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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蓝光地产简介 

1.1  蓝光地产简介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控股集团）成立于 1990 年。2015 年 4 月 16 日，蓝光控股集团旗下四

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发展，证券代码：600466.SH）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重组上市。2019

年 10 月 18 日，蓝光发展旗下四川蓝光嘉宝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蓝光嘉宝服务”，2606.HK）正式在港

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构筑起“A+H 股”双资本平台。 

 

2019 年 9 月 20 日，蓝光发展正式入驻上海总部，形成“上海+成都”双总部发展格局。 

 

蓝光发展，以“更懂生活更懂你”为品牌主张，专注于人类生活的核心需求，提供从住宅地产到现代服务的创新

解决方案，为大众创造幸福生活。 

 

蓝光发展基于“人居蓝光+生活蓝光”双擎业务模式，高度聚焦住宅地产开发，高度聚焦现代服务业，资本运作与

实业经营相结合，打造生态、文商旅、材料设备、生命科技等成长性新兴产业，按协同化、市场化、资本化、科

技化路径运作。 

1.2  蓝光地产企业文化 

核心理念 

客户满意是我们的第一目标，尊重和关心员工的个人利益 

 

核心价值观 

以德立信，以能致胜 

 

绩效文化 

一起创造，勇于担当，共同分享 

 

蓝光用人理念 

只用志同道合的人，只用有能力、负责任的人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蓝光地产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官方网站：http://www.brc.com.cn/index.aspx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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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蓝光地产校招求职经验分享 

2.1  蓝光朝阳生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3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7337-1-1.html 

 

攒个 rp，看经验贴较少，来分享一下初面。虽然我没有通过～ 

因为 yq，都是线上视频面试，先是每人半分钟自我介绍，15min 讨论一个案例，就是某男士预算只有 35 万，但

是你要向他推销首付 40 万的房子，如何说服他。 

然后一人几分钟的时间，向面试官推销这个房子，面试官会向你提出质疑，面试官挺有趣的，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如何说服他，哈哈哈哈，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没有非常具有说服性的原因，不过我觉得其他几个人表现还是很不错

的，重点是要思路清晰，有理有据，善于发现案例的线索 

最好面试之前多做一些销售模拟啦 

希望大家都面试顺利！！也祝大家都找到心仪的工作～ 

2.2 蓝光终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8917-1-1.html 

 

蓝光 24 号早上终面，一共两组，一组十二三个人，每个岗位都有，一组里面有两三个报相同岗位的人。首先一

分钟自我介绍，然后总裁会挑几个人问问题，然后人力总会问问题，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被问到。人力问问题比较

普通那种，比如工作场景，或者对蓝光看法之类。总裁就会问自己压力排解方式之类。最后江苏人力总会问几个

问题，比如怎么看待职场潜规则之类。人力说第二天下班之前出结果，效率还是很高的。虽然我并没有收到，还

是希望能给下一届的人一点经验。 

2.3 蓝光三场面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8266-1-1.html 

 

第一场就是群面啦，大多数地产都是一样哒。 

第二次是 2v1 的结构化面试，主要看简历细节，建议诚实不要撒谎~不然被抓住漏洞就挂了。 

第三次是高管见面会，自我介绍＋高管提问+面试者提问。大概只有 40min 的样子，而且是群面。老实说蓝光的

终面人还挺多的，一组人有 10 几个。。。，然后一个同学能抢到 2 个回答问题的机会我觉得就很不错了。。。。然后

同组的同学还吐槽进终面的人也太多了吧（我也觉得很多）。。。 

之前自己在网上也搜蓝光终面是什么样，结果搜出来的消息少到可怜，所以想写下来给以后的同学们看看。 

楼主可能挂了，但是祝大家好运吧~ 期待其他公司楼主好运！！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733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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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蓝光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4301-1-1.html 

 

据说应届生是个神奇的网站~来回馈一下~ 

 

一面是半分钟自我介绍+无领导小组讨论 

当天下午二面，2V1 结构化面试，先是自我介绍然后 hr 根据简历会问各种问题~  

第二天上午终面，形式是总裁见面会，所有进终面的人都在一起，流程就是自我介绍+提问，一共两个小时~  

 

结果应该要等好多天。。啊希望神奇的网站带来好运叭~ 

 

2.5  2017 蓝光“光芒生”校招成都站面经（财务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8524-1-1.html 

 

一、网申 

今年蓝光的网申开始的还算比较早，笔主自己是在九月底申的，网申的话其实和大多数的网申都差不多，没有什

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今年的网申之后没有测评的通知，在笔主都已经快忘了申过蓝光的时候，突然收到了面试通

知。 

二、一面 

第一轮面试是无领导小组讨论，进去之后有两个面试官，先每个人 1 分钟自我介绍，之后开始无领导小组讨论。

个人感觉蓝光这次的无领导小组讨论时间很短，就 20 分钟，连上最后的总结和讨论，时间还是比较紧张，需要

把控好时间。我们小组的题目是“是否支持高校禁止大一学生参加社团”，其实个人觉得这不太像一个无领导的题

目，而是一个辩论题目，所以我们最后整个小组的讨论就是一场辩论，最后说服对方达成统一后再做一个统一的

总结。 

三、二面 

二面的内容非常简短和简单，进去之后也是两个面试官，先自我介绍 1min，在自我介绍的期间面试官会打断你追

问一些细节问题，但整体来说比较简单，也比较平和，没有太刁钻。介绍和追问结束后，面试官问我有什么想问

他们的，随便提了一个问题之后面试即结束。全程没有任何专业问题，感觉蓝光其实更看重的是面试者的表达能

力、学习能力、综合素质，对你的专业能力不是非常 care。 

四、终面 

终面和二面是放在一天进行的，二面早上结束后中午就收到了终面的电话通知。终面是集团高管面试，整体来说

气氛会有那么一点点紧张，但是也还好。走到这一轮的，总共差不多就 50 个人，面试官把我们分成三组，然后

依次面试。高管坐在中间 C 位，然后参加面试的人环绕着顺时针依次就坐。首先也是 1 分钟自我介绍，这一轮会

卡时间，大家要注意控制时间。自我介绍很短，所以大家的自我介绍要有张力有特色，能够吸引面试官的注意，

笔主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差，没有能很好的推销自己和展现自己，显得太芸芸众生了。自我介绍之后，高管会提三

个问题，都是譬如你为何选择蓝光、为何选择房地产这样的问题，然后每个人依次作答。这一轮依旧一样，是一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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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不得不承认参加面试的一些同学真的非常厉害，自我展现的能力非常强，成功引起了高管的

注意，而笔主再次成为了陪衬。所以，在高管面试这一轮，大家一定要好好准备，多做一些功课，寻找到一种适

宜的表现自我的方式。 

总的来说，能够走到终面已经很开心了，在终面中聆听高管的观点、看其他同学怎么表现自我让自己也学到了很

多。蓝光面试的面经比较少，但这几年蓝光的校招做的越来越好，所以写下以上经验，希望对大家未来的求职有

一些帮助！ 

 

2.6  蓝光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6501-1-1.html 

 

LZ 也是前天收到的蓝光的 offer，虽然没有正规的聘用意向书，但是有个供职信 

蓝光的效率我觉得是真心高，一面副领导小组，讨论完回到候场区五分钟左右就有结果，感觉群面真的是运气，

我之前的群面基本都挂了 ，所以专业面的时候，其实没太做好心理准备，作品集什么的没带。没想到蓝关人事真

的给我我一个很大的机会，我在面试的时候表现的很一般，20 分钟群面，10 个  ，三分钟读题，十个人只有三分

题目，一开始就看大家的合作 ，最后三分钟称述结果，讨论的时间就只有 14 分钟，我们组就有好几个没发言，

所以还是挺紧的。我是中午开始的第一场，所以总部来的人事（事后签三方知道的）还是很和善的，每个人都提

了一个问题，自己评论正常的表现。所以我是在最后这个环节面试官把我从鬼门关捡回来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

场面试，在没走出面试房间前，一切都还有转机，所以大家要把握好。二面是在群面后上了个厕所就开始，专业

面试官了解很多，问我为什么不去乙方设计院锻炼，我有 2 段甲级设计院的实习经验，问为甚不留在那的，巴拉

巴拉的   我就说地产有需求，我也见识过不同体制的乙方公司的流程，所以我想去甲方看看。然后问了我几个专

业问题，一个是绿化率怎么算，一个是什么规模的小区适合做水景，一个是十公分的桂花什么价格。第一个问题

问的我有点慌，我按照书本上的答的，他就问水景和植草砖怎么算，我说以前的实习经验是什么算的。但是我对

面试地区的不太了解，举例说杭州市是什么算的，什么道路外扩 1.5 米，建筑外扩 2 米不算面试什么的。第二个

水景，我说我看过两幢建筑的小区也做了水景，所以这个我无法回答，当然地块有地势优势做水景  做高端楼盘

那是很有优势什么的巴拉巴拉的。第三个苗木的价格，我以前也接触过，所以我就按照当时的行情给他解释了下，

顺便说了句，苗木的拨动还是挺大的，我都马虎的回答了，感觉没底，面向到面试居然过了。通知第二天去区域

集团公司面试。额   我坐的教师要上课了  老师过来了 下次再补充吧 

2.7  2016 蓝光地产“光芒生”OT+面经 成都财务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0363-1-1.html 

 

写在前面：那天去面试之前搜面经，就发现关于蓝光的帖子好像有点少啊，今年蓝光的校招开始有“光芒生”（职

能方向）、“朝阳生”（营销方向）、“鲲鹏生”（精英方向，全国就招 50 人），所以我相信蓝光以后的校招会越做越

好哒！ 

楼主 211 学校本科，面的是“光芒生”金融财务类，已经终面了，来分享一下面经~~~ 

 

OT 部分：今年光芒生的 OT 就是网申完就会给你发，内容就是很常规的行测加性格测试吧（这里楼主有点记不清

了，可能是只有行测或者只有性格测试）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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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就是不难啦，一般都能过的，用时一共 1 小时左右。 

 

 

一面（群面）： 

当时是在成都一个酒店里面的，一二面连在一起，就是一面结束淘汰一部分人，进入二面。 

【流程】一面的形式就是 1 分钟自我介绍+无领导，无领导是 10min 讨论+5min 总结，我觉得 10min 讨论时间还

蛮紧张的，幸好我们组的小伙伴还比较和谐~~ 

不过最终一面我们组是 10 进 3，刷的有点多，但好像有其他组一共就只有 6 个人（因为有人没来），也进了 3 个，

所以~~有点难说，万一表现的好就多进几个呢~ 

 

二面（专业面+综合面）： 

是两个面试官面我一个，我觉得都是经理，不是 HR，因为全程都不笑的= =。。。而且有点压力面的意思，其中一

个经理全程在挑刺啊，所以当时面完感觉并不好。 

【流程】就是先自我介绍，不限时，然后经历和专业穿插着问， 

专业问题嘛都比较简单，而且貌似就问了两个，经历倒是问了很多，熟悉简历应该都没问题 

不过后来又问了你感觉最挫折的是什么事啊，你为什么不考研啊，你对这个岗位有什么认识啊，你对蓝光有什么

了解啊= =。。。都是结构化面试的套路。。。 

我大概面了有 30、40 分钟，挑的刺差不多都回答了，然后他说可以问问题，我问了光芒生的培养模式之类的，

就出来了 

问了 HR 说是终面再通知，就回学校啦~~ 

 

终面（高管见面）： 

说实话当时面完二面觉得不会进终面的，因为感觉二面有点压抑。。。 

二面后等了 2-3 天吧，是打电话然后发短信通知的终面，终面是在蓝光总部，听说是高管面试，瞬间就紧张了 = 

= 

去之前好好把蓝光的概况、企业文化、发展历程、上市、有哪些精品的楼盘等等都准备了，不过心里没底啊。。。 

终面那天，提前 50 分钟 就到了，到的有点太早了，在那一个人坐了一会才有其他面试者来，面金融财务类的一

共有 7 个人吧，其中 2 个被叫去单面了，我也不知道为森么。。。 

然后剩下 5 个面财务的，和 4 个面工程造价的一起面，一共 9 个人，面我们的是 4 个高管，说是沟通谈话为主，

我觉得现场气氛真的很紧张啊啊啊，高管们都好严肃。。。。 

【流程】就是 1 分钟自我介绍+高管提问+我们提问，一共 1 小时左右 

1 分钟自我介绍也没有严格限时，感觉大家都说超了，主要是 1 分钟介绍不完所有经历吧。 

高管提问就是，成本那边的一个高管问了成本那 4 个小伙伴一个相同的问题，每人回答后另一个成本的高管追

问。。。我们财务这边也是一样哒，先回答相同的问题然后追问。。 

然后就是提问环节了，我以为可以提问很久呢，结果后来组织的 HR 说时间有限，就没让问了。我是问了两个比

较宏观的问题，关于蓝光的发展战略以及为什么之前从商业地产转为了做住宅 

另外一个面财务的男生，主要问的是关于光芒生的问题，成本那边的小伙伴也是问的关于自身或者职业规划的问

题吧 

之后就是去蓝光的食堂吃了午饭，我们每个人走的时候还啃了个苹果哈哈 HR 说一周左右会出通知吧 

 

心得体会： 

因为楼主本身就是四川的，所以还蛮想进蓝光的，虽然蓝光在全国房企里排名不算特别靠前，去年是 35 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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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一个川企来说还是不错了，去年还借壳上市了 

现在除了房地产以外，还有生物科技这一板块，还有 3D 打印，也是在慢慢变强的过程中~~~ 

而且去了总部发现，环境啊氛围啊感觉很好啊~~食堂的菜也很好吃 

 

这是第一次发面经，一直都在这里获得各种资源，终于回馈一下吧~~~ 

大家都说应届生是个神奇的论坛~~~希望我能拿到蓝光的 offer！！！  

最后祝大家在求职路上顺利，去到想去的公司，拿到满意的 offer，一路开挂！ 

2.8  蓝光面试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53018-1-1.html 

 

分享一下蓝光的面试经验： 

首先是笔试，就是那种常规的行测题目。我们考试那场下来，其它人都说觉得简单，可我觉得有难度，只知道自

己在那边很认真地在做，一小时下来，费尽脑细胞哇! 

也许是我运气好吧，稀里糊涂的就进了面试这一关。共有三个主考官，先是一分钟个人介绍，然后是无领导小组

讨论（4 分钟熟悉题目，20 分钟讨论，5 分钟派出代表发言人来阐述观点），讨论过程中某男提议时间快到了，先

把发言人选出来。（我估计是他自己想上，呵呵，其实他说的也很不错。）谁知道此刻另外一同学说：“好啊，我建

议###来做最后陈述。。。”妈呀，怎么推荐我？当时我都懵了，彻底的！说真的，最后总结这事儿你做好了肯定加

分不少，可是做不好的话那可是很大的败笔啊！心慌中。。。唉，结果不争气的我语无伦次的发表完讨论结果，说

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说的什么，迷糊了都！相信那个推荐我的同学肯定也特别后悔吧？？？额，对不住了，哥

们儿！ 

从考场出来我都想找个缝儿自己钻进去！！！( ⊙ o ⊙ )啊！ 

这次彻底被鄙视了，看来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唉~ 

2.9  蓝光集团面试归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149-1-1.html 

 

原想到蓝光集团去看看，谁知道一看之下，连过两关，昨天通知我早上 9 点参加最后一次面试，于是请假，一大

早到蓝光总部（三环外，搞不明白这些所谓的大公司，干吗一个接一个都要把办公地点设在这么远的地方，难道

非要搬出来才能显示其实力么，总结一句基本上这样员工都很累） 

 

  OK！9 点到，谁知道 12 点 30 才开始，不是人多，而是所谓老总在开会，不由得心里颇有些不满，既然安排

了 9 点开始，那么就应该 9 点开始，老总开会，不能找人换么？由此可见表面上重视人才的蓝光也和其他公司一

样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当然我不是人才，我只是去玩玩，增长一些见识，不过这紧急反应速度也太差了吧！没办

法既然这么远了，总不能什么都没开始就回去吧！我等！我等！我等！12 点 30 开始了！ 

 

  见面便是很多问题，什么文案与策划的差别啊！对成都历史的了解啊！做为中文系读过那些历史传记啊？问

得非常刁专，或者该说是我不够专业吧？总之！台面上的回答我回答的不好，其实心里暗暗回答：我要知道差别，

我就不来了，都是玩文字的嘛！一个所谓玩的是思路，一个讲究玩的是精彩；对成都的历史我了解不多，对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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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哪儿美女多我到是非常了解，春熙的美女其实不算什么，要晚上去玉林，去紫荆的酒吧或者单行道也可以，这

些地方去不起的话，晚上到五大花园转转养养眼睛也可以；读的书多了从《少女之心》到《上下五千年》都读过，

不过只是只读书不求甚解而已，要问我什么我答不上来，我要能答上来，百度和谷歌就该破产了！OK！ 

 

  于是最后那老总抱着怀疑的语气给我说：我们对你们公司很熟悉的！一打电话就知道了。我毫不客气地回答：

你们公司气魄很大，敢于怀疑一切，需要我提供给你们我们主管的电话么，需要的话说一声。切！不就是个房地

产暴发户么！没我们这买房子的，还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呢！收拾包包扬长而去，不错我现在工资低点，至少我

很开心，很满足！只是工资不够给月供！哭！哈哈！ 

 

2.10  令我紧张的蓝光 BRC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148-1-1.html 

 

 

很早，开始从大西南出发，沿着羊西线一直向三环外奔驰。迪康大道来的很晚。远远的看见了“蓝光 BRC”字样，

我们到了。时间还早，公司还没开始上班，三三两两的车辆才开始从公司大门进去。门卫端正的敬礼，每个进入

大门的人，都被致以清晨最端正的敬礼。研发中心在大门的左边，大楼前面是一大片人工的水池，四下很干净，

环卫人员正在清扫着前夜落下的一地的银杏叶子。沿着路向前走，早上的太阳正开始升起。暖暖的，让人依恋的

久违的阳光。在峨眉，真希望看见太阳，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奢侈的念头，除非，我们遇到了阳光明媚的日子，

或在金顶… 

 

  清新的早晨，上班的人开始陆续多起来。我是今天的第一批校园招聘面试人员。进研发中心时门卫的“早上好”

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楼接待人员齐声的“早上好”再次扑面而来。登记，等待。去二楼参加战略管理面试的人先走

一步，我们去三楼的也领到了自己的来访卡。 

 

  三楼，登记，填表，一同到三楼来的学建筑设计的那位幸运先我一步被叫了部门办公室。而我，也开始等待

自己的磨砺。显然，我对今天的这一仗，没有自信。小会议室，对面是李总。谈话很简单的开始，我却似乎犯病

了。从未有过的紧张，让我开始语无伦次，算不上落荒而逃，到是很让自己失望了。在有过的所有面试过程中，

我从未这么紧张过。于是，现在在等待宣判的日子，我显得很惶恐……我始终认为自己在重大抉择面前一向是幸

运的，希望这次也是。上次对蓝光测试的担忧证明了我的多虑，只不过不知道，这次是不是会开我的玩笑呢，未

知数。 

2.11 我在蓝光的第一轮面试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147-1-1.html 

 

 

参加蓝光一面，先是签到，每人领张求职申请表，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填写。完了后，就四人一组的到隔壁教室面

试。可能因为他家今年是第一次面试，所以在流程安排上很乱不大人性化。100 多号人，全在一个教室干等，工

作人员也不对流程做任何说明。然后我们就从 9 点过，等到快 12 点才被带 7 见考官。 

 

  三个人对一个面试官，先是每人依次做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争对每人问些问题，可能是简历上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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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是简历上的。我开始还多紧张的，想好的自我介绍都没流利的说出来。但后头倒沉静下来了，但状态还是

不 HIGH，一直听到旁边的两位侃侃而谈，自己无从说起。只是把被问到的几个问题回答了，就安静的坐起，听

他们说，最后面试官问偶有没什么问题要问他的时候，偶才回过神来，瓜兮兮的问他们是不是成都只有这一批，

因为班上有同样投了网申的同学没收到面试通知。然后面试就很无奈的说，你怎么都是同学、同学的（因为之前

他问我大学最大收获是什么，偶也说是认识了一大帮同学），你自己没得问题要问么，偶就又哈戳戳的点头，然后

面试官对偶彻底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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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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