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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华能集团简介 

1.1 华能集团概况 

华能集团官方网站 

http://www.chng.com.cn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的试

点，是世界 500强企业。 

中国华能注册资本 200亿元，主要包括：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电力（热力）的生产和销

售，金融、交通运输、新能源、环保相关产业及产品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销售，实业投资经营及管理。 

中国华能从 1985年创立第一家公司至今，历经 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电力工业的改革与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逐步形成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红色公司，注重科技、保护环境的绿色公司，坚持

与时俱进、学习创新、面向世界的蓝色公司”的“三色”公司理念和“坚持诚信、注重合作、不断创新、积极进

取、创造业绩、服务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截至 2009年 6月底，中国华能在全国 26个省、市、区及海外拥有运营的全资、控股电厂 130座，装机容量

8896.7 万千瓦,煤炭、金融、科技研发、交通运输等产业初具规模。 

中国华能坚持“综合实力行业领先”的发展方向，努力打造结构优势、体制机制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

和队伍优势，实现三大三强（即资产规模大、市场份额大、社会贡献大和盈利能力强、竞争能力强、可持续发展

能力强）的有机统一，致力于建设一个以电为核心、煤为基础、金融支持、科技引领、产业协同的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综合能源集团。到 2010年，中国华能所有企业达到节约环保型企业标准要求，各项能源消耗指标和排放指标

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可控装机容量超过 1亿千瓦，煤炭产能超过 6000万吨/年。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华能集团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华能集团官方网站： 

http://www.chng.com.cn 

 

第二章、华能集团笔试资料 

2.1 华能财务管理学笔试，回馈论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9287-1-1.html 

 

2019.12.15   9：00-11：00 

天银大厦 C 座 8 层 

一、50 道单选（50 分） 其中 48 道是言语理解，2 道判断推理，言语理解中有几道是历年的国考题 

二、简答题（5 分） 二选一 

第一道不记得了（主要是自己不会）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chng.com.cn/n16/
http://www.chng.com.cn/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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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是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 

三、公文写作 

1.根据给定材料，概括该市做了哪些工作，不超过 200 字（15 分，材料是该市在推动心理健康建设中所做的工作） 

2.材料中的扶贫干部受邀做一个演讲，讲述该村发展花椒酱产业的经验，请你为他写一个演讲提纲，不超过 400

字（30 分） 

这道题要注意材料的最后提了一下该村将荒山开发种植 XX 椒（不记得具体名字了），这个是迷惑人的，题目让写

的是发展花椒酱产业的经验，不是 XX 椒的经验。 

 

感觉两道公文写作其实就是申论的归纳概括题。 

 

华能财务笔试是我考试体验最好的一次了，进去后每个人桌子上都放了一支黑笔，桌子左上角贴着印有姓名、身

份证号、座位号的纸条，桌子很大，考试的人也不多，总之整个过程让人感觉 hr 很用心。 

第一次写笔经，希望这个神奇的论坛能保佑我进面试吧。 

2.2 华能财务财会类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9275-1-1.html 

 

闲着没事写一写哈，上周天 12.15 日笔试的华能财务，财会类跟管理类在一块，笔试时间 2 小时，原本应到场的

是 31 人（财会 16、管理 15）但是实际上我大体数了数，应该只有 20 人左右，财会的估计来了不到 10 个吧；关

于笔试内容的，财会类的是 AB 卷，题呢都是普通的会计题，个人认为比 CPA 简单，虽然我也不会，哈哈哈哈哈

哈。就当是给之后的小伙伴一个经验的，希望大家加油，都可以拿到心仪的 offer 

2.3 华能交通产业控股笔试内容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8367-1-1.html 

 

听说这里是个神奇的地方，所以我来回忆一下华能交通的笔试，求好运啦~ 

12 月 11 号早上 9 点在天银大厦进行的笔试，所有专业的一起在一个大会议室里考试，有财务管理，人力，信息

管理，法务等。同一时间不同试卷。当天来的人不全，本专业目测只有一半的人来考试... 

 

考试时长是 9-11 点共两个小时，专业题+大作文。我是财务管理方向的，专业题题型有单选、多选、判断题、计

算题、分录题、综合题等。计算题记得有求应收应付账款数额的题，也有考了固定资产折旧。综合题是一道长投

和合并报表的题，分好几问有一些问答和写分录题。专业题很久没复习做的很垃圾很多不会...最后的大作文是关

于青年、家、国之类方向的作文，自选文体自拟题目要求 800 字。 

总体的笔试体验很好，组织的很有秩序考官也很友善，也很喜欢公司的氛围~希望我可以收到之后的面试通知~

求求好运~~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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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9 华能资本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2422-1-1.html 

 

要登录报考华能的系统确认笔试和下载准考证 

笔试时间：2019 年 1 月 12 日上午 8：30 

笔试地点：北京金融街天银大厦 C 段 

财务类和金融经济类分两个考场，金融经济类估计有 80 人参加考试 

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这些 

 

 

概括主旨题 

1、（限制 200 字以内，有方格纸） 

2、（限制 100 字以内） 

 

简答题 

感觉简答题是需要说明解题步骤和思路的行测题 

1、有四个装药丸的罐子，每个药丸都有一定的重量，被污染的药丸是没被污染的重量＋1，只称量一次，如何判

断哪个罐子的药被污染了？（百度可搜到） 

2、问？处应该填什么数 

     1   1   1   1 

     1   3   5   7 

     1   5  13  25 

     1   7  25   ？ 

3、一个 4→3→2→1 结构的数字金字塔，上一层每个数字是下一层相邻两个数字按 a× b+2 的规律形成的，填写

其中 1 个数字的值，具体每个数字是多少记不清了 

4、单箭头、双箭头组成的 4× 4 矩阵，每个箭头中有 1 个数字，代表箭头所指方向的箭头内数字共有多少种，给

出了具体的箭头矩阵和其中 2 个箭头内数字，要求填写出剩余箭头内数字 

 

论述题（好像是 4选 2，记不清了） 

谈谈对消费降级的理解 

  

2.5 2018 年 1 月 21 日下午华能清洁能源研究院笔试题目（回忆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2752-1-1.html 

 

具体分值和题目可能与真实题目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一、汉译英或英译汉（可带纸质英文字典） 

1、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汉译英） 

2、大致是关于巴黎协定的评价。（汉译英）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242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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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石燃料污染物排放会导致巴拉巴拉，政府和当地部分限制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英译汉） 

 

二、计算题（？） 

1、求极限 

2、求 sin2x 的不定积分 

3、求解微分方程：（1-x）(dy/dx)-y=f(x) 

4、提供一个物体的主视图和左视图，画俯视图。图形类似锥面里面有挖凹槽。 

5、热力学三大定律 

6、C+H2O=CO+H2 是吸热反应还是放热反应，如何加快该反应的反应速率 

 

三、文史题 

1、十九大报告把___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从现在到______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_____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_____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2、写出下面三位思想家“心怀天下”的代表诗句？ 

     a、孟子 b、范仲淹 c、顾宪成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什么意思，来源于哪里？ 

 

 

四、论述题（从下面 8 个话题中挑出一个自己熟悉的进行论述） 

记不全，把还记得的几个先写下来 

1、简述风力发电的基本原理、发展现状和趋势 

2、简述水力发电的基本原理、发展现状和趋势 

3、简述清洁火力发电的基本原理、发展现状和趋势 

4、简述煤化工技术的基本原理、发展现状和趋势 

基本上招聘的相关专业都有一个跟方向比较贴近的题目，跟机械和动力相关的我就不太记得了哈 

 

 

五、问答题（英问英答，中问中答） 

1、what do know about Huaneng Group? 

2、why do you employ Huaneng clean energy research institue (为什么应聘华能清能院）？ 

3、科研人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是什么？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4、给你一个研究任务，你觉得完成研究任务的关键环节是什么？ 

5、当工作遇到挫折时，你的领导和同事觉得你不可能成功时，你该如何处理？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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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华能资本金融类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4567-1-1.html 

 

为了攒 rp+share：考试两个半小时，记得带计算器。 

总共两个部分：一、7 道题，论述+计算题，选 60 分来做，除了第一道题是 20 分，2-7 题都是 10 分。分别是：

1. 金融全牌照+商业银行类型+小型银行的未来规划。 2.欧式权证和美式权证区别+计算。3.影响汇率因素+人民

币汇率走势判断。4.关于现值、终值的计算+投资组合收益率。5.流动性陷阱概念+为什么会产生+对经济的影响。

6.央行宏观调节工具 SLF,SLO,MLF,PSL 介绍。7.绝对估值法（DCF）和相对估值法（PB PE PEG）介绍和区别。 

第一部分总结：有 2/3 的题目都是新的，1/3 的题目可能是旧题。范围很金融。 

二、4 道题，主观题，选 40 分来做，每题 20 分。分别是：1.共享单车。2.萨德和乐天。3.人工智能 Alpha Go。4.

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了（TT） 

第二部分总结：社会热点，多关注近期新闻，很主观 

大家一起加油↖(^ω^)↗早日拿到满意 offer 

2.7 华能国际 1 月 15 号笔试，金融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9483-1-1.html 

 

刚考完，说一下笔试的内容。三个小时考试时间。满满当当，题量较大。 

分两个部分：综合题和专业题。每个部分各有一篇论文。 

专业类：7 个填空和若干选择，5 个简答题。公司上市的利弊，证券和债券的特点，股权融资的功能，剩下的两

个记不清了。 

选择填空都不难，主要靠一些金融学常识。和时事结合很多，题也很有水平。几个计算题也不难，算每股净受益

和市盈率。作文是根据华能的几张 ppt 写一个业绩推介会报告。800 字以内。 

综合类：也是单选和填空，全都是时事类，比如“三严三实”的内容，冬奥会，和习大大的一些讲话之类的，多关

心新闻就可以应付。作文是一片述职报告稿，假设自己是学会会主席，文艺部长，或者某个职务，根据自己的职

能进行述职，要注意文本的类型，和写作的各式之类的。 

总体来说不太难，题量大，提前两分钟做完。 

最后想说的是，考试纪律应该加强，否则对考生不公平就有失央企的格调了。 

好了，祝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结果。 

另外，笔试结果出了希望大家能说一下进面试的有几个同学。谢啦！ 

2.8 华能资本金融类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5791-1-1.html 

分两大块，专业题（每题 15 分，6 选 4） 论述题（每题 20 分，3 选 2）  2 小时 30 分钟， 手写答卷。 金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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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带计算器。送瓶屈臣氏矿泉水。 

 

专业类：1. 背景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创新低，回答影响汇率的因素，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看法。 

            2. 要求介绍绝对估值法（DCF）与相对估值法（P/E,P/B,PEG）的内容，具体适用。 

            3. 一道关于 5 年期付息债券外加投资组合的计算，具体参数记不大清了，大概是面值 1000 元，利率 r，

目前可以 9%的利率出售。三年后用于投资有价证券。求债券现值，到期收益，投资组合收益率之类的。 （记得

不是很清楚，其他考友可以补充下。） 

            4. 流动性陷阱。包括是什么，为什么会掉入，对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 

            5. 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的内容。 

            6. 背景是国家放权、发放牌照 blah blah 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要求回答什么是互联网金融，以证券公

司 or 保险公司为例谈谈如何发展互联网金融。 

 

           华能资本金融类要求专业是金融或金融工程研究生，专业考题相当金融，涉及宏观经济学、货币金融学、

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债券和国家热点问题。 

 

论述类. 

           1. 背景大概介绍了下我国个人资产达新高，越来越多人从投资不动产转向资本市场，要求谈谈对我国资

产管理未来发展的看法。 

           2. 北大毕业生另辟蹊径卖猪肉卖米粉创业引发讨论，领导层鼓励“大众创业、全民创新”，对此谈谈你的

看法。 

           3. 针对“生二胎”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主要就是时事类的东西了，答题主要靠扯。 

2.9 华能财务公司笔试（都是干货，造福后来人）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9659-1-1.html 

  

笔试时间：2015年 1月 24日周六上午 9点——11点半，共计 2个半小时 

笔试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丙 2号天银大厦 C段西区 8层 

笔试内容： 

一、行测：10道题，每题 1分，共 10分。内容包含图形推理，选词填空，病句等行测常见题型。 

二、公文写作： 

       1、改错：5 道题，每个 1 分，共 5 分  涉及到公文标题的修改，所以需要大概知道下诸如请示，

决定，决议之类的公文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情况下用等等。 

       2、写作：5分 写一篇对下属公司请示的批复。当然格式，内容什么的都要写全。 

三、论述（2道题，每个 25分，共 50分） 

       1、说明金融行业营改增的意义和难点，并提出改革建议。 

       2、情景题：假如你是会计核算人员 B，漏记了一笔 3000元的收入（公司年收入 1亿），会计主管发

现了，但是没有报告给财务部门经理，这时你该怎么办。另外，年底公司要对财务部门进行差错率考核，会以此

决定奖励与惩罚。 

四、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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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的角度，谈谈獐子岛集团“黑天鹅”事件的认识。 

下面就是资料，讲得就是集团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导致巨亏事情，各位可以百度一下。 

总的来说，考试时间还是比较富裕的，另外考场会发水，每人一瓶。建议不要来的过早，因为会在一楼等很长时

间，提前 20分钟为宜。 

祝各位好运！ 

2.10 华能国际金融岗笔试资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44-1-1.html 

 刚考完，说一下笔试的内容。三个小时考试时间。满满当当，题量较大。分两个部分：综合题和专业题。每个部

分各有一篇论文。专业类：7 个填空和若干选择，5 个简答题。公司上市的利弊，证券和债券的特点，股权融资

的功能，剩下的两个记不清了。选择填空都不难，主要靠一些金融学常识。和时事结合很多，题也很有水平。几

个计算题也不难，算每股净受益和市盈率。作文是根据华能的几张 ppt 写一个业绩推介会报告。800 字以内。综

合类：也是单选和填空，全都是时事类，比如“三严三实”的内容，冬奥会，和习大大的一些讲话之类的，多关心

新闻就可以应付。作文是一片述职报告稿，假设自己是学会会主席，文艺部长，或者某个职务，根据自己的职能

进行述职，要注意文本的类型，和写作的各式之类的。总体来说不太难，题量大，提前两分钟做完。最后想说的

是，考试纪律应该加强，否则对考生不公平就有失央企的格调了。好了，祝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结果。另外，笔试

结果出了希望大家能说一下进面试的有几个同学。谢啦! 

2.11  华能国际 1 月 15 号笔试，金融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9483-1-1.html  

 

刚考完，说一下笔试的内容。三个小时考试时间。满满当当，题量较大。 

分两个部分：综合题和专业题。每个部分各有一篇论文。 

专业类：7 个填空和若干选择，5 个简答题。公司上市的利弊，证券和债券的特点，股权融资的功能，剩下的两

个记不清了。 

选择填空都不难，主要靠一些金融学常识。和时事结合很多，题也很有水平。几个计算题也不难，算每股净受益

和市盈率。作文是根据华能的几张 ppt 写一个业绩推介会报告。800 字以内。 

综合类：也是单选和填空，全都是时事类，比如“三严三实”的内容，冬奥会，和习大大的一些讲话之类的，多关

心新闻就可以应付。作文是一片述职报告稿，假设自己是学会会主席，文艺部长，或者某个职务，根据自己的职

能进行述职，要注意文本的类型，和写作的各式之类的。 

总体来说不太难，题量大，提前两分钟做完。 

最后想说的是，考试纪律应该加强，否则对考生不公平就有失央企的格调了。 

好了，祝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结果。 

 

另外，笔试结果出了希望大家能说一下进面试的有几个同学。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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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华能资本金融类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5791-1-1.html  

 

分两大块，专业题（每题 15 分，6 选 4） 论述题（每题 20 分，3 选 2）  2 小时 30 分钟， 手写答卷。 金融类

需要带计算器。送瓶屈臣氏矿泉水。 

 

专业类：1. 背景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创新低，回答影响汇率的因素，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看法。 

            2. 要求介绍绝对估值法（DCF）与相对估值法（P/E,P/B,PEG）的内容，具体适用。 

            3. 一道关于 5 年期付息债券外加投资组合的计算，具体参数记不大清了，大概是面值 1000 元，利率 r，

目前可以 9%的利率出售。三年后用于投资有价证券。求债券现值，到期收益，投资组合收益率之类的。 （记得

不是很清楚，其他考友可以补充下。） 

            4. 流动性陷阱。包括是什么，为什么会掉入，对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 

            5. 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的内容。 

            6. 背景是国家放权、发放牌照 blah blah 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要求回答什么是互联网金融，以证券公

司 or 保险公司为例谈谈如何发展互联网金融。 

 

           华能资本金融类要求专业是金融或金融工程研究生，专业考题相当金融，涉及宏观经济学、货币金融学、

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债券和国家热点问题。 

 

论述类. 

           1. 背景大概介绍了下我国个人资产达新高，越来越多人从投资不动产转向资本市场，要求谈谈对我国资

产管理未来发展的看法。 

           2. 北大毕业生另辟蹊径卖猪肉卖米粉创业引发讨论，领导层鼓励“大众创业、全民创新”，对此谈谈你的

看法。 

           3. 针对“生二胎”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主要就是时事类的东西了，答题主要靠扯 

2.13  华能燃料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0434-1-1.html  

 

2015 年 1 月 27 日上午九点参加的华能燃料笔试，是在一个大的会议厅里举行的，大概有六十人左右吧（每个岗

位大概十人左右参加），有考会计财务的、有考人力资源的，本人考的是法律岗。 

试题总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行测——考的是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第二大部分——

考的是法律，三道简答题（合同撤销的原因，合同的担保形式，审查合同时需注意的法律要点），一道案例分析(考

查的是公司法的知识)；第三大部分——考的是写作能力，本人觉着就是写一篇申论作文，800 到 1000 字，关于

能源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时间总共为两个半小时，总分应该是 150 分。 

考完以后 11 点半多点了，人力部门有发餐券给考生，所以本人又免费的享受了一顿丰富的自助餐。 

此贴希望为将来参加华能燃料笔试的同学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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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华能燃料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0239-1-1.html 

 

 总体来说华能燃料的笔试还是非常正规的，笔试的安排非常贴心，上午笔试完还提供中午饭（中午饭是自助

餐，饭菜，水果，很不错)，每人还提供一瓶水，感觉一看就是大公司的风范；笔试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满分 150

分 

第一部分是行测，第二部分是专业课，第三部分是写作；其中行测部分有八九十分；写作三十分；剩下的就是专

业课；总体来说不是很难；但考察的都非常到位。 

其中行测考的比较常规，还有一些修改病句的题。专业课考的比较少，例如 1.财务报告有哪些；2 根据会计准则

哪些利息需要资本化，3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抵扣吗，增值税发票抵扣期限是多长； 

还有一道计算题，关于财务管理的，例如资本成本的算法，通过计算如何选用哪种筹资方式。写作题主要是仿照

申论的大作文来出题的，根据材料自拟题目，写作文，字数 800-1000 

今年的主体主要是关于经济转型与我国能源安全的话题。 

这个帖子主要便于那些盲于准备华能应聘的同学们，希望你们通过自身努力找到最心仪的工作 

2.15  华能财务公司笔试（都是干货，造福后来人）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9659-1-1.html 

笔试时间：2015 年 1 月 24 日周六上午 9 点——11 点半，共计 2 个半小时 

笔试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丙 2 号天银大厦 C 段西区 8 层 

笔试内容： 

一、行测：10 道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内容包含图形推理，选词填空，病句等行测常见题型。 

二、公文写作： 

       1、改错：5 道题，每个 1 分，共 5 分  涉及到公文标题的修改，所以需要大概知道下诸如请示，决定，决议

之类的公文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情况下用等等。 

       2、写作：5 分 写一篇对下属公司请示的批复。当然格式，内容什么的都要写全。 

三、论述（2 道题，每个 25 分，共 50 分） 

       1、说明金融行业营改增的意义和难点，并提出改革建议。 

       2、情景题：假如你是会计核算人员 B，漏记了一笔 3000 元的收入（公司年收入 1 亿），会计主管发现了，

但是没有报告给财务部门经理，这时你该怎么办。另外，年底公司要对财务部门进行差错率考核，会以此决定奖

励与惩罚。 

四、资料分析 

以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的角度，谈谈獐子岛集团“黑天鹅”事件的认识。 

下面就是资料，讲得就是集团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导致巨亏事情，各位可以百度一下。 

 

 

总的来说，考试时间还是比较富裕的，另外考场会发水，每人一瓶。建议不要来的过早，因为会在一楼等很长时

间，提前 20 分钟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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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0239-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965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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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页 共 21 页 

 

 

祝各位好运！ 

2.16  华能江苏分公司 2013 招聘笔试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6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3759-1-1.html 

 专业考试：必答题 4 题 

1 华能的企业文化是？你是如何理解的？ 

2 简述火力发电厂主要生产流程 

3 火电厂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火电厂主要安全威胁？ 

4 要成为一名称职甚至优秀的电力行业员工，需要做到哪些？ 

 

可选题 6 道（6 选择 3 回答） 

5 灰对于火电厂的影响 

6 再热的意义？为何超高压机组都使用再热？ 

7，8 涉及机械原理，包括齿轮失效等知识点 

9  标准物质的特性有哪些？ 

10  比较扯的一道化学题，不懂。。 

 

2.17 华能燃料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0434-1-1.html 

 

 2015 年 1 月 27 日上午九点参加的华能燃料笔试，是在一个大的会议厅里举行的，大概有六十人左右吧（每个岗

位大概十人左右参加），有考会计财务的、有考人力资源的，本人考的是法律岗。 

试题总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行测——考的是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第二大部分——

考的是法律，三道简答题（合同撤销的原因，合同的担保形式，审查合同时需注意的法律要点），一道案例分析(考

查的是公司法的知识)；第三大部分——考的是写作能力，本人觉着就是写一篇申论作文，800 到 1000 字，关于

能源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时间总共为两个半小时，总分应该是 150 分。 

考完以后 11 点半多点了，人力部门有发餐券给考生，所以本人又免费的享受了一顿丰富的自助餐。 

此贴希望为将来参加华能燃料笔试的同学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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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华能集团面试资料 

3.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岗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1419-1-1.html 

 

纪念第一次发帖～ 

早上 8：30 开始面试，一对五结构化面试，一个人 20 分钟左右。 

首先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三个专业问题，一是国内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区别，二是商誉的确认及后续计量，三是固

定资产减值对所得税的影响。还有一个情景题，如果你的领导让你在做合并报表是不做抵消分录你会怎么做。剩

下的时间就是双方自由提问了。 

面试官人很好，就是自己专业知识还是不够扎实，发帖为自己攒点人品吧。 

3.2 华能能源交通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0405-1-1.html 

 

试是 12 月 11 日，还以为自己笔试做的很差了，结果还是非常幸运的接到了面试通知~~效率很高呀，12 月 18

日上午进行的华能能源交通的面试，单面三对一，每个人有 10-15 分钟左右。进去之后首先进行自我介绍，之后

会根据简历进行提问，最后是自己有什么想问的。面试官很和善感觉整体面试气氛很好~在等待的时候还很紧张，

进去面试官开头几句话一聊就放松了很多~~没有非常专业问题的问答，之后围绕户口、家乡、职业规划、个人发

展方向、对职位的思考、对国企的看法、有无其他应聘公司等等都聊了聊~~应该就只有这一轮面试了吧，出来之

后问了 HR 大概什么时候会通知结果，小姐姐说应该要到春节了...这段时间太熬人了...希望同样参加面试的朋友

之后有进一步体检等消息的能在下面及时告知大家呀~~求求好运啦~~ 

 

3.3 2019 华能资本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3129-1-1.html 

 

时间：2019 年 1 月 24 日上午 9 点 

地点：天银大厦 

 

1 月 23 日才收到面试通知，1 月 24 日上午进行面试。九点到场，先签到，然后再会议室候场等待，HR 会按照顺

序依次叫两个人。没错，是每两个人一起入场面试，这个形式还是挺少见的，我猜测这也是华能想给面试者一种

心理压力。面试的形式是结构化面试，面试官一共五位，两位面试者先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会根据每位面试者

的简历和背景相应地进行提问。面试官还挺和蔼的，气氛不算紧张，面试问题也是开放性的问题，没有什么专业

问题，主要考察面试者的反应能力，整个面试环节大概 15 分钟。第一轮面试一共有 39 人参加，有 6 个专业貌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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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资料员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08899-1-1.html 

 

网上投简历、电话面试、单面，被询问到以前工作经验 

 

1、工程资料怎么做 

2、资料员的工作任务 

 

3.5 电厂 - 技术员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50-1-1.html 

 

自我介绍之后，就直接是专业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基本上是根据你所学的知识和电厂相关的知识。 

 

1、发电厂有哪些设备？ 

2、避雷器有哪些类型，结构如何？ 

3、说一说发电机工作的原理 

3.6 面试经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08899-1-1.html 

 

今天是华能三日的第一日，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所以还是挺兴奋的，虽然路程挺远，但是我喜欢这

种奔波于繁华都市的感觉，可能这跟我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有关，年轻嘛，总得多跑跑。 

随着公交车越开越偏，我就越来越感觉到电厂快到了，一点也不例外，华能热电也是建在了一个比较偏的地方。

刚一进厂大门，是一片很开阔的空地，很安静，只能听见风的声音(今天风挺大)，到了招待所大厅后，发现今天

来的人还真不少，前台的服务小姐跟我们交待了相关事项后，我第一感觉就是果然不愧是大公司，安排得真周到，

住宿就餐全部都为我们安排好了，而且这两天全都是免费的，恩，电厂就是有钱，就像旁边一哥们说的，电厂就

是有钱花不出去。我们没有住在那里，所以就一直在大厅呆着。中午去食堂吃了为我们准备好的午餐，三菜一汤，

主食米饭馒头，不限量，口味也就一般般吧，跟学校差不多，但是绝对比在学校吃的饱。饭后我们用间隙时间大

概走了走，我仍然感觉到很安静，即使是在中午午餐人最多的时候也显得十分的安静。 

笔试了，考的全是专业题，一个字，“难”，好多都超出了我的专业所学，只是硬着头皮往卷子上写点东西，很快

就没事了，唯一让我继续在考场坐着的理由就是那里比较暖和，顺便瞅了下考场里其他人，发现那几个华电的哥

们果然 nb，卷子写的满满的，还拿着计算器认真的算题，唉，我笔试算是没戏了，这让我想起了某老师说的话，

“咱们学院的电力系统专业跟华电比差的远着呢”，恩，真是不假，华电果然不愧是这个专业的老大。 

终于笔试完了，还剩下明天的面世。 

睡吧，可恶的明天我得 5 点半起床赶过去啊，55555，这不是折磨我呢吗，不管了，祝福自己明天面试的时候能顺

利点 

3.7 面经---有用！！！！！！！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0888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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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单位来学校招聘一名人力资源的学生，班里有 7 名同学去参加了笔试但面试，最后，我的运气好一些，被

最终录取。这家单位就是华能铜川电厂。 

这几年，随着每年高等院校不断扩大招生，相应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也赹来赹严峻。我但我的同学们从十月

长假刚刚结束起，就每天奔赴往来于西安所有的高校乊间，讲多大学四年都没有去过的学校都是在参加各个学校

的招聘会旪才有机会去看一看的。找工作很难，昆哥有一次为了赶上西亝大一大早的一场招聘会，在冬天早晨的

凛冽寒风中一个人蹲着吃包子。当旪我狠狠地说，不找个好工作都对不起咱下的这仹苦!后来大家都不错，基本上

在年前都有了自己的“归宿”，我在屡投不中，心想过年回家吃饺子都吃得不爽的旪候，终于等到了华能铜川电厂。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一年后的今天，我还是这么讣为。电力行业，电力行业中最好的企业，最好的企业中不所

学与业对口的工作，而离家这么近，环境熟悉，父母都能照顾到，剩下的就是要好好干活了。 

今天，把我所生活了二十年的铜川，但新建的华能铜川电厂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希服大家能够关注，这不是工作，

但却是我力所能及有义务做的事情 

3.8 第一次华能面试 

分类：一段过程 

   终于有家公司要我面试了,那个要我面试的人说"我们就是要你这样的人".我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 

   在地图上找了找位置,感觉不远,和到人才市场差不多,于是选择步行,后来发觉被地图骗了.累 S 

   在公司所在的华能大厦旁转了半天,就是不知道面试单上的 XX 路 XX 号在哪,最后不得已问了个保安,保安说就

是这,然后晕 S 

   坐电梯上了楼,已是迟到了,哇这楼层真矮,我站直了稍微蹦蹦就可以碰到头.如果是在这地方工作我估计会成罗

锅~ 

   进了门,前台招呼着,这个前台我打了 60 分勉强及格.她把我引见到某人的房里,进去一看原来就是那个要我来面

试的人.心中狂喜莫非有戏. 

   进了门,随手把门关上. 

   他说:不用关 

   于是我又把门打开 

   叫我简单介绍下自己,我就把简历背了下 

   然后说带了作品来没 

   我说在网上有网址 

   他就起身出去 

   我也跟着出去,随手带上了门 

   他说:不用关 

   于是我又把门打开 

   他上网看了看那几个网址 

   问我有哪些部分自己做的我说 70% 

   他回到那个房间,我也跟着进去,随手带上了门 

   他说:不用关,关门太闷了 

   于是我又把门打开 

   他说:如果进公司,半年内对自己有什么规划. 

   我说:前台转后台 

   他说:这两天等通知吧,然后握手再见. 

   出门我又带上了门,还好反应够快,门没合上又赶快打开 

第一次的面试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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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华能集团面试-华能两日行 

由于我的面试顺序排得很靠前，第三个（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给我排得这么靠前！）所以 5 点半就起床了，窗

外还是漆黑一片，宿舍楼内还能听到呼噜声，我这个可怜的人却要出门奔波了，忍受着饥饿与寒冷，无奈啊无奈！ 

    时间踩的正好，到时大厅已经人满为患了，专务安排好以后我就开始排队等待面试了，可能因为这是我

第一次参加面试，所以一向镇定自如的我竟然感觉有点紧张，前面的哥们进去了 10 分钟都没有出来，这更加加剧

了我紧张的情绪。2 号出来了，its my turn now,我一进去就先对着 6 个面试官鞠了一躬，然后坐下了，然后就是一

些客套话和自我介绍。介绍完以后，考官们都不说话，可能是我自我介绍的太少，考官们还没来得及听，于是我

赶紧补充了一句“这就是我的基本情况”，这下考官好像才意识到我已经自我介绍完了，然后其中几个考官就问了

我一些问题，都是专业知识，貌似又不全是我专业知识，有超出我所学的，除了第一个问题不是很明白，后面几

个至少还都差不多吧，最后有个领导（后来知道他就是厂长）问了点其它问题，然后我的面试就结束了。出了房

间后，我一想时间，可能也就 6、7 分钟吧，完蛋了，别人都 10 分钟，我的时间就这么短，估计是没戏了，又想

起昨天一塌糊涂的笔试，就彻底不抱希望了。 

    面试完了以后就算是告一段落了，由于是第一次，所以收获还是挺多的，至少以后在参加面试之前一定

要看看相关书籍，好多东西不是不会，而是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就跟考试一样，突击一下还是很重要的。 

    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这里了，所以走的时候拍了几张照，算是留个纪念！ 

 

3.10 华能集团巢湖电厂面试回来的感受 

9 月 16 号接到华能巢湖电厂的面试通知，由于是利用休班时间过去，所以时间很紧，我是 20 号下午到的合

肥，一下飞机，就感觉那边很闷热，合肥城市发展得还不错，在汽车站坐了去巢湖的车 20 块，1 个半小时就到巢

湖了，一路上给我的感觉就是灰特别大，停着的车上面都是一层灰，天空也都是灰蒙蒙的，后来才知道那里有好

几个水泥厂的缘故，而且有的厂还比较大，算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不可能拆掉的，所以灰也将持续飘荡在巢湖上

空。而且巢湖也很闷热，基本没什么风。原以为巢湖边上应该是风景秀丽，凉风习习的。到了报到的酒店已经是

晚上 7 点了，人资部的看了资料后就叫我们早点休息，准备明天的面试。原以为房间已经订好了，可是她却说住

宿自己解决！虽然开个房间花不了多少钱，但没想到华能的电厂居然这点钱都不出。有点意外！第二天早上 6 点

半就起床开始体检。然后是笔试，我面试的是集控副职，考的内容理论知识占多半！填空，选择，判断，简答，

问答样样齐全。和我现在的单位考试完全不是一个风格，这或许就是华能制度健全的体现吧。下午就是按照抽签

的顺序面试，考官倒是比较多有 5 个，机炉电的专工加上个主任，还有个什么老总。考的问题倒是比较实际，也

不是很难。由于第二天要坐飞机，所以面试完就马上和几个同面试的朋友包了个出租车往合肥走了，砍价砍到 110

块，也还差不多，但大家都觉得来都来了还是要到电厂去看看，去电厂的路上也是灰很大，又闷热，出租车又不

给开空调，只好把窗户打开，回到合肥身上都是一层灰和汗水的混合物。到巢湖电厂的厂区看了看，可能是为了

适应当地的环境吧，电厂的整体颜色也都是灰色的。电厂的面积不是很大，周围都是农田围着，旁边有一片小别

墅房子倒是修的很不错，原以为是他们职工的宿舍呢，打听才知道是村里的房子。我想这个村也很牛了呀，都住

小别墅。职工的宿舍和食堂都在离厂区不远的山脚，有条水泥路相连。保安居然不让我们进去看，在外面看到里

面有个篮球场和网球场，但没看到足球场，估计也没地方修足球场了吧，里面正在搞绿化。由于没有进去，所以

也不知道还有些什么了。 

整体感觉巢湖市的环境一般，主要到处是灰，天气比较闷热，听一起面试的朋友说他们那现在集控副职年薪

在 5--6W，但不解决住房。人资部的说有 8--9W，以后在合肥的湖滨小区买房子。版本不一，这个只有巢电的兄

弟自己最清楚。对了，听说湖滨小区是个很不错的小区，就建在巢湖边上，房价在 2--3K 左右，（目前合肥房价在

4--5K 左右）但在那买房子有很多严格的要求。我想如果将来电厂要能在那给解决房子还是很不错的，但以目前

的收入还是比较困难呀。这次面试好多人都是冲着“华能”两个字去的，但实际情况，或许满意的并不多，呵呵，

双向选择嘛，以上是我的一些感受，希望能给大家做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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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80 后华能经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08892-1-1.html 

 

2011 年，80 后女生周鸣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新年伊始，她上班的地点从华能北京热电厂向西延伸 20

公里，来到了总部大厦。从公司三级单位运行部的一名集控副职，变身为集团总部预算部的一员，对于这个变化，

她的家人至今还很自豪。 

 

现在，周鸣已记不清看到竞聘通知的时间了，但当初那份疑惑的心情，她还记忆犹新。“当时厂里网站上挂出了通

知，同事们都在谈论这件事，通过公平竞争进入总部，这真的有可能吗?”周鸣如是说。 

抱着放弃专业不甘心，“陪太子读书”又何妨的心情，这位时常以“锅炉老师傅”自居的女生报名参加了竞聘。从进

入第一轮笔试开始，周鸣明显感觉到整个过程比想象中透明、正规得多。两场笔试，一场面试，百舸争流、大浪

淘沙。但对于经历过考研和公务员考试洗礼的周鸣来说，虽然心怀忐忑，但也都认真坚持了下来，“试题比公务员

考试更为专业、实在，过程比想象中更公开、透明，参与本身就是在开阔眼界。”周鸣评价说。 

2010 年底，总部入职通知不期而至。2011 年初，周鸣走马上岗，百倍精神投身了新的环境。初入总部，从排序奇

特的门牌号，到工作中的“锱铢必较”，一切都是新鲜的。而伴随着新鲜而来的是工作方式转换带来的压力，集团

无小事，凡事必须仔细 

 

第四章、华能集团求职综合经验 

4.1  华能总部新动力计划笔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8780-1-1.html 

 

楼主上个月参加的华能总部新动力计划笔试+面试，分享一下经验给各位，攒一点 rp。 

1、笔试。笔试时间在 11.17 日上午，内容就是行测+一篇汉译英+一篇申论，2h，后边还有心理测评 1h。汉译英

的话我记得是新能源相关的一段文字，申论是关于华能精准扶贫的一篇文章，800 字，总体来说不是很难，但是

时间比较紧张。看了下来参加总部管培的大约有 100 人左右。11.21 日收到笔试通过的电话，这点还是蛮效率的。 

2、面试。面试时间在 11.23 日上午，进面试的差不多有 50 个人，大家按专业分成了三组，都在一个大会议室等

着叫号。面试形式的话是半结构化，多对一，前边大约有 10 个领导吧，就是一些很常规的问题，时间大概在 15

分钟左右，面试官很和蔼，也很耐心。楼主面试比较靠后，中午还在华能里边吃了个饭，而且还给外地来面试的

同学报销了路费，这点可以说真的很人性化了。 

对了，候场的时候把手机都收走了，所以之后的小伙伴记得拿些书，要不在那干等两三个小时真的很无聊...虽然

华能也为大家准备了杂志还有水和零食，但还是建议同学们带自己喜欢的书籍。 

 

前两天问了下 HR，说还在走流程中，希望能如愿以偿被录取吧！ 

4.2 华能交通笔试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2 月 12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403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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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某 211 院校会计专硕，记录一下个人经历，仅供参考，求攒人品~ 

信息渠道：应届生网站，公众号推送都有，还是要多多关注，第一时间去申请~ 

时间进展：2018-01-05 至 2018-01-18，网申阶段，时间很短，一不小心可能就错过。1 月 20 号，接到短信通知，

通过简历筛选，让去网申系统确认是否参加笔试。1 月 29 号笔试，早晨 8 点半到 11 点半，不同岗位试题内容不

同，财务会计岗是单选、多选、判断、综合（写分录、计算等）、大作文，专业题目是基础性质的会计题目，大

作文主题是不忘初心，但是自己没有好好准备感觉答得不好。2 月 2 号，很幸运收到短信和电话通知，确认是否

参加面试环节；2 月 4 号，HR 小姐姐再次跟我确认能否参加面试，大概是为了便于安排面试顺序和控制时间；2

月 6 号，候场时签到并确认个人信息，八点半正式开始面试。这时候已经腊月二十三了，按理说大家都应该回家

了，签到表上二十多个人几乎都来了，sigh. 我顺序比较靠前，大概十到十五分钟，三个面试官一个 HR。进去先

自我介绍，然后是根据个人简历和自我介绍提问，包括为什么应聘这个岗位、之前的实习经历、对当前金融形势

的看法、自己的优缺点、对户口有无要求等。没有压力面试，氛围还算轻松。我面试结束后询问了 HR 小哥哥，

只有这一轮面试，年后通知是否通过。 

华能子公司笔试面试各自组织，时间安排紧凑，工作高效。PS：HR 小哥哥小姐姐的颜值都蛮高的~ 

简单先这样吧，希望能有个满意的结果，如果有后续再来分享~无论怎样，春节快乐~ 

4.3 华能海外笔试加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2 月 9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3961-1-1.html 

应届生论坛上的关于华能集团的经验比较少，前几天刚刚有幸参加了华能海外的笔试面试，一点经验造福明年的

筒子啦 

 

 

笔试：招聘 3 个专业，每个专业华能海外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筛了 20 人来笔试，但是实际考试的时候并没有那么

多。笔试经济类是 70 分钟行测，和 1 个多小时的专业测试。行测据说和国考类似，听说有原题。。。！！专业部分

是英译汉，汉译英，有关能源类大宗商品套期保值的。接下来是收购企业时要遇到的会计项目合并的问题，竟然

考 Equity method!关键是我又不是财会专业，早就忘了啊，算商誉之类的。第四题是融资方式选择的问题。最后

一道考了跨国并购遇到的问题论述一下。总之楼主没打完卷子，并且还一塌糊涂 

考完当天下午出结果，第二天下午面试 

面试之前抽签，做了个小听力。然后一个一个去面试，面试先要英语 3 分钟自我介绍并且推销自己，为什么来华

能。接下来一个人际关系题，一个审计题，次奥，这两道题也是自己在考官面前抽的，楼主倒霉蛋，抽到如何看

内部审计，完全懵逼，只能先诚实一下然后瞎说一通，最后是几位考官问问题，就酱，楼主肯定挂了。对了，9

个人面试，只招一个。哈哈，华能集团大楼里还有空中花园，听引导的小姐姐说食堂超级高大上，早中晚自助，

还有甜点水果无限量供应，不过能进入的真的都好优秀啊 

 

4.4 我的华能国际之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4 月 1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54471-1-1.html 

 

 发这个帖子一方面是为了以后的同学们留一点经验之谈，另一方面给自己的华能国际之行话上一个句号，本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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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没被录取。 

  我参加的是华能国际的预算岗位应聘。初面，预算部领导亲自上阵，问的问题也很专业，大致有预算是什么，

还有近几年的 GDP，以及今年两会的内容，还被问了经济增加值和敏感分析，一共十一个人参加初面。笔试，共

七人参加，笔试内容分为专业和公共课两部分，公共课部分包括填空，一篇小作文和一篇大作文，主要是时事政

治，我记得有焦裕禄做过什么职位等，应该是根据最近新闻整理的，作文已经记不清楚了。终面，共六人参加，

包括清华、北大、人大等学校的学生，压力还是很大的，面试的内容是结构化面试，专业知识只是问了一遍预算

是什么？然后就是问了一些诸如如果你的同时跟你不合你会怎么处理之类的，面试形式是多对一。 

  自己没有成功感觉挺惋惜的，希望自己的一点经验可以帮助到以后的同学们，大家加油！ 

4.5 我的华能北京热电厂之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3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45755-1-1.html 

 

 头一天刚从外地赶回来，凌晨下的飞机，在外面通一宵，5 点半地铁开了就立马回学校，7 点到学校睡了 2 小时

又立马跑去华能北京热电厂去参加笔试，经过 2 小时的路程终于到了电厂，说是一点半笔试到的有点早就在会议

室里复习了一下。一点半笔试准时开始了，有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和计算题，专业知识没多少，选择题和判

断题不太记得了，说一下简答题给让大家参考一下。 

    1、什么是绝缘材料，分类有哪些 

    2、编制企业预算有哪些 

    3、？ 

    4、北京雾霾引起社会关注，中央要拨款治理污染，你认为这会给北京热电有限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5、谈谈你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认识 

计算题：1，给一则材料和一些数据，让你计算税后和扣完社保后的月工资。 

              2，给你一个公司一年的营业额，支出，收支额，计算这个公司的利润。 

   以上就是笔试题目了。接下来是第二天的面试，面试分五组，我们专业被安排在了下午第四组，稍作了准备就

被叫去面试了，面试官有 7 个，先自我介绍，再问你学的专业课有些什么，然后问你为什么来那么远读书，反正

就是拉一些家常，稍微有一点专业知识，由于本人学渣，专业知识基本答不上，我就把话题引到我所擅长的社会

活动方面，开始比较紧张，自我介绍都表达不好，后来聊着聊着就放开了，也表达了一些自己独到的观点，思路

还算清晰。大概面了 10 分钟就出来了（我们专业的每个人也就 10 分钟这样）。面完在电厂吃了晚饭就回学校了

（饭菜相当不错哦！）。 

    今天刚面试完，说是通知得到 4 月 10 号以后才能发了，就耐心等着吧。对了，他们说这次参加面试的是从 1700

多份简历里挑出来的 75 份，来报道的只有 50 几人，他们要招的有 25 个人，我觉得机会还是有的，回来赶紧发

个热乎的面经为自己攒攒人品，也给以后要面试华能北京热电的朋友一些参考！加油吧大家！ 

4.6 华能求职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3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49206-1-1.html 

 

感觉华能笔试面试这方面论坛上的文章好少，我就来简单讲一下整个经历吧，前两天刚面试完事，估计跪的可能

性 100%了，找工作这个东西，没经验还是不行。。。华能总体上给我的感觉就是正式，效率（至少从网申一直到

通知面试还是很效率的），还有保密工作好。从一开始网申不告知职位人数要求，到后来笔试面试不告知考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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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是问什么他们都说不知道，就是面试完事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岗位究竟要几个人。。。不过整个笔试面试流

程还是很正式很专业的，有点大企业的范儿。笔试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类似于公务员行测，大概 50 道

题，考过国考的童鞋应该答的很爽，我考完才发现很多都是国考真题。。。然后是专业课的知识，大概是三个简单

一个论述一个大的案例分析，感觉出的有点偏，个人觉得专业这块没法准备；接下来是英语翻译题，一个英译汉

一个汉译英，都是跟能源相关的资料汉译英的难度有点大，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申论的大作文了，主题还是能源方

面的，考过公务员的童鞋依然会很爽。笔试感觉答的一般，不过还是进面试了（这个，不太了解笔试刷了多少人。。。）

因为不知道面试什么形式，所以也没太特意准备，合计随缘就好了反正一开始也没想到能到面试这一步。结果面

试当天候考的时候才知道是半结构化面试（额，又是公务员），只好硬着头皮上了，面试分为三部分，自我介绍，

类似于公务员的问题问答（两道题），最后就是考官自由提问。哎，楼主没经过这么大场面，有点慌张，总之就是

答成狗屎了。。。愿当天面试的其他人会有好结果吧。 

4.7 求职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4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08896-1-1.html 

 

 

笔试、面试总共一天，上午 8：30 到 12 点是笔试，下午是英语口语测试。 

笔试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语文，跟其他公司的题目和题型完全不一样，第一题是近义词填空，我基本上都是蒙的;第二题是给出

一段文字，让加上标点符号，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估计没有人会出错;第三题是给材料作文，材料大意是把一群螃

蟹放在一个没有盖的桶里，结果是没有一只螃蟹能够爬出桶外，因为谁先爬就会被其他螃蟹拉拽并压死!寓意有点

像男足; 

第二部分是英语，30 道选择题，语法和词汇，不是很难，然后是阅读理解，忘记是几篇了，总之题目不是很难，

还有什么题型也忘了〉〉〉 

第三部分是专业(金融)，单选、多选题，很简单，计算题，算现值、权证的价值，现值简单，权证的不知道做对

没有，然后是英语/中文互译共两篇，比较难，是关于评级公司或证券分析类的，作为先行者还是要提醒后来者平

时要多积累这方面的词汇，如 underweight(减持)等.....;然后是简答题，问题比较独特，如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如何

平衡、请推荐几本书....等;最后是论述题，结合目前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试论述市场诚信机制如何建立等等，还

是比较容易的。 

12 点考试结束，每个人持华能的餐券可以去其“食堂”吃自助，百盛对面的一个饭店的二层，还不错，饭菜质量挺

好的，吃的特撑(早上随便吃了点，早饿了!)!饭后有水果(苹果)，然后等下午面试。 

下午是口语测试，1 点 30 开始，我有幸成为第一个“受测者”，不过我感觉还好，因为准备的比较充分，所以口语

基本上没有障碍，主要是自我介绍，然后问一些职位相关的问题以及对华能的印象，完事了“双方”感觉良好，被

通知说回家等消息，如果通过会被通知，时间大约是 1 月初，并且强调只有 5 个人会进入下一轮，也是终面了(该

职位只招一个人) 

于是如释重负般走出大厦，沿着长安街寻觅着回学校的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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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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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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届同

学求职推荐必读。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中国领先的大学生求职网站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APP 下载，扫扫看，随时随地找工作 

http://vip.yingjiesheng.com/app/index.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download.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vip.yingjiesheng.com/app/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