本信息，实习经历，项目经历之外，还会有几道 open 

question，仔细写，可能终面的时候面试官会问你～ 

 

电面：网申过后半个月会有邮件通知预约电面的时间，10/30 收到电话面试邮件通知，说是在 11/1 日中午

12:00-14:00 会有电话来面试，11/1 日差不多 12:30 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俄罗斯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个外国小姐

姐，口音还是比较纯正的，开始先是问 are you Ms zhang? 确定了身份之后，就开始正式面试了。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 what do you want to do？第二个是对申请职位的理解，为什么想做这个职位？第三个是你觉得现在的

市场环境对于美孚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全程 5min 左右，回答完，俄罗斯小姐姐说 thank u and think u've 

done a good job! 我也回答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电面结束了～ 

 

群面：11/15 收到 51job 的电话，通知 11/20 号下午三点在上海的美罗大厦 17 楼进行小组面试，11/20 号下午提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687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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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页 共 47 页 

前一刻钟到了美罗大厦，跟同组的小伙伴互相熟悉了一下，同一个时间段有两组，一组 6 个人，虽然是两组，但

了解下来用的可能是一个 case，5min 读 case， 25min 左右小组讨论，8min 的 pre，我们抽到的是关于怎么提高

企业内控流程的 case，给了四个情景，首先要分析情景中内控的缺陷，再根据这些缺陷提出解决方案。case，讨

论以及 pre 全都是英文，pre 完之后，两位面试官会根据 pre 的情况随机提一些问题，自由回答，我觉得当时我的

表现中规中矩，英文方面，虽然是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但是许久不说英语了，口语有些生硬，不过很幸运在第二

天也就是 11/21 早上 10:30 左右，收到了终面的邮件～ 

 

终面：收到终面邮件后，邮件中有一个 link，需要用英文填写一些基本信息和上传一份 cover letter，这个要好好

写，因为在终面的时候，面试官会打出来，并且会根据内容提问，上传完 cover letter 之后，11/29 收到了 12/4

日下午 1 点面试的确认短信，短信通知要带上两份简历和身份证，地点依然是上海美罗大厦 17 楼。12/4 下午 12:45

到了美罗大厦，到了之后，签到时候被告知面试官是两个外国人，我心里稍微有点惊奇，因为之前看帖子都是 ** 

面试官，或者一个中国面试官，一个外国面试官，感觉自己好像是中奖了一样。稍微准备了一下，就被带领进入

面试的小房间了。面试分为三个环节，先是面试官介绍，再是对我提问，最后是我提问。两位面试官非常 nice，

先介绍了一下自己，其中一位 Brian 是加拿大人，在美孚工作了 37 年了，真的很佩服他，真心话，我希望进入一

家公司，能够奋斗终生的那种，另外一位 Joe 是美国人，之前在休斯顿工作过，今年 4 月份来到了上海工作，现

在是 tax 的经理。接下来就是我的自我介绍，然后对我提问，问了实习经历，还有对岗位的理解，以及问了兴趣

爱好。最后我也问了两位可爱的面试官两个问题。整个面试流程持续了 45min 左右，我觉得回答的一般，但是说

出了自己想说的，感谢之前的面试官给予机会，也感谢自己过往的经历，能让自己走到终面这一步，无论最后能

否获得美孚的 offer，都非常感谢这段经历，目前仍在寻觅中，希望好运降临，也希望大家都能收到满意的 offer～ 

3.5  EM 面试历程（已获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6750-1-1.html 

 

首先感谢应届生论坛，论坛上朋友们分享的面经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作为回报我也分享一下面经~ 

楼主的背景：本科普通一本化工专业，有国家级比赛的获奖经历，学生组织社团还是少不了，掌握一个小语种（接

近母语水平），实习经历贫瘠；研究生香港 Top3 的 Master。 

 

网申 10 月初：在 51job 上建一个账号然后正常完成就可以了 

 

电面 10 月底：一个英语测试商负责的英语面试，问题都非常简单，只要英语过关应该问题都不大，轻松一点就

可以。 电话里问我的问题有： 

     (1) What do you do in Hong Kong?  

 

     (2) Do you like studying in Hong Kong?  

 

     (3) Why do you chose Exxonmobil? 

     (4) Whad do you think is a good lea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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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 月 10 中上旬，我知道有些小伙伴收到群面通知了而我没有收到，感觉自己可能凉凉了。然后某一天检查了

一下旧手机（里卖插的大陆手机卡），发现好几个未接电话（座机），未知号码不过是上海打过来的，之后还有一

个未知手机号码，大概搁置了两天了。我有一种直觉，可能是埃克森美孚的电话，于是努力打回去那个座机，一

直打不通，后来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一下后面那个手机号，居然是美孚的 hr, 他说之前给我打电话，一直打不

通，我解释说我在香港，不经常检查大陆手机，非常不好意思。他说愿意再给我安排群面，然后我就算是赶上了

群面的末班车吧，非常感谢美孚的 hr! 他们都超级 nice 啊！ 

------------------------------------------------------------------------------ 

 

 

群面 11 月中：坐标广州珠江新城，我们组一共有 6 个人，大家普遍都是国内 985 或者香港 top3。有两位 manager，

他们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我们每个人做了非常简单的自我介绍（英文），然后群面就正式开始了。 

    (1) manager 用英文读了两遍 case, 大致内容是某突然情况发生，作为美孚职员的你如何处理和供应商合作商

等的关系 

    (2) 前 10 分钟，大家用中文讨论，每个人都有纸和笔做笔记，后面还有白板可以做提纲 

    (3) 后 20 分钟，大家用英文讨论，大家的讨论越来越完善，然后最后几分钟大家讨论 presentation 由谁来做，

内容应该包括哪些 

    (4) Presentation 环节，时间无限制，之后 manager 可能会问你问题，是关于这个 case 的 

    (5) 最后，manager 说有没有问题想问他们的？ 

  心得：大家都比较和平，没有非常 aggresive 的， 但是你要学会在合适的时机发言，提建设性意见。我们这次

群面，没有名义上的“领导” 而是每个人各自发言。我在这里充当了一个 time keeper， 没有主动要求，而是发现

没有人做 time keeper，我就来做了。中文讨论的时候我说得不够多，不过每次发现别人的观点有什么遗漏，或者

可以补充的话尽量补充几句。 英文讨论的时候，我就比较主导了，引导大家的讨论，让大家分清楚 case 里面的

条件，需要哪些注意的点。最后，因为我们的presentation内容有点多，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共同完成了presentation.  

 

 

终面 11 月底：坐标广州珠江新城，我原定下午 1:00 面试，但是因为我去的非常早（大概 12:20），就在等候室和

两个 manager 聊了很久。下午 1:00 的时候正式面试（全英），是由另外两个人给我面试的。流程也是比较常规，

进去之后他们介绍自己，然后我做自我介绍，然后终面就正式开始了。他们主要会问你简历上的问题，实习经历，

活动经历，这些都是他们非常关心的 point，回答的时候他们会很在意一些细节，我觉得他们一是想确定我是否真

的做了那些事情，二是觉得他们想知道通过那些活动我学到了哪些东西，我的态度是怎样得。我得英语大概有普

通水平吧，虽然没有很好，但不会因为英语而影响我的表达。我终面得时候一点都没有紧张，他们每问我一个问

题我都能回答好多好多，主动挖掘一些细节呈现给他们，再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得意义在哪里。原定终面时间只有

30 分钟，我们最后聊了 40 分钟左右。面试完之后他们起身送我出去，我内心觉得这次面试把我也比较大。 

 

offer: 今天早上收到了美孚得电话，通知他们愿意给我 offer， 工作地点可能是上海或者广州，问我更偏向哪里，

然后过段时间会有书面的 offer。 我的美孚面试之旅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啦。感谢美孚的 hr 和 manager 们对我

的认可，感谢论坛上朋友们的分享，愿大家都能拿到满意的 offer.  

3.6  2019 校招-网申到终面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9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493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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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人品，写面经~求 offer~~~  

楼主昨天下午刚面完了 chemical 部门 marketing planner，赶紧趁热来写个面经，楼主背景是本科双非硕士 211，

本科硕士都是机械专业，有过三段实习经历，两段汽车行业的，一段其他制造业的实习，就因为汽车行业的实习，

感觉终面的后半段就在一直在纠结我为什么不去汽车行业，下面进入正题，先说说怎么认识美孚的吧~ 

1.        初识美孚 

楼主研二刚开学就参加了一些宣讲会，也仅限于开学，后面因为课题比较忙就没时间参加了，好吧，可能是因为

懒~好在美孚的宣讲会时间很靠前，刚好楼主有空，就跑去听了~在宣讲会上请了好几个校友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有学化工、机械的，还有学商科的，学商科的师姐居然现在正在技术岗学习，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可能是

我没见识哈哈，就觉得哇，这也可以，这种机会在别的公司不会有吧？全程楼主都做了笔记，记了一下他们的发

展路径~后面宣讲会结束，师兄师姐都留下来，可以去和他们交流，有一个师兄是暑期实习留用的，我就去问了

问他简历里有些什么东西会比较能过(当时楼主小白一枚，傻傻的，也只敢问一个问题，特别害羞)，他告诉我简

历里如果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社会实践经历，比如半马这种，会比较吸引人。。。。ok,楼主后来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

我有啥有趣的经历能拿的上台面。。。宣讲会结束我就把美孚列为 dream company 了~ 

2.        网申 

楼主其实申请过今年暑假的暑期实习，但是特别惨的是连简历都没过。。。我后面反思了一下，应该是我的 OQ 没

有答好，或者是因为没有 500 强实习经历(当时楼主只有一段国企制造业的实习经历)，一度还觉得是我的学历背

景原因，特别丧。。。秋招开始之后，我还是特别不甘心，想着不能错过机会，错过这次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就

还是申请了。这次回答 OQ 的时候，我特意反思了之前回答“你从你最难忘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答的是考研成功。。。学到了要坚持啊努力啊 balabala。。。这个答案特别不好，这种问题一定不能写和考试有关

的，不然必死。。。于是楼主这次写的是之前在去哪儿网上写过一个攻略，浏览人数达到了 670+，当时小伙伴没

空做攻略，我只好自己承担了，但是过程中也会问小伙伴愿不愿意住这个酒店，这个景点想不想玩之类的，学到

了如何做计划，怎么在大家有分歧的时候高效讨论问题，得出结论。其他的 OQ 我觉得还比较好答~实习经历这

一块我添加了暑期实习的两段经历(有一段只有两周，所以可以去两家公司，可能有小伙伴能猜到我去哪实习了  ) 

3.        电面 

接到电面通知的时候楼主正在外地参加一个培训，看到邮件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终于有机会展示自己了！

电面给了两天时间准备，那两天楼主都是满满的一整天的课，很累，晚上还要花一些时间看白天的内容，只留了

一小部分时间准备，我就把论坛里的今年的电面面经都看了一遍，把问过的问题都大致准备了一下。邮件里写的

电话会在 9：00-11：00 之间打进来，楼主差不多到了上课的地方就 9 点了，开始等电话，没过多久电话进来了，

第一遍，我可能太紧张了，完全听不清对方说的什么，信号可能也有点不好，就特别尴尬的说 pardon，小姐姐说

那我一会再打给你，我心想，这下完了，会不会就不打了，结果，就 1 分钟，小姐姐就打过来了，问题如下：1.

你在哪个学校读书？2.你学校在哪个城市？(楼主在上海)3.和我说说上海是座什么样的城市？我回答上海是一座

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有包容性，是一个 melting pot, 这里的人都为了梦想努力奋斗等等，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说上几个景点什么的会比较出彩诶，但是楼主一个也说不出来，ok，这个问题没准备过。。。就

只好从”人”的角度来说。。。说完小姐姐就说今天就到这里了，就挂了，全程 3 分钟多，不到 4 分钟，我全程抖着

说完了，虽然抖，但自认为还算流利。。。再回论坛看面经，发现很多人最后都收到 feedback 说你英语很好，good 

job 之类的，但是我没有，就觉得自己凉凉了，很沮丧，我的美孚之旅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楼主特别幸运的接

到了群面通知！ 

4.        群面 

一个周日早上，我错过了一个前程无忧的电话，我就冥冥之中觉得肯定是美孚让我去群面了，但是这个电话却一

直没有再打来，我就一直心神不宁，终于在下午接到了电话，果然是美孚，哈哈，超级开心的哦~有好几天时间

可以准备，楼主准备了一个简短的 30s-1min 自我介绍，看了论坛里的面经，get 到以下几点：1.中文讨论时第一

步大家把问题先理清楚，因为很有可能英文的题目细节什么的听不全，然后尽快定下大框架，英文讨论再添加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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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2.不一定非要做 pre,不一定一定要说很多话，只要说的话能推动小组的进程，有贡献，就能出彩 3.小组在偏离

讨论中心的时候可以适当提醒，拉回正题 4.涉及原则的问题，比如拿回扣之类的，是一定坚决拒绝的。好啦，准

备过程就是这样，下面说说楼主的群面经历~群面一组 6 个人，两个面试官，一个面试官英文念题目两遍，之后

可以提问。然后中文讨论 10min, 英文讨论 20min，之后可以准备英文 pre,然后面试官会问准备好了吗，准备好

就可以 pre 了。对了，群面过程中，面试官会计时并且提醒时间到了。我们的题目是涉及销售和客户沟通的问题，

客户想压低价格，给你好处，你应该怎么办？pre 结束之后面试官会提问，没有问题后群面就结束了，小伙伴一

起建了群，说好有消息互通。其实群面之前我觉得能走到群面已经很幸运了，就算没过，我也算是有了一次很好

的经历吧，挺开心的，但是群面结束就开始想要是能进终面就好了，人都是这样吧~ 

5.终面 

群面之后是焦急的等待，那几天我疯狂逛论坛，看看有没有人收到通知。一天下午我实在忍不住在群里问了大家

有没有收到消息，大家说没有我就放心了，哈哈~然后！那天下午六点多，楼主刚下地铁，看到群里有小伙伴收

到了群面通过的邮件，我紧张的呀，心跳的不行，赶紧打开邮箱，楼主也收到了！！！当时那种感觉，简直了，觉

得自己也太幸运了吧！冷静下来我就开始认真准备准面。其实那封邮件没告诉具体终面时间地点，只是让我们上

美孚官网填一下信息，我看之前的同学都说终面面试官拿到的简历是在官网填的简历，但这次终面是通知我们自

己带简历，面试官拿到的是我们给他的这份。等待面试具体安排的日子也挺难熬的。。。准备阶段，我首先看了论

坛的面经，总结了几个问题，当然跑不了 Why EM, Why chemical 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对公司的了解，然后向暑

期实习的小伙伴取了取经，提到优缺点和职业规划这两个问题很重要，我就按照我准备的问题开始准备。我花了

蛮多时间浏览美孚官网，最近有关美孚的新闻，总结出了对美孚的了解，为什么要选美孚这两个问题。看到有一

个面经中提到多关注实时热点，我还特意准备了最近的 c9 泄露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准备的。

虽然面试一般全英文，但也看到有小伙伴是半中文半英文，我就中英文都准备了。准备的过程特别长，因为中间

还要做课题，所以楼主到面试的那天上午，还是没有完全准备好。。。真是不应该。。。下面开始复盘终面(全程英文，

楼主面了 45-50min)- 

自我介绍(楼主讲了做云南攻略的那个事情，所以下面问题就从这个开始了) 

问：说说看你在云南的经历 

答：从昆明-腾冲-大理-丽江束河-香格里拉一路的经历 

问：你从旅游中学到了什么 

答：做计划要做 planB planC 等等，以防有什么 urgent 的事发生，给自己留有余地 

问：你还去过哪？ 

答：桂林 香港 

问：云南 桂林 香港你最喜欢哪个？ 

答：我就把这几个城市的特点说了一下，我去这几个地方的体验，楼主真的选不出来呀 

问：香港和上海有什么区别？ 

答：香港比较挤，路呀啥的都窄窄的，那里的生活节奏也特别快，但是人都特别 nice，至于上海。。我答的不好，

就不说了 

问：说说你为什么想加入美孚 

答：说宣讲会的时候认识的美孚，被美孚真诚的态度打动，很喜欢美孚。我说宣讲会的时候，面试官激动了一下，

在我的简历上写了一笔。然后就是说美孚平台大呀，国际化的公司呀 balabala 

有些问题不记得了。。。 

问：现在有没有再看汽车行业的工作 

答：我说现在没看了 

问：为什么不去汽车行业了 

答：(真实原因是没找到满意的)答的也磕磕绊绊的 

问：为什么做市场？ 

问：为什么不去汽车行业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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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课题做的这么好，为什么不继续做技术？ 

问：让你去做技术可以吗？ 

问：为什么不做 sales? 

可能我一直没回答出他们想要的答案，所以一直问我吧，哎。。。后半段真的回答的很不好，难受。。。。最后我问了

一个问题：What’s your opinion for the effect of new ener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energy? 

面试官还是很 nice 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就结束了，握了个手，我就走了。。。 

我相信这次如果擦肩而过，我一定还会找机会再回来的，我的 dream company~ 

紧张到电面都能抖的我，也能一路跌跌撞撞，走到终面，我已经很开心了。这一路走来，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机会来了，你就得牢牢抓住。如果不够自信，就提前做足准备，你一定不会被辜负~ 

最后，真的很感谢论坛里的师兄师姐们的经验分享，我学会了很多，助力我一路走到终面，感恩，笔芯~ 

最最后，美孚 offer 快到碗里来！！！ 

3.7 2019 校招-从网申到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3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5786-1-1.html 

 

攒 rp,求 offer 

本人 985 化学本科，国外大学化学研究生。申请岗位为 marketing planner. 

网申：按照 51job 上面认真填写，oq 认真写。 

电话面试：外国打来的电话，是一个英音的小姐姐。问了几个基本的问题，why em，what is leadership 等等，

一共 5 分钟不到。 建议各位 收到电话面试邮件后将论坛上前辈们的面经中提到的问题都大概准备一遍。 

群面：由于我在国外，所以无法参加群面，51jo b 工作人员通知改为电话面试形式进行。 

 第一个电话从上海打来，两个面试官，全英电话面试， 内容大致是自我介绍与类似宝洁八大问的问题。 

结果过了一周，又收到电话面试的邮件通知。这个电话面试是从广州打来的，首先面试官用中文介绍面试流程，

然后进入到全英面试。面试官介绍了自己，然后轮到我做自我介绍，问了些类似宝洁八大问的问题，最后也问了

个假设我是美孚的员工，在 某某某情况下，该怎么提高利润？（问题不太记得请了） 

一共持续了 23-25 分钟，面试最后告知如果通过的话，将在两周内 通知。 

一周后收到了群面通过的邮件，按照邮件的要求登录美孚网站填写相关资料。然后就接到了终面通知。 

终面：日期与上一个电话面试隔了 13 天。面试地点在珠江新城。面试形式是 2v1，全英面试，面试官会按照简历

问。建议同学们准备好自己的简历，熟悉自己的简历，面试的时候要自信。 

终面一共 43 分钟左右。工作人员说如果通过，12 月 15 号前会通知。 

 

求 offer！！！！！！！！！ 

3.8 英语测试+电面 Financial Analys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5936-1-1.html 

 

英语测试：预计北京时间 14:00-16:00 的电面，14:38 来电话。 

1. What do you do? 

2. 因为目前在澳洲有个 part time 工作，问我到底想回国还是想在澳洲。然后又强调我申请的工作在中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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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要在国内面试，问我咋办。（小姐姐给我一种“不要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哦”的感觉，想哭） 

3. What can you bring to EM? 

4. How do you define a leader? 

全程四分钟。祝大家秋招好运啊啊啊。 

电面：海外党通知的群面改为电面。（在这里提醒大家英语测试后随时注意手机！！我 6 号测试完 8 号电话通知群

面，可惜因为各种阴差阳错一直没接到。三个工作日后收到了确定电面时间的邮件。） 

1. 针对简历提问，自己前期一定一定把简历挖透。 

2. 专业问题两个，现在回味起来也是一阵酸爽。 

3. behavioral question 一个。 

 

这里表白一下面我的 FA 小姐姐，真的超级温柔，因为感冒经常清嗓子还跟我道歉，hhh。 

对比其他同学的面经，我的问题算是剑走偏锋，但只怪自己准备得不充分，忽略很多细节，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反

应比较慢。 

建议大家尽量参加群面，我是真的很想飞回去来着，此处再次悔恨漏接电话。 

最后还是感谢 ExxonMobil 给这个求职季走得跌跌撞撞的我鼓了一把劲。 

3.9  2018finance 暑期实习及 return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9 月 1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2103-1-1.html 

 

结束了不到两个月的暑期实习，在最后的 presentation 后，整个 finance 部门的实习生都拿到了 offer。所

以写个帖子回馈一哈应届生，希望你们以后也能拿到 offer 哟。 

背景：本科双非财经大学，欧陆研究生在读，有证券公司打杂经验、纽约投行实习经历、某欧洲小国实习经

历。 

因为楼主当时还在美国实习，所以整个面试流程和国内的同学有点差别。 

直接就从面试说起吧，虽然好几个月已经过去了。。。。 

第一部分是英文测试一样的电话面试，有些题目和论坛的面经是一样的，但是在最后猝不及防地问了一个，

你之后想留在美孚吗，因为很多人只是单纯想实习。 

第二部分直接就是 Skype 面试了，没有 case 面，面试的都是中国人，有一个是 tax 的 manager。全程英

文，问题全部 behavior 没有 technical 的问题。就好好地过一过简历，准备一个三分钟的自我介绍，想想

whyenergy industry? why EM? why finance?就好了，全程 20 分钟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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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就收到 offer 啦，整个流程还是很简单的。 

实习感受就是这个工作舒适度还是很高的，毕竟早九晚六，不加班，中午还有一个班小时的休息时间。如果

喜欢这种 worklife balance 的工作，那就加入美孚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10 ExxonMobil 2018 Summer Intern Financial Analyst base in 

Shanghai 回馈应届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5 月 27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2799-1-1.html 

 

国际惯例，先报楼主背景：211 财经（非两财一贸）大三学生，某实验班，全英教学，主修会计，辅修工商管理。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想，天哪？！这个背景，是怎么申到 EM 的？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在投简历的当初，我完

全是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心想反正多投一家也不费什么事。看到论坛上说 EM 的 finance 部门基本只招复旦、交大

或上财的实习生时，我就觉得自己出身就比别人要差一些就 99%不可能了吧。就像现在很多企业只在北京上海广

州宣讲，有的开始去南京天津等，最远最远到武汉，基本没有啥 top 级的公司会来西部（好了你们已经知道我是

哪所学校了…，不管以前祖上多么辉煌，现在地理位置就是硬伤，比如四大审计对于北上广的同学已经是备选甚

至保底，对于我们很多人还是可望不可即，但这没办法啊，只能怪自己高中不努力，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或者说出生在了普通城市的普通家庭，只有普通的资源和普通的三观）。 

 

OK，废话少说！ 

4 月 5 日网申，在 51job，红色的页面，因为楼主从大一开始就做简历，到现在已经有 n 个 updated 版本了，所

以非常快的把网申做了，基本直接复制粘贴，最后有两个开放性问题单独出来编辑后粘贴上。 

 

对了这里说一下楼主其他背景： 

GPA 硬伤，反正没有写到简历上…… 

两段海外经历，大二寒假去美国短期研习，大家应该都知道比较水，BUT!我充分利用这段经历，交到了好几个央

财外经贸的好朋友，也把该拿的奖励，该做的比赛等等都 fully involved,最后收获也很大；大三上美国某州立大学

交换（学校排名不高但是这个州出名啊哈哈），选了四门全是专业课（国内学院要求，学分太多了）单学期 GPA3.9，

拿到了 3 封推荐信（有一封比较水，另外两封都是班上 top，而且交换在那边经历很丰富，made full use of the 

opportunity） 

实习，能拿出来打的就一段四大审计，北京所……其他的，一段市场营销、一段内资小所审计、一段创业经历，

虽然说 title 都不大，但是正儿八经都做了很多事，简历也有的写 

校园经历，n 个社团社长部长（大家知道我 GPA 低的原因了吧呜呜呜，大一大二太年轻，没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

性），然后比赛的话其实没怎么参加，倒是收获了 n 个奖学金，但是没有一个是学业类的……然后两个全国大学生

英语竞赛国奖，一个科研类校级奖（别人做的都是计量啊数学啊我做的是市场营销哈哈哈……） 

英语，六级 595，雅思 7.5，都只考过一次 

然后也没啥证书，什么会从证从 ACCA 一个都没考…… 

所以当初网申的时候也是抱着必死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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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4 月 18 日电话面试，刚开始在应届生上找了很多资料，自己也练习了一下，加了一个同学微信，上海某四

大 target院校，两个人相互问了问。约的时间是 10点到 12点，提前叫室友保持安静，然后 10点开始特别紧张……11

点 04 分打来，美国宾夕法尼亚。 

一个 voice 清澈的小姐姐，问了四个问题：1.Why EM？2.What challenge do you think you will meet?3.what 

qualities do you have?4.What kind of future works do you think you will meet during internship?记得不是太清了，

而且当时听得也不是特别清楚，只记得那个小姐姐说了一大堆巴拉巴拉然后 have a nice day……我就挂了 当时真

没意识到第四题，就开始乱说，什么我在四大是外审，在 EM 可能是内审，或者是一些投资的工作巴拉巴拉…… 

下午微信认识的小姐姐也电面了，也是四个问题，what do you do? Challenge? How to do your job better during 

internship?what have you learnt from last internship？很可惜她止步于此了 

 

后来也没有管这个事，因为当时申了很多公司，没消息的被拒的多了就无所谓了（此处觉得真的要对自己狠一点，

申 5 家被拒 3 家和申 10 家被拒 3 家和申 30 家被拒 3 家的心态自然会不一样，我身边就有申个三五家被拒的同学

就被打击到了，不申了，走中介拿钱买实习，我觉得那你完全没有竞争意识，对自己这么快泄气了，还有同学简

历都没做好，固然网申时很慢，结果碰到一两个开放性问题就嫌烦了，觉得网申麻烦就不申了，或者就算了，其

实我觉得可能成都太安逸了吧，有一些同学真的很怕麻烦，啥都怕麻烦。这里很多同学过度自信和过度自卑，有

的觉得我现在不实习也没事到时候秋招啊读研啊再去弄就行了，我就想问你现在不开始锻炼你到时候别人经验丰

富的早就不知道比你跑前面多少年了……有的又觉得我在西部就一定竞争不过北京上海的同学，就选择去一些当

地的公司实习，其实我觉得很优秀完全是有希望的，完全是没有足够自信和竞争意识，而且中国社会现在财经资

源高度集中在北上广深，你现在不去如狼似虎的锻炼自己，等走入社会的时候就是僧多粥少，你怎么竞争过别人？

扯远了……） 

 

后来有一次在地铁上接到了上海的电话，很惊喜进入下一轮面试，当时和一个学姐在地铁上，说觉得我没必要去

上海面试，这么累自己……我反正这么爱折腾，美孚又报销机票，我就肯定去呗~ 

 

提前一天到了上海，就住在徐家汇附近，走路到美罗城 10min。其实后来也没怎么准备，觉得反正自己也进不了，

就看了看面经，放松心态，自己也鼓励自己是来看大神们怎么面试的，学习来了，连自我介绍都没准备…… 

 

第二天下午两点到公司，一共十几个人，分成了两个组，我是人多的一个组，在会议室里候场，大家相互熟悉了

一下，我的天，全是 top 985 的和海外的，研究生不少，我好像是唯一一个非 985，唯一一个来自西部的，除了

我和武大的，都是沿海顶尖高校的……当时就觉得死了死了，这次真的要打酱油了…… 

 

开始面试时，我们进入会议室，两个面试官面对我们，全英文介绍自己，然后我们每个人 2min 英文自我介绍。

我就在前面同学自我介绍时临时组织语言……自我介绍完，我的天，大家都是各种 top 实习、证书、海外交换、领

导经历、比赛 balabala，还有同学初中毕业就出国了，在我认为我可能是有一定优势的四大实习和海外交换在这

里成了标配，果然北京上海的同学们就是优秀……两位老师时不时问一些小问题 

 

然后就是 5min 阅读 case，case 很专业，讲的是一个企业财务现状分析的问题，细节不记得了，给了一个特殊的

situation，附上了两年的 Balance Sheet，最后有几个问题，要我们给出答案并展示。我们先看，然后无领导讨论。

两位同学迅速成为 leader，一主一副带领大家向前冲，其他几位也积极建言献策，我更像是一个协调者，拼命的

做笔记，然后时不时总结，时不时推动大家一下，提醒一下时间，时不时也提出一点建议。刚开始我确实很紧张，

碰到这么多大神我就安心当一个书记员，后面慢慢的开始来状态，有几个人说的就变少，我就变多，并且往大家

没想到的一些点子说。最后 5min 展示我们全部都上，每两个人解决一个问题，我是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后展

示的，其实也很紧张，但是还是把内容比较清晰的讲完了，最后也感谢了队友和老师，总结了一句我们的展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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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然后面试结束，也没被有提问就走了。出来后大佬们互加了微信，相互称赞，我就觉得这一趟很值，看到了

优秀的同学们、研究生学长学姐们的样子，自己也收获了一份宝贵的面试经验，最后也没想那么多了，晚上就回

成都了。 

 

然后自己回忆了一下面试，感觉其实大家也都或多或少有些紧张，而且在 leader 们稍显强势和突出的情况下，其

他几位同学反而没有特别突出的印象了，当然也可能是我太紧张了……全程紧紧跟着 leader 参与进了大家的讨论，

就没过多关注大家的表情啊发挥啊啥的。 

 

一周后考 GMAT，考完觉得自己要完了，未来要完了……失眠到早上 4 点，结果上午一起来就接到了上海的电话，

通知我过了面试，问我暑假实习时间能否接受，我立刻说可以可以。 

 

后来发现群里也有一些同学拿到了 offer，当时表现比较突出的同学好像并没有拿到 offer，有点惊讶。 

 

当时就决定其他要申请的或者正在申请中的实习全部 drop。后来数了一数，我一共网申了 20 家公司，很多 big 

name 的都在网申或者笔试挂了，也有很多还在筛选中，截至当时有一家保险公司的 offer，还有埃克森美孚和雀

巢进了面试…… 

 

就感觉一个自己已经觉得 99%不可能的事情，偏偏成为了那 1%的可能，真的是印证了那句：一切皆有可能。就

看你是否努力，是否追求，是否敢想。 

 

其实上周刚刚放弃了四大的合伙人终面，当时觉得想逼自己再努力一下试一试更好的或者逼自己出国读个研究生，

拿到美孚实习后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对自己太狠了，如果没有暑假实习就尴尬了…… 

 

这三年在大学，我就是不断爱折腾自己，虽然有很多后悔，惋惜，但是过去就过去了，一切都向前看~我还不知

道暑期的实习会是怎么样，但我觉得将要遇到的不管是开心还是困难，迷茫还是挑战，都是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

都是上天派来磨练你打造你的，我也不知道该选择出国读研还是本科就业，但我会对每一个选择负责任，每一个

选择认真对待，我很感激埃克森美孚选择了我，我也会在暑假炎热的魔都给自己本科的图画再添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也希望不管是我的前辈们还是我的后辈们都一起加油，相信那个不可能有一天就会被你变为可能！ 

 

 

3.11 双非小硕从网申到 offer 之最全纪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2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3469-1-1.html 

 

  拿到美孚 lubricant 部门 offer 之后就一直想写点经验回馈论坛，因为实在是在应届生论坛收获了很多前人

的经验，感恩感恩。废话不多说，开始上点干货，希望大家能从我的经历中有所收获。 

 

    1.个人背景 

    先介绍一下本人的背景，国内某双非普通重本工科硕士，学校是真的没法跟其他名校的应聘者比啊，应该也

是我最大的劣势了，求职过程中也因为学校不知名，专业较偏的关系吃了不少闭门羹。。。。好在最后收获了 dream 

offer，感觉所有的付出也算 paid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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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期准备（宣讲会+网申） 

    其实 EM 的整个校招流程是：校园宣讲会→网申→电面→群面→单面→发放 Offer，时间跨度从去年九月一直

到今年的一月，战线还是蛮长的。我就分成前期准备和面试过程两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九月份的时候参加了美孚在我们城市的宣讲会，我极力推荐大家去参加，而且大家一定要在宣讲会上积

极提问！！！为啥呢，难道是可以混个脸熟，有助于拿 offer 吗？？我可以告诉大家 

    • 

    • 

    • 

    • 

    • 

    • 

    完全不是……只是因为有奖品可以拿，而且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就得了一个带美孚 logo的充电宝，hiahiahia~

不开玩笑了，奖品只是其次哈，美孚的宣讲会还是诚意满满的，来了不少前辈，甚至还有中国区乃至亚太区的高

层，跟在场的同学分享了在美孚的工作经历和体会，让我收获良多。总结一下就是：EM 是一家尊重员工，重视

员工利益和职业发展，强调 integrity 和 operation efficiency 的一家跨国公司。而且非常推崇 work-life 

balance，年假多达 18 天~~总之通过宣讲会，真的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EM，也深深滴被吸引。我觉得宣讲会是

很好的了解公司这家公司文化的机会，大家要珍惜，而且在后期面试的时候也可以提一下自己有参加宣讲会之类

的， 更加凸显诚意。 

    再说说网申，就在 51job 上进行申请，注意是全英文的。简历中除了需要填一些基本信息，还有几道 open 

question，类似宝洁八大问，比如印象最深的挑战是什么，大家可以好好斟酌一下，多花点时间填写。英文网申

只是开端，更大的挑战在后面，还有英文电面、英文群面和英文单面(＠_＠;)，所以良好的英文口语基础是必要

的，这个大家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3.面试（电面+群面+单面） 

    电面：网申之后在 10 月 14 号接到通知，通知我 15 号下午三点到五点会进行 10min 的英语电话面试。我提前

花了不少时间看论坛上的面经资料，做了很充分的准备。邮件说的网络电话面试，所以开始因为怕面试过程中有

电话进来，我差点开飞行模式用 wifi，结果最后是普通电话，001 开头的，位置显示的中国。面试官是英国口音，

语速适中，首先说 can I speak to **，我回答我就是，然后就说是埃克森美孚电面的，一共问了四个问题 

    1.what do you do？ 

    2. what do you study? 

    3. why ExxonMobil? 

    4.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 

    我的感觉是前三个问题几乎是固定的，但是最后一个问题面试官可能会根据你的回答情况随机提问。因为前

三个问题我都有准备，所有回答地非常流利，而且我也有提到 EM 在环保方面的努力，结果面试官突然话锋一转，

说有些人认为 climate change 只是政府的宣传手段（propaganda），你认为呢？我一个措手不及，说的有点不流

利，但是最后面试官还是挺满意的样子，说 you’ve done an excellent job 然后迅速挂掉。我的建议是大家要有所

准备，但不要在电面的时候生硬地照着稿子念，自然流畅就好。 

    群面：电面结束后等了将近一个月才通知我群面，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被毙。。。面试是六人一组，不过我们那组

就来了三个人(⊙ˍ⊙)，面试官是两个女 manager，蛮 nice 的感觉。面试流程是每个人 3min 左右的英语自我介

绍，然后是针对一个 case 进行讨论，10min 中文+20min 英文，最后选一个代表做英文 presentation，面试

官会针对 pre 提一些问题，每个人都有回答机会。之前网上说的是面试官给我们念 case 题目，不过我们当天是

直接发了纸质的，还可以做笔记什么的。我们组的题目是：客户 A 是公司长期的大客户，因此给到他们很优惠的

价格；客户 B 是普通客户。最近 B 不再购买公司产品，调查发现是 A 在私下将产品卖给 B，问怎么解决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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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个人的感想是，首先在中文讨论的时候抓紧时间定出框架，然后英文讨论时再补充细节。而且我觉得真没

必要抢着当 leader 或者去做 pre，最重要的是展现自己的思路、表达能力以及得体的礼仪。在这我就不详细展开

了，推荐大家在知乎看看那些大神对无领导讨论的建议，非常实用，易于速成。突围群面的关键我认为就是：充

分的准备+良好的心态/心理素质 (>▽<)。 

单面：单面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本来说的是两周之内通知，实际上等了三周，又是不断怀疑已经被毙。。在终

面之前需要在美孚的官网系统里再填一次自己的基本信息，因为之前的简历都是在 51job 网站里面，建议大家认

真对待。终面在上海的美罗大厦，面试官也是润滑油的两位经理，一男一女，流程是英文自我介绍+面试官提问

+应聘者提问。开始以为终面是全英文，结果因为没有外国面试官，聊了大概十分钟就变成中文了。其实终面基

本上也是看 candidate 与岗位的匹配程度，会问一下你的实习经历，职业规划，地点偏好等等，我觉得一定要对

自己申请的岗位较为了解，要思考自己是否适合或者喜欢这份工作。比如我申请的润滑油 TM，就涉及到渠道销

售，与经销商打交道较多，而且会常常出差。此外，EM 偏好的是能够在专业领域深耕的员工，希望能培养出行

业内的专家，沟通中面试官也特别强调了 expertise。在终面之后我的感觉是这个岗位确实跟我自己的规划非常

契合，无奈自己表现得马马虎虎，而且进入终面的 candidate 几乎全来自名校，也让我压力很大。所以面试之后

我也没有报任何希望了，直到今年 1 月中旬收到 HR 的电话 offer (≧O≦)，那个时候距离我终面结束已经过去一

个多月了。。。 

 

    4.一点感想 

    能拿到美孚的 offer 实在是我意料之外的事，也是我的 No.1 dream offer。首先我真的觉得美孚是一家很棒的

公司，有非常包容开放的企业文化，同时对员工也十分爱护。但是在校招过程中我也发现美孚很多业务都是外包

状态，HR 只在最后发 offer 的时候联系你，其他很多事都是 51job 的员工负责，包括面试通知，路费报销后续体

检通知等等。另外整个校招的跨度太长，足足有 4 个月，期间等得也是各种心累。。。最后我想给大家灌点鸡汤，

求职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挫折，不断地怀疑自己或者感到沮丧，但是一定要及时调整，抓住每一次机会，希望

就在转角！！！ 

    不知不觉码了这么多字，说了不少废话(⊙﹏⊙)。不管怎样，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啦，欢迎留言交流哦

~~  

 

 

 

3.12 埃克森美孚 Finance offer get，一点感想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7594-1-1.html 

 

11 号的时候接到了 EM hr 的电话，终于拿到了这一枚 offer。整个秋招季受益于应届生论坛良多，特来回馈。

整个流程流程和前几年并没有明显不同，在此仅分享自己的一点感想，特别是关于小组面的，希望能对同辈起到

抛装引玉的作用，能对后辈有所指引。 

 

 

1，摆正心态。忘掉“这个组只有 1-2 人能晋级”、“我说少了/意见不被采纳是不是我就被比下去了？”，这些不会帮

你滤清思路，只会加重你的混乱；你紧张，焦虑，于是你开始抢夺话语权，虽然你并没有一个真的很好的 idea;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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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你是在 trying to be a leader, 其实在别人眼里更像是落水之后疯狂喊救命；而你的这些 irrational 

aggressiveness 是躲不过面试官的眼睛的。正确的心态是：我如何帮助小组 as a whole 获得最有条理（be a 

coordinator, be logical)、覆盖全面(understand the question, brainstorm and explain your idea to your teammate, 

rather than force them to accept)、有说服力的 pre(catching the key point, which, again, requires you REALLY 

understand the question)，并且确保 pre 会流畅(who should pre? can he/she/them achieve the job? what 

assistance can I offer?or mayber I should pre?)的进行？这样，你可以控制你的 aggressiveness，注意力全在

solving problem 上，于是你有思路，会真的成为一个 team player。不排除有些公司、有些岗位就是喜欢 aggressive

的人，但是 EM 的这个岗位看来并非如此。So keep this in mind.  

 

2，仔细审题。我知道很多人觉得 5min 读个 case 仓促了，有些人可能很紧张什么都读不下，但是不审题就作答

的话，不如 take a deep breath 然后再看一遍。非常有害的是读个大概：你觉得你懂了，你知道我们是要试图分

析一个企业的信贷风险，此时你脑袋里突然闪过：hey，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公司业务做得怎么样，我们可以帮他

们做得更好，然后他们就可以还我们钱了。Hmmm，你觉得这个想法很丰满，很高端，有理有据，persuasive! 你

也真的是个好人，不想轻易撒手，不忍看自己的商业伙伴陷入困境，有钱大家一起赚。But wait, 我们是谁？出借

人。我们来干嘛？分析他们靠不靠谱，还要不要借款给他们。我们不是战略咨询公司。很多看似相关的 idea 其实

是无关的，这一点对缺乏逻辑的人来说，是很难识别的。保持头脑清醒和日常的逻辑训练非常有必要。另一个例

子：case 末尾第二问，叫你总结，关于测量信贷风险，你有什么建议提交给和你同行的经理。你醉心于讨论这家

有问题，但是没有讨论怎么测量。答题答一半，能得多少分呢？漏一问这种错一紧张谁都会犯，而你此时应该是

比较紧张的，所以更要仔细读题，扣题回答，来回 check 自己是否 on track，是否在做无用功，是否忘了什么。

这就是一个 coordinator 该做的事。其实人人都该成为一个 self-coordinate 的人，但是往往现实并不如此，那么

coordinator 就要做好引导，不只是计时那么简单。 

 

3，做好你自己，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行事。It's simply not helping. 比如英语口语问题：如果你英语水平过

硬，那么你可以不要给自己准备稿子，现场发挥以求得自然的效果，可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沟通和展示，讨论困

难的逻辑关系，描绘一个栩栩如生的情景，使用阴阳顿挫的语气，可以做一点小幽默。如果你英语没那么好，那

么记得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行事。不要紧张，语速放慢；使用简单句法；可以边说边画；优先讲述你的观点的核心，

先不要急着举例/描绘背景知识，以免陷入混乱；使用 case 上的内容佐证自己的观点，支持力度十足又不用自己

设计进行假说演绎；使用简单的代替词，不要搞高大上的单词撑场子。要知道，你英语没那么好，大概率你的组

员英语也没那么好，何必毫无意义地为难彼此。何况，真正英语好的表现是，人人都理解你，乐于和你沟通，而

不是你大谈特谈，组员却一脸迷茫。It's simply not helping. 

 

4，如果你的目标是外资公司，英语面试是常见的，而英语好到哪都是非常加分的一件事，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

做起，英语能力是没法临时抱佛脚的。当然，仅仅是英语好也是不够的，平常可以多看点经典读物来改善谈吐，

可以参加辩论赛，留学的同学可以研究一下 GMAT、LSAT 逻辑题目，可以看些经济学人，练习速读等等，训练思

维和阅读能力。还可以在实习、network 里打磨自己的 email 技巧。都有大好处。 

 

最后，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繁忙城市中等待着自己的那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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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从网申到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7170-1-1.html 

面完了美孚终面，还在等通知，来应届生反馈一下。 

美孚的网申有 oq，其实完成这个 oq 也是相当于为面试做准备。 

网申过后首先是电面，通过简历筛选后会发邮件提醒你在某天某个时间段安排电话面试。当天收到巴西的电话，

接通后是个很温柔的姐姐，我先跟她说了稍微等 1min，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再开始。感觉这点很重要，大家记得

在安静的环境进行电面。然后巴西小姐姐问了三个问题，why EM、career plan 以及 hobby。电面还是可以稍微

准备下的，这样才能有话说聊得下去，尽量围绕一个话题展开多说一点。 

电面过去一段时间收到了群面通知。美孚真的很细心啊，反复短信电话确认会参加面试。 

群面 5 个人，case 也很简单，不是面试官念出来的，是显示在大屏幕上。10min 中文，20min 英文，最后 pre 和

提问。我们组讨论得很和谐。这种类型的 case 主要也是看大家讨论时团队合作能力。最后 pre 大家选出了口语好

的人做了 pre。面试官还提了一些问题，关于我们怎么解决的呀。 

群面三天后收到了终面通知，要先在官网完成申请表，填些个人信息上传简历等就可以了。终面的时候面试官手

里拿的就是这份简历。 

终面两个面试官，一位是群面的中国面试官，一位是美国人主面试官。45min 全英文。面试官会先给你介绍一些

关于美孚关于这个部门岗位的信息，然后再开始提问，问题都是围绕简历来的，让你具体描述一段经历或者做过

的 project，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之类的，专注于挖细节。可能也会有自我介绍职业规划这种问题。面试结

束后会让你提问，我问了岗位相关的问题，面试官也认真地回答，很感谢。面试结束出来看到外面下一个面试的

小姑娘，所以应该一个时间段只安排了一个人。 

投美孚本来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很开心能走到终面，为美孚做了很多准备，在这个过程也学到了很多，口语一般，

但面过美孚之后英语面试也可以应付了。之前也投了一些快消类的都没有结果，最后确定化学化工出身的还是和

化工能源公司更契合。美孚工作人员很细心很友好，面试完对美孚印象很好。现在在等待中，希望能收到好消息。 

 

 

 

 

3.14 Chemical 从网申到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7098-1-1.html 

 

在应届生论坛里面受益良多，所以收到 offer 的第二周回来写回馈帖。第一次发帖，要是有写得不好的地方请

大家多包涵呀~ 

【阴差阳错的网申】 

楼主是国内 211 本硕连读，女生，七年学的都是化学相关专业，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反倒是对巴斯夫、陶氏之类

的公司印象更深刻一些，参加美孚的宣讲会也是阴差阳错，因为巴斯夫宣讲会后的一天就是美孚，当时也是随便

过去看看的（话说楼主整个秋招只参加了这两场宣讲会），结果...在巴斯夫的对比之下，美孚成为了我的 dream 

company number one。当时觉得这个公司的宣讲会是我见过最有诚意的，没有之一，请了一大堆校友学长学姐

回来做分享，聊他们在美孚的工作经历、每个岗位的具体工作职责以及收获，而且所有 headcount 的具体数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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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出来，不会有那种名义上招聘实则岗位招聘人数小于等于 1 的情况...而且宣讲会后嘉宾也会留下来，同学可

以和自己感兴趣的前辈聊天。所以！！明年找工作的小伙伴！！不管你们对美孚感不感兴趣！！都一定要去参加他们

的宣讲会啊！！！真的干货满满！！！聊职业发展也是好的啊！！ 

 

参加完了宣讲会之后，我就兴致勃勃地投了网申，但是说实在的，心里并没报太大期望，毕竟用脚趾头想想也知

道美孚的竞争会有多激烈啦。 

 

网申填写肯定是全英文了，一些个人基本信息、实习经历，还有一些开放式问题。其中也会有一些“有没有亲属或

认识的人在美孚以及和美孚相关的机构工作呀”这种问题，反正楼主全填的 no，所以如果你们也没有的话也不要

担心，并不影响什么~ 

 

【电面】 

网申过后半个月左右会收到电面，电面之前第三方会很贴心地发短信告知你时间范围，楼主是某一天的下午两点

到四点，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在告知的时间里注意接听电话呀。 

我的运气蛮好的，是个韩国小哥哥打来的，因为离得近，所以信号比较好，别的朋友都是从美国啊英国啊什么地

方打来的，都反馈说“信号极差”。 

话说这个韩国小哥哥会说一些中文，所以接通电话后他跟我确认信息的时候是用中文，但是口音很奇怪，刚开始

楼主还以为是骗子，差点挂掉他电话...心塞。 

题目和之前论坛里反馈的都一样，先是自我介绍，然后 why EX，兴趣爱好，都是比较基础的问题，因为楼主兴

趣爱好聊了很多读书方面的问题，小哥哥也就着这个话题和我一起聊了下去，期间也是各种开玩笑什么的，气氛

很轻松愉快。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对待兴趣爱好，如果把某一种列进去了，一定要准备相关的故事呀~ 

建议大家在约定的时间之前自己练习一下，这样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进入电面状态了，而且口语也会说得比较顺，

楼主就是这么做的，所以电面效果很棒。 

要是大家错过了电话也不要担心，面试官稍后会再打来的，只是会间隔 1-2 小时。 

 

【群面】 

电面半个月后收到了群面通知，群面在人广这边租了个万豪酒店，而且外地小伙伴报销路程费（感叹美孚财大气

粗中...）。 

 

群面我们组好像是 8 个人，一共有两个面试官，主面试官一看就在美孚工作很久了，是一位超有气质超漂亮的三

四十岁之间的美女（就是楼主十年后想成为的那种！），还有一位面试官就年轻很多了，明显刚进美孚不久。 

题目是主面试官读的，英文题目，读两遍，语速很慢，读完之后可以提问，任何问题都可以，只要他们可以解答，

然后有 10 分钟中文讨论+20 分钟英文讨论，最后做 pre（几分钟我忘记了），我们的题目是，运液体货物给客

户，之前协商好的质量误差千分之五，最近客户那边更改了要求，只接受千三的误差，否则就按照实际质量来付

款，问要怎么解决。这种题目没有正确答案，完全看每个团队自己的情况，楼主当时根本没有思路，supply chain

的东西完全不了解，但是楼主没放弃，不停地在归纳总结大家的观点、领导大家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提出自己

改进过后的或者是自己想出来的新想法。我们是分 part 做的 pre，楼主也补充上了一些关键点。所以不管对题目

感不感兴趣有没有想法，大家一定要跟进团队讨论，千万不要游离于团队之外，那样是铁定没戏的啊！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不知道面试官之前有没有看过大家的简历，我觉得看过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群面过程

中，面试官面前就放了一张白纸，记录大家的编号、姓名，以及对面试者的看法，这就意味着，抛开出身等等一

些因素，几乎完全是凭小组讨论情况来定输赢！面试结束后，我看到主面试官把楼主的名字圈了下来花了个√，

所以楼主当时心里也有底了，要准备终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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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面】 

果然，过了两天就收到了终面通知，终面是在美孚闵行的办公地点，和微软什么的挨着，环境还不错。 

其实楼主九月份就拿到了暑期实习的公司发的留用 offer，所以整个秋招都是自己感兴趣什么就面什么玩一玩，因

此美孚的终面楼主也没准备太多，毕竟面完了宝洁的 brand management，为了准备八大问已经把自己里三层外

三层剖干净了，所以背了几个美孚的产品就去了（其实这样并不好啊！小伙伴们还是要精心准备啊！） 

突然想到一个好玩的事情，进美孚的时候要到前台签到，姓名、联系方式、单位之类的，楼主看到有一页，第一

栏，一个朋友，也是来面试的，写了名字和电话之后，在单位一栏写上了“北京大学”，结果后面所有签到的小伙

伴，都再也不写自己学校了，都是用点点点给略过了，楼主当时笑了好久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签好到拿到访客卡之后就去会议室等候，楼主抽空去了趟洗手间，为啥会说洗手间，因为楼主觉得一个公司如果

洗手间很干净很高大上，别的地方也差不了啊啊啊啊啊！！（我的小伙伴都觉得楼主这个关注点很奇怪，哼）果然，

美孚的洗手间，是我见过唯一比汉高更干净、空间更宽敞的了，而且马桶还有垫纸，真的很棒，像宝洁、联合利

华、达能、巴斯夫之类的洗手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嘿嘿。 

 

话题偏了啊，接着说面试。 

终面两个面试官，楼主的面试官都是女性，全英文，终面每人大概半小时左右，楼主好像聊得稍微久一些（是领

我上去的小姐姐跟我说的，话说小姐姐超温柔超美的），差不多的套路，先是自我介绍，然后他们会根据简历提问，

比如做过的一些项目啊什么的，楼主在这里有很幸运的一点是，其中一位面试官，来过我们学校的宣讲会，所以

楼主就问了这个问题，她们显得很惊讶很惊喜，说“你居然还记得这个”，楼主就说“是呀是呀”，然后我们聊了很

久的宣讲会，把之前楼主在这里夸过的点讲述给了她们听，她们显得很受用。话说在此期间巴斯夫又被楼主黑了

一把...也是蛮心疼的，楼主拒了他们的 offer 还要在美孚黑他们，良心有点痛。 

楼主在终面有表现得不好的地方，之前说过楼主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去面试的，所以对于我研究生课题的英文回答

根本没有准备，以至于她们问到的时候，楼主只能切换到中文，感觉这一点其实蛮不好的，所幸没影响最后的结

果。所以你们如果后面去终面，一定要准备充分呀！！！ 

最后聊了 mobility 的问题整个面试就结束了。 

 

楼主终面完，觉得美孚就到这里了，毕竟有发挥得不好的地方，期间也有一两次英语卡壳了，而且还有一点，美

孚所有的面试都是要求正装，楼主的正装是套裙（没错是套裙，就是穿上就骑不了车去哪里只能步行而且天冷的

时候冻死你的套裙），因为那几天上海太冷太冷了，所以楼主去的路上，为了保暖，穿的是不配套的黑裤子，面料

和外套不一样，颜色也有一些差异，然后穿了件大衣。本来楼主想的是，大楼里面应该暖和的，到时候去换裙子

把外套再脱掉就好了，结果！走得匆忙！楼主到了洗手间才发现！没带裙子啊啊啊啊啊啊！！！然后楼主没办法，

外套也不敢脱，只能跟面试官说有点冷，要不然露出来颜色面料不一样的外套和裤子不是尴尬崩了吗！！！！！ 

 

【电话 offer】 

结果楼主运气爆棚，隔了一周半，居然收到了美孚的电话 offer！！！当时在实验室做实验，兴奋得差点跳起来！！！！

简直难以置信！！！ 

楼主生生纠结了半个月，然后把暑期实习的留用 offer 给拒掉了，选择了美孚。 

然后呢，这周五要去签约了，财大气粗的美孚又租了人广的万豪，话说那个万豪真的看起来旧旧的啊，而且厕所

又脏又乱（没错楼主就是这么在意厕所...）。 

 

 

就说这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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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楼主第一次写求职帖，废话还挺多的，希望大家见谅呀~！希望能帮助到你们一点点，希望你们都能够找到

自己心仪的工作！ 

 

 

 

 

3.15 埃克森美孚电面到终面全过程 2016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5131-1-1.html 

 

楼主报的是成都的润滑油事业部的销售顾问，目前还在等结果，想想之前在应届生上看了好多前辈们分享的帖子，

如今自己也想写个面经回馈广大同胞。 

1 电面 

楼主是前一天晚上正打算去玩游戏时意外收到了美孚的邮件，约第二天中午电话面试，当时完全懵逼状态，赶紧

停下手中的游戏，准备了一个晚上，也就是搜搜网上的题目，想着怎么回答，约准备 3h 左右。大概问的问题和

应届生上的面经类似，这里要强调的是提前准备确实会好很多，哪怕只有那么几个小时。电话面试时，并不 care

你说的多有逻辑，主要考察日常口语，尽可能把答案说的长一点，这样面试的人会相对少问你几个问题，自己会

占优势。楼主并不属于口语特别牛的人，但是好好准备准备对付电话面试那么 5-10min 还是可以的，大家一定要

对自己有信心。 

2 群面 

楼主在 11.11 接到了小组面的通知，早上刚收到另外一家单位的拒信，也算是上帝关了一扇门又给我打开一扇窗

吧。小组面就是 case 讨论，应届生上也有很多关于 case 的题库，楼主就按这个复习了一下，最好找个人和自己

模拟讨论一下，思路很重要。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们小组的 case 是推销一个产品，价钱贵但是性能好，问如何推

广这个产品。这个 case 楼主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所以发挥的还行。讨论时是 10min 中文，20min 英文。小伙伴

不要担心英文讨论，其实楼主这也是第一次英文小组面，也没有那么的难，多找几个 case 练练，你自然会发现套

路。 

3 终面 

大约 3 天后收到终面通知，终面是 1v1，全程大概 30-40min，一个新加坡人面试。楼主准备了一堆关于宝洁八大

问的东东，但是面试的时候只问到了一个领导力的例子，其余的几乎就是根据简历在提问，全程还算和谐。但是

中途问道职业规划时，楼主答的不是特别好，面试官问我 10 年后的职业规划，这个表示之前没想过。。。。，就说

10 年后目标是做 sales manager。由于楼主自我介绍的时候用的英文，所以几乎都是英文交流，根据前面的小伙

伴反馈，刚开始会有一段中文交流，之后会切换到英文。这次终面感觉没有看到的面经上那么有套路，面试官也

是随机提问，类似于聊天性质。 

期待有个好的结果，还在等待 ing 

3.16 埃克森美孚电面/群面/终面全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5936-1-1.html 

电面。blocked 号码，问题很简单，就是自我介绍，然后问了 hometown,weather. 目前 居住城市，以后安排之

类。Little chat 只要口语流利应该就 ok 11.4 groupinterview。2 号早上接到的短信通知。4 号下午 3 点到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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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厦，4 点的小组，7 个海龟群殴貌似是最 庞大的组了，4 个美归 2 个英归 1 个港中大。候场时候 7 个人

聊的挺欢乐的，本来很紧张的，后来都忘记自己来 面试的了，一个劲的聊。。。。。。 跑题了，面试官是两个 lady，

看上去都很 nice，进去就跟我们打招呼让我们坐下。桌子上每个人面前一张纸， 一个 case。 要求 discussion 和 

presentation，共 45mins 自己把握时间。我们大概花了 5min 阅读，然后开始讨论。 关于内容：公司有个 project，

budget 短缺，具体是项目完成 60%但是预算已经花掉 90%，还需要 10 million (还是多少忘了)，可以争取到的 

extra funding 是 4-8 million。。。给了 4 个 hint，要求 solution。 1. 生产线一直用的都是进口的设备，(意味着

价格比较高)但是质量是全球顶尖的。给了个数字， 是购买进口设备需要的资金。 2. 已知购买设备的 agency 是

某一个 manager 的朋友(还是亲戚什么的忘记了。。。) 3. 生产车间雇用正式工和 contractor worker 所花费的 

expense 差距很大(又有俩数字，劳动力成本分别是多少) 4. 原定计划中有 oversea training program，花销是 x 

million(总之有点多)，员工们对这个培训热情 的度很高。 大概就是这些了。 我们逐项讨论了 hint，然后一个同

学记录(我先自己提出的，在纸上先写了个大概的方案，标注了未 settle 的)， 一个同学做 time controller。第一

轮讨论完了，大家就进行一个确认总结，我在题板上写下讨论的几个解决方法关 键字，然后跟大家一起估计了每

一项能节约的多少米，写在旁边标注红色。最后 add up ，差不多可以达到题目要 求的 budget。至于我们讨论

的结果我就不透露啦，写完以后我们大概还剩 20 分钟，因为我话说的比较多又做了板 书，为了公平起见，就

问了有没有 volunteer 做 pre，最后另外两个男生共同完成了 pre。整个过程还是挺顺利的， 还剩下 5mins，

我们还问了 interviewer， any questions?结果人家说我们不参与也不提问，你们自己完成吧。。。。。。。 迫于无奈

我们又讨论了几分钟，最后被面试官打断了，说你们是在 pre 还是在 discuss，pre 已经 finish 就结束吧? (我们

是看时间没用完就想再完善一下，结果囧。。。。。)小组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两个 interviewer 都起身送我 们出

门，还说 u did a good job. 11.19 9 号晚上收到 51job 的 email，说进终面了我还稍稍开心了一会儿，等到了 19 

那天现场一问，finance 大概只 招几个人吧，candidate 竟然有 100 个人。。。。。。。。。。。感觉如果过了大概就是

买彩票中奖了。。。 候场时候又随便 问了几个小伙伴，都是海龟。。。。。八个 interview room，压力还蛮大，final 是 

2v1，面我的是一个香港口音(或者 什么华裔。。不懂)男士和一个中国女士。进去以后先自我介绍，这个肯定少不

了了，我瞥到桌子上有之前 final 通知时候发的 application 表格，果然。。。他们就是针对这个表格提问的。。。。

下面就是疯狂回忆内容： 先是问我之前怎么 overcome 那个 form 上填的 difficulty 了。 紧接着 latest working 

experience，要我详细的介绍做了些什么，然后开始 challenge 我这些 work 跟 finance 有 多少紧密性，我做

的 proposal 有没有被 supervisor refuse 过，举个例子，描述一下这个项目。说完又问我从这个 refusal 中你学

习到了什么。 然后又问了一些专业知识，做 finance 审核什么 KPI, 然后财务分析模型一般用什么，怎么做的 公

式上什么 怎 么分解。问我如果单纯做 accounting 是否有信心做好。 为什么本科和研究生会选择不同专业。 还

有问到既然你有海外实习经验，有没有考虑留在 UK?为什么要回国? 当时为什么选择到 UK 而不是 US。。。当你

到了英国以后是否觉得和想象中不太一样呢? 女面试官又问我你是否碰到过非常 uncooperative 的人，当时情况

是怎样的?你是怎么面对的。 请描述一下你非常喜欢和非常不喜欢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选择美孚? 你有哪

些优点优势? 最后剩下时间就让我提问了 ，我问好两个问题然后差不多就 have a nice day 结束了。。。整整好好 

45minis(面 试官人超级温柔， 还帮我开好门，送我到门口，说有消息一周到两周通知) 可是过了一周了，到现

在都没接到电话 T^T 感觉是挂了。。。。但是我尽力了，除了一两个单词说错了 final 几乎没大卡壳，也比较顺。。。。

可能是竞争太激烈，别人比我优秀吧。。。诶，来补个面筋攒 rp 吧。。。  

3.17 2016 暑期实习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4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8928-1-1.html  

 

2016 暑期实习生项目 化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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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午刚面完终面，现在终于有时间来写写了 

 

可能写的有点儿乱，各位看官凑活着看吧。。。。 

 

1.网申： 

    基本和以前一样，OQ 也和以前差不多 

    贴几道题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Please describe the learning from the most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you have had in the last 5 years. 

     2.Please give anexample on how your personal attributes have helped you in the past. 

     3.Pleasedescribe the learning from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you have had inthe last 5 years. 

    我大概是最后一两天才做完的网申（3 月 31 号截止），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样了，太惊险。。。 

 

 

2. 群面 

可能是暑期实习项目，取消了电面，直接进入群面环节 

时间：04.05 

    地点：上海紫竹科技园，美孚研发中心 

    2 个面试官（中国人），6 个小朋友：三个交大（均研究生）、一个复旦（本科）、两个华理（本科）。 除了华理

两位外，均没有化工背景。 

    流程：基本和以前一样，自我介绍 - 面试官念题目（中英文各一遍） - 中文讨论（10 分钟） - 英文讨论（25

分钟）- 展示（英文、10 分钟） 

    case：一款包装产品想打入中国市场，质量很好，但价格相对较高，你作为经理，将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note：总体大家还是很和谐的，基本每个人都能有话说。但稍有遗憾的是，我感觉大家的思路都有些混乱。

然后时间控制和分工不是特别明确。 

     

3. 终面 

    群面三天后收到了终面通知，但一直忙着一些杂事儿，所以直到前两天才有时间做些准备。。。sign。。。 

    时间：04.14 

    地点：上海紫竹科技园，美孚研发中心 

    2 个面试官（一个香港人、一个马来西亚人），人都很 nice，全程大概 40mins 

    流程：自我介绍 - 简历深度挖掘 

    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比较蛋疼：你没有啥化工背景，为什么来美孚呢？ 这个确实没准备好，硬着头皮答。 

    然后问了一下我的实习经历、做了啥、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与人交流有啥困难的地方。 

    还问了我许多关于球队的事情（本人是校运动队的），一些困难的地方呀、球场上采取的策略呀等等 

    最后是我问面试官的环节，我直接反问他们是否有化工背景，然后为何选择了美孚。。。面试官都笑了呵呵

呵。。。。 

    不过不出所料的是，他们也都没有化工背景蛤蛤蛤。。。。 

    当然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可能还是稍微有些跳了吧。。。大家慎重。。。 

    总体来说，终面面得确实一般，不过我还是挺满意了，毕竟本来没想过能到终面。。。 

    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口语好好练一下啦，我就是口语太捉急啦。。。。此外，自己的简历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感谢 BBS 上的各位前辈，你们的帖子确实给我们这些后来者很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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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美孚，虽然最后应该拿不到 offer，不过这次确实是一次非常赞的经历！ 

     

——————————分割线———————————— 

居然拿到 offer 了。。。谢谢美孚。。。 

 

3.18 美不止终点，不止 ExxonMobil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1992-1-1.html 

 

今天是 Thanksgiving，楼主没有去学校，这学期以来第一次没有去学校，第一次睡到 10 点才起床，第一次

赖在家里睡睡睡。 

从 7 月中旬到现在，找工作历时 4 个月，终于拿到了 ExxonMobil 化工部的 offer。楼主本科小 985，硕士美国某

工科小名校，化工专业，但也不是那么化工，硕士做的东西基本和化工不怎么沾边。志在回国，所以一直找的是

国内的工作，美国的公司也面过几家（以 campus interview 为主，主要是当练习）。在坛子上收获了很多有用的

信息，所以也回馈坛子，写点东西给后来人，希望大家都能积极进取，争取到自己的机会。具体面试的过程内容

什么的就不说了，因为对比之前帖子的内容和我自己的经历看，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参考价值。每个人都被问到的

问题都是那些很基本的问题，剩下的就全看个人了。 

一面的 case study，楼主之前完全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准备过，所以面试的时候完全是想到哪就说到哪。

我觉得还是要利用好工科生特有的批判性思维，尝试把问题逻辑化，从多角度分析，尽量把方案考虑周全。另外

面试官中间给的 hint 一定要抓住，反应要快，不要自说自话，给你 hint 就是要你往这上面想往这上面说。个人觉

得 case study 看的是思维，所以脑子转起来吧，不要被框框架架所束缚。 

另外我觉得一面对我更有帮助的是跟面试官的交流，之前有问我的申请职位，然后我就很模板化的讲背景跟这个

职位有多么 match 之类的。然后面试官呵呵了，马上丢了几个问题把我砸晕，换句话说，你这点墨水，还能 match

到哪去。最后面试结束到我问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过的希望不大，差不多又是一次失败的练习，就想着吸取点经

验什么的，于是就问了面试官关于职位的问题。哪有求职者问这个的，呵呵，问了就等于说自己没戏。不过面试

官很 nice，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们并不看重你的 background，也不看重你之前做了什么。我们看重的是你的人，

你自身的素质，已经对于工作和 ExxonMobil 的态度。其实这些话我到现在也不敢说太懂，所以只能理解成，要真

诚饱满地表现自己，而不是吹嘘自己做过的事情。想想也是，学生时代做过的事再牛逼跟职场也是两回事。 

 

之后也没再多想，以为必挂。过了三天，通知过了。可能是 case study 做的比较好吧，让面试官觉得可以再给我

一次机会。 

 

终面大家都知道了，1V2，其实我觉得这两位前辈对我并没有那么的“nice”，大家描述的不怎么讲话的美国前辈也

在一直不停刁难我，比如问我硕士做的跟化工不沾边是怎么回事儿，比如问我好几年前本科时候做的项目，到后

来中国前辈都忍不住出来帮我打圆场了。。。不过现在想想这是件好事，不停刁难我说明对我感兴趣，而很多时候

过分 nice 其实是在掩盖交流有障碍，大家体会下。 

 

下面我说下跟两位前辈交流之后的体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和理解，因为他们跟每个人谈话的内容都是不

同的，关注的重点也不同。 

 

首先是职业规划，他们比较看重个人的职业规划和公司的契合度。我的建议是实话实说，面试官很有经验，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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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划是根深蒂固还是专门为了公司而编造的，他们听的出来，即使听不出来也会问问题刁难你。比如我说我

重视自己长远的个人发展，中国前辈立刻问，你这么年轻，未来日子很长，也会有很多机会，为什么就这么急于

说长远的发展。如果你真的没有很好的思考过，这种问题还是很难回答的，何况还是英文。另外是能够反映你个

人品质或者职业道德的言行举止，比如该说感谢的时候要说感谢，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等等。美国前辈一直

揪着我本科的项目不放，问到经济成本这些，我就很直接地跟他说，经济成本很高所以目前的可实现性并不大。

说这些的时候我很清楚地看到两个前辈都在赞许地点头，他们比我懂，就是想看看我会不会说实话。最后是 flexible

的问题，我觉得职场跟学校的一个不同就是你要时刻准备好做任何事，只专注做一件事在职场是一种奢侈，看你

够不够牛。我还是建议大家实话实话，想做什么，能接受的底线是什么，要讲清楚，这是对自己和对公司的负责。

最后是提问的环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利用提问来彰显自己的高大上，比如我之前有看到帖子说问行业发展这

类的。如果你真的懂或者真的感兴趣当然可以问，但问的时候一定要有互动让面试官知道你懂，不然的话很容易

让他们失去耐心。如果没有那么高大上，请问一些自己真的想知道并且尽量也能让他们有兴趣回答的问题，比如

我问了关于个人工作感受方面的问题，看得出他们俩答得很开心，我听得也很开心，最后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聊

天。 

 

关于面试能想到的只有这么多。总结起来主要是自己的运气比较好，再就是四个月找工作收获的经验教训以及跟

职场人士交流建立起来的良好习惯。最后还想说一下海归和国内研究生的问题，美国前辈跟我说，在他们眼里海

归和国内研究生并没有不同，最大的问题还是从学校到职场的转换，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拿到 offer 的海归和国内

研究生都有。找工作中海归有海归的优势，比如英文和知识面；国内研究生也有国内研究生的优势，比如扎实和

人际圈。我觉得作为海归，千万不要洋洋自得，远离光环脚踏实地，这年头国内研究生大多数比我们厉害，恕我

直言。另外国内研究生小伙伴们也不要敌视海归，很多海归并不想你们想的那样潇洒，海归也有海归的苦。总之，

大家都渴望甚至有勇气在祖国守着父母朋友闯荡，都是好样的。 

 

最后祝战友们同学们找工作和以后工作生涯都能有所收获，祝后来人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大家感恩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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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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版，2021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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