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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泽会计事务简介 

1.1 马泽会计事务所概况  

 

我们在北京、广州、上海和香港设立了的四个公司，尽管处於不同的法律框架下，在

统一的框架下运营。我们合计拥有超过 600 名优秀员工。 

  

玛泽提供审计、会计、税务以及商业咨询方面的专业服务，满足无论是个人，中小型企业还是跨国

公司的需要、传递价值。我们力求以个人的、原则的和专业的方式，通过提供高品质的会计、税务

和商业咨询服务，为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团队以及我们的社会创造差异。 

我们的使命 

以顾客的要求为指引，通过丰富的经验和个人风格传递价值。 

我们的价值 

正直，独立，诚实，透明和可靠是我们做任何事的核心。我们相信以下信条：个人责任感、以客户

为中心、尊重与协作和达到个人的最高标准。 

我们的历史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就在香港开始了业务。我们在 1997年建立了北京公司; 紧接著，

上海公司成立於 2002年，广州公司成立於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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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马泽会计事务所的概况，你可以访问马泽会计事务所官方网站：http://chi.mazars.cn/ 

 

 

 

 

第二章 玛泽会计师事务所笔试面试资料 

2.1 Mazars-uk graduate scheme online tes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2910-1-1.html   

 

I have applied for the Financial service - Junior consultant based in London.  

The test consists of two part: verbal and numerical. 

For the verbal part, it is rather difficult including five different parts while the numerical is not that difficult.  

I can share with you the online test resource if you are also interested, but not for free since I also bought it from someone 

else.  

vx: 466983788 

 

Good luck to you and wish you every success. 

2.2 玛泽 SH 所 Openday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2106-1-1.html  

 

看经验帖发现关于玛泽的帖子好少啊，这也是我自己第一次写经验贴，都说这里是个神奇的地方，希望能给自己

带来好运啊! 毕竟超想进玛泽啊！下面是活动的具体情况： 

2019.11.22 有幸参加了玛泽上海所的 openday，大致有四十级名同学参加，分别是申请 Audit AOS 和 Tax 的，当然

必须是申请审计的同学中最多啦，AOS 的 6 个，税务 3 个，其他就是审计。活动原计划是从下午两点到下午六点，

但我结束面试的时候已经七点啦，这里就体现出玛泽 HR 的超好工作态度，并没有因为卡时间而敷衍过去的同学

们，感谢。 

活动一开始是对公司的介绍，这个环节是由玛泽中国大陆区的执行合伙人介绍的，全英文介绍，总结起来就是真

诚有趣啦。然后具体的工作福利什么的由玛泽的人力资源总监做了介绍，听完后，我个人觉得福利真的很好很好

啊，哈哈哈。我现在只记得由 CPA 假，年假 15 天起，工资和四大差的不是很多，当然考完证书还有各种奖励啦。

其他的具体记不住了，反正就是很棒。赞。HR 介绍完薪资福利之后，就是分别由 Audit AOS 和 Tax 工作的同时

给我们介绍他们的工作经历，经验，解答一下同学们的疑问啥的。嗯，总体而言这个环节持续了好长时间啊。 

接着就是抽奖啦，奖品是陆家嘴 CBD 的下午茶，两份。羡慕拿奖的那位同学，哈哈，后来和他说了几句话，希望

沾沾他的好运啊。 

然后的环节就是参观办公司，笔试，面试。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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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说笔试吧，不难，半个小时完成，在手机上答题，由两道数字推理，一道图形，三道会计分录选择，两道翻

译，一个中反映，一个英翻中。如果大家想做准备，可以提前记一下英文会计分录的写法，记简单的就行，不会

很难。 

面试的话，是四人一组，之前看到是群面，我本以为是十人一组的案例，结果没有案例，就是很正常的结构化面

试啦。自我介绍，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用英语说一下你感兴趣的时事热点。如果 HR 对你简历的其他感兴趣，

也可能会问一下。总体来说，我们组的其他三个小伙伴真的好优秀超级棒啊，我自愧不如啊。我们的面试差不多

持续了一个小时，再次感谢 HR 的耐心以及超好的态度啊。HR 说这次面试通过的话，会在一周之内通知，然后还

会有经理面。所以，希望参加的同学都有好运啊。 

面试后的感想： 

1.这家公司确实很低调，自己亲身参与，亲自体验之后，觉得这就是我的 dream company 啊！ 哈哈，求收留啊！

当然每个人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我觉得棒的，肯定也会有人觉得不好。所以，建议大家亲自去体验一下，

去试试总是不错的。 

2. 公司很重视英文，当然，在上海工作，英文应该都挺重要的。我自己就不是很好，其实很大可能觉得过的机会

渺茫，毕竟同组的小伙伴很优秀。但梦想还是要有的啊，万一成了呢！ 

希望大家都能拿到满意的 offer，也借这个帖子祝自己好运啦！玛泽，求求你，收留我吧！嘿嘿！ 

2.3 有没有小伙伴今年 9 月玛泽上海所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 2019 年 6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7056-1-1.html  

 

寻找今年 9 月份玛泽上海所的小伙伴！ 

 

楼主一直很喜欢玛泽，5 月底推了法国的某公司的实习 offer，回国面试审计助理。 

 

周四一面。一面是 HR 面，面试前要先做一个卷子，早去早做，我可能提前了 45 分钟到，于是我比别人提早了很

久做完，时间充裕。面试是群面，但是不是做 case，是针对一个问题逐个回答。要是有把握可以主动一点先回答，

因为到后面很可能你想说的已经被别人说了。问题都是些常规问题，why mazars，why audit，why you。还会有些

针对你的经历的提问。全程中文，之前看一些帖子说用英文面试害的我准备了好多英文，结果，hr 上来就说知道

你们准备了，用中文就行。然后面试中会有英文测试，问一个随机的题目。 

 

下周三二面。二面是 manager+par。manager 一上来就问了审计，会计分录的专业问题。企业的货币资金怎么审，

固定资产怎么审， 差旅费用会计分录等等。楼主不是科班出生，之前狂看 cpa 的会计和审计，然后看了论坛里的

攻略，大概准备了一下，感觉还是比较顺利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稍微卡了一下，但是 manager 非常

nice，说不用讲具体哪个会计科目，只要说是资产类，负债类还是费用类之类的。楼主磕磕绊绊地答完了后，manager

说嗯都对，然后就让我等一会。 

 

等了一会进来了一名男子，我想就是传说中的 par 吧。和 par 谈话就像聊天，问了很多个人经历吧，为什么来上海

之类的。本来 par 想考我专业知识，结果看了一下我一面做的卷子又说那我就不考了&#128514;。其中也有英文测

试，话题也是聊到哪然后随机出题。 

 

随后焦急地等待了一个星期，终于等来了玛泽的电话❤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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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玛泽要 9 月才正式签约，内心惶恐，有没有一起的小伙伴呀，缓解缓解我内心的焦虑。 

 

 

2.4 5.17 HK 所 audit par in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6 月 1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8255-1-1.html  

 

hr 的小姐姐提前一周有打电话过来定时间面试，要求上面也是什么都不需要带，带脑子来就好哈哈，不过小伙伴

要记住 par 面没有邮件发来，所以接到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赶紧记下来时间要不然容易忘掉。 

需要准备的相对于 group in 主要还是一些基本问题，比如 3why 之类的。当天碰到了一个很好的 par 哈哈，不过之

前我学长也说 par 面的时候应该不会给你太大压力的，所以也算比较放松。原本问学长听说去年他遇见的 par 是跟

他粤语 in 的，所以我又花了一晚上练了下粤语&#128514;不过果然这个还蛮随机的我碰到的 par 直接上来就说英

语哈哈哈我顿时就放飞自我了。 

问到的主要是三个常见问题，第一个还是 cv based 的问题，为什么我要读 master 现在的专业；第二个是你之后的

职业规划是怎么样的；第三个是你希望从我们公司寻求什么。后面也稍微问了点小问题，比如课余做什么呀或者

觉得如果进来的话会呆几年，考证方面是怎么想的呀之类的，然后就愉快的结束了。前天晚上我还非常深刻的想

了想万一 par 问我中美贸易战怎么看或者最近送中怎么看我要怎么回答后来，发现自己想多了哈哈哈....（大概被

前段时间一些神奇的面试吓怕了 

 

 

早上十点多的面试，下午回家休生养息了一下就收到了 offer～超感谢公司能认同我的（差点无业游民的人哭晕在

厕所哈哈 

2.5 5.29 HK 所 audit group in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5 月 29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6192-1-1.html 

面试前看网上没有太多关于玛泽香港面试的内容信息，还是很感谢这个板块里唯一一个 HK 所的面经，给了我一

点心里准备哈哈～ 

 

之前有了解到两种版本的面试，一种是全程粤语且只包含自我介绍以及时事小组讨论的模式（我学长去年就是这

个模式，然后另外一个面经论坛上也提到了这样的经历），另一种是我和在这个板块上另一位同学的小组模式：先

普通话自我介绍，然后随便什么语言讨论一个 case，但今年意外的有 presentation。 

 

我们一组面试总共有六个面试的人，负责面试的是一个 partner，一个 manager，加上两个坐在旁边也会最后问

问题的 hr（第一次见 group in 规模这么庞大&#128514;有点感动）。基本上自我介绍一分钟前后，包括自己是谁，

毕业于哪儿，有什么特长或经历之类的常见说法，我们这组的 hr 开头有明确的要求说用普通话来讲。 

 

之后就进入了小组讨论的环节，据说以前主要是一些时事方面的问题，大家自由讨论看法之类的，但今年的 case

感觉会比较像四大面经里的无领导小组面试，讨论的内容也比较偏向于给定一些市场及当前现状的信息然后谈谈

公司有什么策略之类的 business case，所以我觉得如果准备的话可以尝试去看看四大的面经，应该会还蛮有用的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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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他们板块例子多点，玛泽的应届生板块如此冷清哈哈。讨论时间为 45 分钟，基本可以分成看材料 10 分钟

前后，讨论 20 分钟前后，10 分钟整合一下信息，然后最后五分钟准备自己 pre3 需要说些什么这样。整个讨论过

程无语言要求，但如果会说粤语的话和大家一起说粤语可能会显得比较不那么突兀吧哈哈。 

 

最后的 pre3 好像没有时间限制（其实是我没注意有没有...),但肯定是可以说完的。语言要求为英文，每个人都需

要说到。我们这组的话因为讨论的时候把整体的架构分成了当前现状和可行建议两个板块，所以就刚好一边三个

人刚刚好。（感谢队友们的 carry！！大家都很 nice）讲完之后 par 和 manager 会根据小组的讨论结果提出一些问

题，都算是一些很常规合理的问题（可以说也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人其实能想到的对于当前建议的一些可行

性大不大，或者潜在风险等等，不过因为真的有点担心在讨论中突然提出来会不会打乱整个讨论的节奏导致时间

分配问题，所以当时这些就感觉大家也就没特别深入。但其实现在觉得 par 也还是蛮喜欢在讨论当中有点批判性

思维的人的吧&#128514;如果真不打算在讨论阶段提出来，也可以先多想想以应对随后的 Q&A 环节） 

 

第一次在 Q&A 的时候被 Q 了这么多问题哈哈，意外觉得学到了些新知识 QwQ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问他们的 Q&A 环节，原本一开始想问一下中审众环和玛泽合并之后的策略问题的，结果 par

在前一个同学问的问题的后面顺便就顺出来了，所以就问了其他想到的问题哈哈。ps. 这个 par 感觉很随和让我

没那么紧张耶（狂拍马屁 

 

然后就完了，嘻嘻。不知道有没有下文，已经佛了，但愿能有吧 Q_Q 没有的话估计只能专心先把证什么的刷出

来了 

 

（觉得玛泽超人性化的一点是 group in 从 10:00 开始，避开了高峰期，大家都不那么赶哈哈） 

 

2.6 Mazars GZ 2018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6925-1-1.html 

LZ 是在 51job 上投的玛泽的简历，审计岗，当时已有内资某分所 offer 但想寻求更好的机会，2018.5 月中旬投的。

很快就收到了面试邀约电话，一周后面试。面试来到约定的地点，广州所办公地点非常小，应该是控制成本所致，

全开放式办公，可以参考四大。 

前台简单询问后直接高级经理面试，问题不多，但非常犀利。面试用中英粤三语交谈，对学习基本情况，对玛泽

的了解，因为自己有审计实习经历，询问了相关专业知识。sm 特别详细了解为什么想加入玛泽，这个面试前必须

了解相关信息。由于只有一轮面试而且每年招聘人数较少，所以招聘时间形式和面试环节会非常灵活。广州所也

会做玛泽香港和上海的项目，项目多为外资在华子公司。 

9 月收到 offer，第二天入职. 大致对比，待遇和正中珠江某些相对轻松的部门差不多，比大部分内资好。工作强

度当然也是正比的。 

每年审计部招聘人数在个位数，员工较多四大目标院校的人，如果暂时去不了四大或者想相对轻松，做审计这里

会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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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北京玛泽，一面+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5879-1-1.html 

今天上午面完 M 面，看玛泽贴子都是几年前的，特来记录一下，顺便攒个人品。毕竟不论去不去给个 offer 都是

好的。 

 

上周一看到玛泽在召 Junior auditor，于是就往邮箱投了简历，当天 hr 小姐姐就来电约周五的面试了。周五去了

后发现一面就我一个，然后 hr 小姐姐好像也没有别的 appointment，于是就聊了两个小时。 

主要流程就是，一上来简单的寒暄+询问基本情况，hr 看我是法国留学回国，于是说那你会用英语和法语写商务

邮件嘛。我说没问题啊，于是她就给我一根笔让我去会议室的黑板上直接写。写完英语版本的邮件后因为字比较

草于是就念了一遍。然后法语的邮件因为没地方写了于是我就口头翻译了一遍。然后 hr 说了解我的英语法语水平

了后整个一面就都是中文面试了。。主要就是简历问题，询问你过往的经历以及一些动机，比如你为啥回国啊，你

在实 ** 学到啥啊，抗压能力啊，职业规划啊一大堆的。其中问到为啥回国时，我俩（主要是我）还仔细的分析

了一下国内的经济形势以及国际政治形势。。。聊得很开心然后就走了。 

隔了一个周末后，hr 又邀请我来二面，也就是 Manager 面（现在 junior 不需要 par 面了），约了周三上午。去了

后是一男一女两位 manager 来的，全程中文，也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然后针对简历提出了很多问题，感觉就

像hr面的翻版，说好的技术面和法语面都没有。提到法语水平也是让我自己评价一下就过了。至于技术面，manager

表示他刚入职的时候甚至没学过会计，现在也做到 manager 了，所以说他们现在更看重应聘者的是否有学习的态

度，而非专业水平。唯一和 hr 不同就是问到我平时娱乐消遣都有啥，其中我提到关心政治和经济，于是他就问我

怎么看贸易战。结果就是我跟他们 bb 了二十分钟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对抗的过去与未来。  

 

感觉玛泽招人的标准变松了呀。总之还是期待拿个 offer 再说。  

 

2.8 有人收到玛泽上海所初级财务顾问的面试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7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0044-1-1.html 

楼主是去年 12 月回国的海归，错过了秋招黄金时期，今天收到玛泽上海初级财务顾问的面试通知，可以说是我

自三月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了。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面试经验分享一下，财务知识考察的多吗？ 

 

楼主今天收到了初面的拒信，可以说是非常心塞了。但还是把面试的东西列一列，万一有小伙伴需要可以参考。 

开始有 30 分钟的题目，包括数列，会计分录和翻译。 

面试会先说英语，英语自我介绍，最骄傲的事情，为什么选择去英国。 

之后中文就聊了一些具体的职业规划，工作之类的 

2.9 审计面筋（一面+二面+三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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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075-1-1.html 

先是 hr 面试，英文自我介绍，简历问题，为什么想做审计，职业规划。二面和三面在一周后，问了简历问题。 

 

为什么想做审计，职业规划。专业问题，存货盘点的步骤，银行对账的步骤，会计分录，IFRS 的问题 

2.10 审计面试经历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078-1-1.html 

 

 

面试时只有我一个人，先做一张笔试卷子，全英文，有会计知识和翻译还有一点智力测试逻辑测试之类的。然后

是 hr 和经理面，会问些专业知识。 

 

收入确认的条件？报表有哪些？英文介绍你自己。计提折旧怎么提？发函证是为了什么？等等等等 

2.11 SH 寒假实习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2875-1-1.html 

 

 

因为学校要毕业实习，然后就报了 marzars 试试。。。 

先是来个了电话，问了点情况，然后要求英文自我介绍下，当时正在吃饭一脸懵逼，也说不出来什么。 

然后问了下英语怎么样，就说过了六级，口语感觉还行，然后就安排面试时间了。 

 

面试那天是下午三点，只有我一个人。。。 

半个钟头做题，两道数列，几道英文会计题，还有几道翻译 

然后来了个姐姐问了下一些基础知识，英语介绍下。 

之后又来个姐姐问了点问题，讨论了下题目，问了点基本情况，专业啊什么的。 

 

我还想着还有没有二面，三面什么的，然后过了几天就收到实习 offer 了。。。 

 

为什么感觉自己的流程那么奇怪。。。我都不知道那两个姐姐是什么职位，自己面的是什么面。。。 

话说这样子有机会留用么。。 

 

 

 

2.12 刚收到上海所实习邀请，分享一下玛泽审计的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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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感觉玛泽区好冷清，最近的帖子略负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面试经历吧 

我具体也忘了是什么时候申请的，通过应届生提交的简历，非财会专业。 

玛泽的通知一般是先电话，再稍后发邮件，收到后回复确认 

 

12月 10日 3点一面 

一起的一共 5 人，另外 4 位都很出色，相比之下我的绩点和只有 1 次正经实习的履历就很难看了。 

先有半小时完成一份实习期调查和一套试卷。题量很少，一些图形题一些数字题最后一道要求用英文写一封邮件，

其中前面的题一般都要求写思路。 

接下来会有 hr 要求大家英文自我介绍，接着用英文问答一些的问题，再用中文问答一些问题。 

主要针对简历，像我这样非财会专业会问为什么想做审计；财会专业会被问碰到难办的客户怎么办之类的，还有

女生被问到女生做审计很累怎么解决。 

也会有追问，比如我说自己虽然不是财会专业但是学东西很快，hr 姐姐就会追问你是通过什么觉得自己学东西很

快的。 

这方面基本所有面试通用，准备过就没问题。 

 

12月 16日 3点半二面 

原本据说 M 面是放在一面之后的，当天可能比较晚，一面完 hr 直接让我们回去了。 

说真的报了绩点和 hr 说我只有 1 次实习经历之后我感觉自己挂了（因为同组其他人真的很厉害）所以收到二面通

知还是很惊喜的。 

我到了以后果然看到了一面一组其中两位女生：一位 3 点面试另一位也是 3 点半，不过二面是 1 对 1 的。 

上来先英文自我介绍，面试官说你不是财会专业的我就不问你专业问题了（逃过一劫），另外 2 位都是财会专业的

所以问题比较专业。 

也是通过简单的问答表达了我很好学，也很肯干。 

具体问题么为什么跑来做审计，有什么劣势；一个问题印象深刻：客户不肯给你数据怎么办。这个问题一面 hr

也问过，当时说了一通，这里打算如法炮制，讲完了以后面试官笑了说你就没想过求助你的 senior 吗，我也是一

愣。 

气氛还是很轻松的，聊完了面试官就说让我坐着等一会儿。 

 

后来又进来一位男子，也是差不多的问题。 

其中我给自己挖坑说专业和风险管理相关，风险识别等等是我的优势，还提到了重要性。他就惊讶道你不懂审计

是怎么知道重要性的，我就说准备入行了么就在看书啊什么的。 

他问了几个情形看我的风险识别能力，不过能感觉到我的回答不是很让他满意，心想走那么远也是运气，挂了就

当涨见识吧。 

聊完他就走了，再过一会儿 hr 跟我说你可以回去了   

 

 

今天早上睡懒觉的时候 hr 电话竟然来了！收到通知的我也是十分惊喜，马上起来守电脑前准备查收邮件。 

 

写完觉得太流水了……心情激动也是没有仔细斟酌，见谅见谅~ 

小弟将于下周开始实习，有一起的朋友有兴趣可以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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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添加： 

分享几个关于玛泽的信息，网上能了解的实在太少 

 

1 是一面的时候同组女生问的，似乎是收到实习邀请好好做的话基本就留用了 

2 是我每次面试到最后环节都问的玛泽在哪里的业务有优势（或者玛泽的客户有什么共同点吗主要在什么行业） 

听下来法、德企业在中国的分公司比较多，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其中汽车较多。也有提到有做贸易的客户。 

 

 

2.13 2016 年校招 SH 所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8878-1-1.html 

 

 

楼主是今年才知道玛泽的，以前在大街网看到过，根本没怎么注意哈。然后到我们学校校招就投了简历。 

校招的时候应该就有区分简历，然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收到面试通知~~ 

 

一面（HR 面） 

约了周五下午两点面试，5 个人群面，进去大家先做半个小时笔试，并填实习日期表。笔试内容之前贴子里都有

蛮简单的，然后笔试完以后大家互相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吧~因为面试的时候会需要介绍对方。 

然后还有自己用英语自我介绍，HR 会对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提问，会有很多英语的提问。比如为什么选择玛泽，玛

泽和四大的区别，你以后的职业规划。还有实习经历以及个人爱好之类的。 

面完之后就让大家等消息，说好直接安排经理面的~因为场地不够所以都回去等~ 

 

二面 

很快下周二就接到经理面的通知，刷人的比例是 5 进 3。。 

经理面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问了专业的问题，比如银行存款怎么审计，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分录，差旅费分录，

好像也就这么多。看楼主答得飞快，因为事先准备过，就说坐下等 par 面。 

 

然后又来了个经理， 重复的问题问了一遍，又问了些事务所的实习经历。因为 par 没空 所以高级经理就代替 par

面啦。 

 

今天楼主已经拿到 offer 了 特来回馈 。楼主真的是拒掉好多 offer 了~希望能在玛泽好好发展~ 

 

 

 

2.14 面试全程～～～明天最后合伙人面试～来这里发个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592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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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通知明天合伙人面试，特在此发个帖子，总结一下之前跟玛泽的纠缠再加求好运 ，十一月中旬大街网

上申请的玛泽，一周后收到面试的通知，然后前天通知之前的过了，3 号合伙人面试  

     然后说一下我的小小的情况，上海二本的学校，非 211 非 985 而且跟名校八竿子打不着 。。。ACCA 学

员过了 11 门，两次实习，dtt 的 audite＋GE 的 finance，唉，其实就是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啦 ， 

    再说面试（没有 online test，但是会在那里做份题） 

    1。面试是下午，地方在陆家嘴地方不难找时间也不紧张，不过建议还是早点到，因为可能笔试还能多做一会

儿 ，我到的时候其他人已经在做了，但是题量不大，基本是逻辑题，但是一定要选的有道理，另外在加英

语作文。我们那场还是时间够的，记得做完等了好有一会才有人来收  

    2。做完题和大家聊聊天，因为 hr 来了会说，你们应该已经互相聊过了，互相介绍一下吧，so。。。。 ，

但是互相介绍简单说，有正式的自我介绍 

    3。先英文的问了好多问题。。。具体的。。。。咳咳，当时感觉有点在英文上被碾压，所以没什么 say 的。注意

注意注意，没群面！没 case！（我们组就三个人呵呵） 

    4。中文问了一些经历什么的，然后拿出刚才做的笔试题，问一个 candidate，为什么你第二题选这个，然后

又问令一个同学你为什么最后一题选这个，反正她们就解释啊 balabala。。。说明笔试逻辑错了也会让解释的，万

一有道理也是 ok的嘛，逻辑题都懂得。。。然后 hr 面的就结束了，让我们等 

    5。后来她回来对一个女生说让她先回去，有 m 面会通知，我和另个女生当天就 m 面，我先被带走到小黑屋

啦 ，m 来了人很好的女 m，但是不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了我一些 technical的问题，IFRS 啊，审计

流程啊，china gaap 熟悉吗之类的 。全程如此。。。。。一般不都只问一点点然后谈理想谈人生嘛。。。 ，

硬着头皮答完她倒是挺满意的 ，呼。。。。但是没说英文还是开心的。轮到我问问题我问的什么忘了，不过

她说完说了句我肯定给你过。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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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par 面全英文啊，怕怕的 。明天生日求好运 ，o！f！f！

e！r！ 

 

 

2.15 HK 所 Audit Group Interview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8078-1-1.html 

 

 

香港所的存在感好低啊，写点儿东西，希望可以帮到下一年的学弟妹们。 

申请就去官网下载表格，填好后，email 给 HR 就 okay。 

11 月底去参加了 group interview，居然是 partner and manager 一起面，partner 很是得闲啊。  

第一部分是用普通话介绍自己，谈谈一次难忘的旅行经历。 

 

 

第二部分是给个 topic 讨论，自己想说什么语言都 okay，LZ 那组就是普粤共存，不过 LZ 还是尽量说的粤语。Topic 就

是讨论像 facebook 这种社交网站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是不是可以畅所欲言。还是那句话，不要 aggressive，不要

当“麦霸”。说话一定要有 point。 

 

 

第三部分是问 partner 或者 manager 问题，还是那句话，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想问的，就不要为了问而问，LZ 就啥都没问。 

差不多 30 到 40 分钟就结束了，整个氛围还是蛮轻松的。 

最后，谢谢坛子里分享经验的每个人，祝福大家都有好归宿。  

 

 

2.16 一路走过玛泽三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6144-1-1.html 

 

 

Lz 一二面是一起的，第一面 hr 面，我一起的一共三个人，首先是做一份试卷，题量很少，但是是英文的。提醒

前面有前辈讲过，差不多的！第一面，hr 面，hr 很 nice,自我介绍，全英文的,然后根据个人情况问了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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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的，lz 只有一点点印象好像问了为什么来事务所做审计等，问题不算很难吧，hr 面完就让我等会，直接 M 面

了，首先还是自我介绍，英文的，后面就开始各种专业问题了，什么银行存款如何查，为什么要盘点库存，库存

怎么盘点，差旅费如何记账，好像有五个问题吧，其他的也没啥了，问题感觉不是很难。lz 财管专业，说实话很

久没接触会计了，很多东西都忘记了，唯一帮助了 lz 的是有过一周事务所跟项目的经历，差不多第二周就接到 par

面的消息了，面我的 par 个人觉得人超级 nice，上来不是英文而是中文，跟 par 面更像是在跟一个朋友聊天，在

中间 par 还是会有英文考察个专业考察这部分，英文考察问题问得就比较随意了，专业问题嘛，首先问我几大报

表，然后有两张报表之间的关系，lz 愚钝，确实不知，直接明说了，后面就跳过了，接着问了几个专业问题，关

于交通费，房租应付而还没付如何记账，差不多就这些吧！祝大家好运！ 

 

 

 

2.17 12.11 玛泽一面+12.16 玛泽 2,3 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3355-1-1.html 

 

12.11 突然发现之前的没了 T^T 我重新码字。我是 12.4 号投的~9 号收到的通知。10 号有考试，所以 11 号才去

面的试。结果楼主早一个小时就到了，默默地去楼下的咖啡店蹲守着。呆了 45 分钟~事实证明我去了还是只有我

一个人 T^T，漂亮的前台姐姐把我领到了一个大会议室。然后到点做的笔试题，笔试感觉不难，应该是大家分享，

有准备的原因~和之前几位小伙伴说的一样，英文图形，数字推理题，写原因。加写一封英文邮件。时间很充足。

之后和一个男生被带到了小会议室。互相了解，竟然发现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互相介绍，楼主竟然被称为爽朗。

其实我想说我是个柔弱的女子~ 之后被问了对玛泽的了解，为什么选择外资所，还有实习的经历，这些都

是英文的，之后问了些客户不合作怎么办之类的中文题目。我想说 hr 明显偏向男生，3 分之 2 的时间都在问那个

男生问题，说再给你机会~甚至说到了会不会喝酒，有些问题蛮搞笑的，不得不说 hr 姐姐很思辨啊，问问题抓矛

盾~长得也很漂亮~ 最后就默默地回来了，不知道之后能不能通过~希望应届生大神保佑~俺会实时更新滴，希望

对以后的小伙伴有帮助。 

 

12.16 

昨天下午 4 点收到了二面的通知，运气好提前买了今天早上的机票，马不停蹄的赶回寝室，换好衣服，画个淡妆，

马不停蹄赶去了玛泽。二面的 manager 很利落，一上来就问了我审计有哪些程序，存货做审计时的重点，银行对

账时出现的问题种类，差旅费的会计分录，税法包含的税种等等。楼主功课做得比较足，基本上都回答出来了。

于是被通知留下来等到 PAR 面。 

 

Par 是个很温和的男士，不知道是不是，manager 问了很多专业问题，PAR 一点专业问题都没问，一直和我在谈

我的一段实习经历，最后问了问我的职业规划，感觉很不错的 PAR，最后才知道他竟然在通过问题考察我的诚信

情况……姜还是老的辣~ 

 

第一次到 Par 面，做个纪念。楼主校招一直在失败，甚至都习惯了~但是一直坚持着，希望这次会成功~加油~哈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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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Mazars SH 12.04 一面 HR 面+M 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8203-1-1.html 

 

 

本来想发帖攒人品，详细说一下面试流程，因为非常喜欢 Mazars 的工作环境和氛围，也很喜欢一路见到的前台、

HR、M……看已经有前辈发过了，就不做赘述，讲几点面试要注意的问题。 

 

1. 不要提前太早到，提前五分钟就好。楼主因为前面两场面试都是提前十五分钟到，到了之后发现有长长的登记

表要填，所以时间不太够。这场于是提前了半个小时，结果什么都不用做，HR 只是 refer 之前投的简历问问题，

所以做笔试前傻傻在会议室等了半个小时！导致前台姐姐也比较尴尬，不知怎么安排。。。 

 

2. 笔试的数字图形推理题不算难，但是要用英文写选择的 reason 还是有点组织不起语言。 

 

3. HR 面试时我们组三个人，因为面试前有个空档期大家相互交流认识了一下，所以 HR 姐姐一进来就让我们介绍

队友。其他都是论坛里前辈提到的一些常规问题。有两个问题楼主没答上来，一个是队 Mazars 的了解（这部分建

议面试者多去网上搜一下相关资料），另一个是问到了大学时在学生会女生部的经历，因为年代久远，又很少被问

到这方面，所以没做什么准备，有些忘记。 

 

4. 接下来，楼主奇烂无比的发挥竟然被留下来 M 面，而同组一个表现超好的上财会计硕士竟然被通知可以先走

了！私以为要么是 overqualified，要么是直接晋升下一轮，而我和另一位队友有待进一步挑选。楼主也看到之前

有人说 Mazars M 面会被问到很多审计专业知识，但以为一面只是 HR 面啊！所以什么专业知识都没准备有木有！！！

M 是一个感觉很像陈乔恩的大美女，虽然楼主被问到的问题问一个答不上来一个，但 M 还是很 nice 得帮助楼主回

忆答案，把楼主好不容易从脑海里蹦出来的几个词做了归纳总结，告诉楼主审计的几个主要步骤（比之前那位被

par challenge 的哥情况好一点吧）。楼主也是考过 ACCA F8 的人，被问到审计程序和内控发现自己把学过的知识

都忘给老师了，M 每次一点拨就恍然大悟啊。中间 M 问我三张报表和相互关系理的清吗，这个楼主还是比较自信，

说很清楚。结果 M 就不问下去了！！！ 后来还被问到了国际会计准则和国内的差异，存货的计量方法，固

定资产的确认、折旧和报废处理，均以悲剧告终。。。 

 

就这些了，虽然进 par 面很渺茫，还是希望奇迹发生！对了，M 面的时候被问到了可以实习的日期，楼主想说只

要你要我，现在就开始实习都 OK 啊有木有！快收了我吧。 

 

 

2.19 2015 校招 12.01 SH 审计助理 HR 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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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6909-1-1.html 

 

 

普通一本，会计专业，有辅修，英语一般，有奖学金，有调研经历，有很水的短期小会计事务所实习经历。总之，

配置一般。 

 

半小时做张卷子，1、发展、薪酬等十点重要性排序；2、数字图形推理五题，要写理由；3、一封邮件。前两点

为英文题目，邮件题目是中文。 

 

漂亮的 HR 姐姐一人面四人，轮流英文自我介绍加一两个问题，英文问题都比较简单，比如兴趣啊某某经历啊，

临场即可发挥，发挥不出来也可以说中文吧，针对性地用中文问了职业规划、实习交流经历、对玛泽了解多少、

为什么选玛泽、如果审计时对方不合作怎么办、事情冲突怎么处理等等，过后还要评价一位其他面试者，所以每

位发言要认真听。 

 

HR 面大概 1 小时，回答的时侯 HR 会评分，评分表上应该有很多板块，HR 姐姐一直在打分，感觉重点部分尽量

说得慢一些会更有利于 HR 了解你。 

 

面完，就让我走啦，另外三位留下来可能继续经理面了？ 

 

其实对玛泽了解不深，但挺喜欢的，就拒了另一家的培训过来面了，但是面试时我没有把这种倾向表现出来。 

 

对比了自己和其他三位留下来的非常棒的女生，我觉得玛泽喜欢有经历的，一位在外交流过、也有在立信实习一

个月出差的经历；一位在外企实习，并表现出对玛泽和法国的强烈向往，一位是玛泽实习生，热爱玛泽工作制度，

反感去四大。暑假淡季时我在小会计事务所实习，干了些杂事，问到实习经历时回答了我觉得很遗憾没有学更多

这样的话，事后回想可能说出来干了哪些会比较好，至少输输发票和理理账簿总有吧。另外 HR 那份简历上的实

习时间可能填错了，让 HR 感觉我是编造了实习经历？真的没有啦～～所以一定要认真一些或者有出入的地方积

极解释一下。 

 

我的实习经历很少而且不出彩，就重点说了我学习成绩还不错，在辅修上也很用心，也有对数字相关事物的热爱，

是个有强烈学习能力和上进心的人，但是我觉得死在我说了两次玛泽的项目比较小，没有 IPO 之类，其实我想表

达小项目灵活能学更多，有更大发展空间等，但是弄巧成拙了，所以一定要好好地重点地表达欣赏玛泽的理由。

另外我说自己四百多分通过了司考，并想考 CPA，如果进了玛泽会考法语类证书等，其实是想说明我不懒惰，有

决心和毅力坚持之类，但是 HR 姐姐可能觉得我为考证而考证了...哭...大家引以为戒，注意说那些有的没的的目

的到底是什么，跟玛泽的要求不合还不如不说。还有一点，表达对玛泽的热爱也很重要，我表达得太含蓄了，说

什么玛泽的环境蛮好之类，直接把“挺”、“蛮”、“比较”升级为“很”、“非常”吧！ 

 

回顾玛泽面试，自己问题不少，邮件忘记署名，实习经历填错还缄口，想进玛泽的心情和能带给玛泽什么东西没

传达清楚。“做自己”没错，但不是乱侃一通，还是要好好准备，明白招聘者的需求，简单直白自信地表达出来自

己那些适合该企业、该职位的优点。 

 

总结：了解玛泽并能热爱玛泽并表达出来很重要，实习经历很重要，认真准备也很重要。 

 

有人看吗？祝福能进玛泽的人～～我也不气馁，会更加努力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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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015 校招 SH 三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0761-1-1.html 

 

 

lz 今天刚面完三面，上来把全部经过说一说，自己太弱，感觉要悲剧。玛泽版的论坛好冷清，留点参考给后面的

同志。 

一点背景，LZ 申的是上海所的审计助理，本科审计学但转到 acca 方向，从此和中财是路人，F 阶段都考过了但是

知识的密集程度和注会真是差远了 

 

11.20 一面 

一面是 HR 面，四人一组，来了以后先做一份笔试题，做完了 HR 来收 

笔试题题量很少，时间规定为半小时。先给一些对职业要求的排序，然后是一些数字逻辑、图形逻辑，几道题，

最后一项是写一封英语的 Email 给客户协商下一次会面的时间。 

面试半英半中吧算是，自我介绍和 HR 对你的提问都是英文，HR 后面的问题都是中文。都是针对个人的提问，大

多数从简历上来，然后还有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比如有两个男生不是学财会的，HR 问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事务所，

问我的问题是 3-5 年的职业规划和四大和玛泽你打算选哪个。 

这一面给我的印象 HR 问得比较全面，问题也大都常规，主要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四大和玛泽你选哪个，你知道

我们和四大的区别在哪吗，如果薪资相当的情况下你选择哪家为什么，类似这样和四大之间比较的问题。大家斟

酌一下自己的情况回答吧。LZ 非常想说因为四大都跪了所以中小所我也 OK 的。。。但还是很矫情地表示论个人

成长空间来说更 prefer 玛泽。。。 

 

 

11.26 二面+三面 

二面是个女经理，一开始还是英文自我介绍 

这个经理一边听我说一遍看简历，估计是一被通知就来面我了。。。面试时间超短，大概七八分钟，因为她抛出

的问题都是你会计怎么样，你审计怎么样，你税法怎么样，给你一个科目你怎么审计。。。。原话。。。。 

LZ 这些基础知识生疏得不行，实在没说出太多细节。经理表示因为我没有事务所的实习经验所以她问得都是最基

础的问题。。。。。的确。。。。 

经理表示我的问题很大。。。这样还想做审计助理。。。。 

二面飞快地结束了，等了一会儿 par 过来了。 

三面也是英文开场，所有问题都是，直到他问我费用审计可以有哪些 audit procedure。。。我问可以用中文说吗

实在不太会组织，可考过的 F8 在脑海里翻腾愣是没说出所以然。。。par 无奈地表示你总得说点你会的让我评价

吧，后面看我也的确答不出审计方面的问题，问题转向了会计，我答得也非常惨，报表之间的勾结关系，科目什

么的。。简直想离场。。。 

par 最后问我有问题想问吗，伤心地表示没有。。。 

 

 

综合起来，审计和会计从大方向上的确值得把知识好好梳理一下，面试里也都是基础问题，别因为学过但时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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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不用而影响面试发挥 

不求 offer，求期末能过吧。。。 

 

 

 

2.21 Mazars 上海一、二面新鲜出炉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2178-1-1.html 

 

 

感觉玛泽尔的应届生，一片寂静～  

其实今年早些时候，因为搜集各大会计师事务所，然后偶然看到 Mazars，就觉得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搜

索了一下，了解了一下招聘的机会等。 

大街网啊大街网！虽然这个平时觉得比较 low，不及应届生的平台，但是 Mazars 是在大街上发布职位的啊啊啊！

LZ 机制的下载了 App，关注了 Mazars。 

今年十月多的时候，看到了 Mazars 的几则招聘信息，LZ 激动的手都抖了～ 然后果断投递 Audit Assistance. 

几天后就收到了面试电话，匆忙准备赶往上海。二号线陆家嘴 3 号口出，有电梯那个口出去之后沿着左手边走，

约 10mins 即可到达！百度地图，谢谢！ 

 

陆家嘴是个高楼林立的繁华地方，LZ 很早开始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在这里上班。时代金融中心，8floor。楼下要

和前台说一声，然后会给你一个卡片，凭借此卡片保安会帮你刷电梯楼层～  

 

到达八楼后会直接看到 Mazar，一整层都是哦。LZ 当天准时到的，前台的两位美女姐姐把我领到会议室，里面已

经坐了五位，其中一位南审的美女因为预约时间有误，前台姐姐让她去了其他地方，结果后来 LZ 面试结束都没看

到她回来，想说谢谢她的移动电源都没有机会～ 如果看到的话美女谢谢你的移动电源啊！ 

 

大家当时都已经开始写笔试的卷子，其实 LZ 是准点到的，但是感觉大家都快做完了 ToT 默默的加快速度，10 个

选项的排序，这个是看个人的，大致有公司的名声、薪酬、团队文化、等等。。。然后是数理逻辑，除了选择选

项还需用英文表达出选择的原因，最后是写一封英文邮件。都不难，时间充足。 

 

 

LZ 紧赶慢赶，终于写完了。看到房间里的小伙伴们都写完了，我弱弱的开口了第一句，我们需要叫 HR 来收卷子

吗？大家说，hr 姐姐会来收的。后来我们委派唯一的男生出去问了一下，然后唯一的男童鞋把我们的卷子收走，

交给 hr 姐姐。然后又陷入了沉寂。。。于是 LZ 又厚脸皮的问，大家来自那里呀之类的~ 不过赶脚大家都不是特

别想聊天，LZ 默默捂脸。。。还是继续死皮赖脸的和大家聊，来自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喜好经历实习等等等~ 一只

法国留学回来的硕士姐姐，一只复旦德语系的男生，两只华东政法的美女~加 LZ 双非小本。。。 

 

 

后来一位穿着红色裙子的超级美丽的 hr 姐姐进来，简单认识了一下大家。就开始了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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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HR 姐姐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相信你们已经互相了解了一下，请介绍一下对方。。。LZ 当时心里想的是，幸好

聊天了！法国的硕士姐姐先介绍了一下大家然而没有介绍自己，然后我补充介绍了一下法国姐姐~ 

 

之后就是英文的自我介绍，HR 姐姐会根据每个人的介绍和经历问一到两个问题，譬如问没有审计相关经历的为什

么选择事务所之类的，英文作答。 

 

再之后就是很简单的中文问答环节，美女 HR 姐姐问了超多问题啊，时间久远 LZ 记不太清了，很多关于经历，关

于择业，关于为什么 Mazars 等等。因为是中文，加上大家也很放松了，氛围就很好，还有小的开玩笑大家都笑出

来那种。美女 HR 姐姐笑起来超级好看~ 

 

LZ 觉得大家表现都很不错啊，英语也都很棒！ 

 

法国的姐姐在安永实习过，两次！！！还考了 CPA~~~ 

 

复旦的男生不仅出国交换过，貌似是德国，也在努力学习 CPA 当中~ 

 

华政的一位女生，实习经历很丰富，也在学习 CPA~ 

 

另外一位华政的女生，貌似有学习日语也去日本交换过~经历也很丰富~ 

 

LZ 就真的，和他们比起来太平凡了 TOT 

 

以上就是 HR 面试的全部 

 

~~~~~~~~~~~~~~~分割线~~~~~~~~~~~~~~~ 

 

大约第二周的周五，收到了ＨＲ姐姐的电话，说要去面试，ＬＺ真的很开心啊～赶紧买了票回家准备～ 

 

三点钟的面试，ＬＺ两点半就到了，然后前台姐姐让我还在上次的会议室里等待。 

 

因为面试会考到专业知识，ＬＺ就拿出了忘记的差不多了的ＡＣＣＡ的Ｆ８审计在看，大概两点五十吧，这时候

Ｍ进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姐姐。。。然而估计是压力面试，所以不能从美女姐姐的表情里看到回馈ＴＯＴ，吓

坏宝宝了～还是坚持微笑，几个专业问题回答的一般吧，譬如银行存款怎么审计，库存的审计流程，中国的税的

分类，折旧的方法等等。。。。ＴＯＴ心好痛心好累，心碎，粉碎！然后Ｍ说，好的，你等一下。 

 

我就默默地坐在那里等待。。。然后进来的是前台姐姐，她说Ｐａｒ们在开会，让我下次再来。。。先填写一张

寒假实习的单子。于是ＬＺ就写了寒假的卖身契，一点也不敢怠慢，填写了最早的可以实习的时间点。 

 

~~~~~~~~~~~~~~~分割线~~~~~~~~~~~~~~~ 

 

好吧，ＬＺ又来了，今天要去最后一轮面试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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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Ｐａｒ面吧～好紧张。。。 

 

求轻虐～真的很喜欢Ｍａｚａｒｓ呢～但愿这次可以如愿～ 

 

2.22 2015.07. 06 日本部 HR 面+经理面/ 07par 面 已阵亡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4559-1-1.html 

 

玛泽这个综合助理的面试是我的处女面，而且要求特别符合我的职业定位。我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所以

失败了也没有后悔，知识有点遗憾，也从中也得到了很多经验教训。 

07.02 号在应届生上看到玛泽招日本部综合助理，要求日语 2 级，英语 4 级，有会计资格证。 

楼主是日语 N1，英语六级,助理会计师证，都高一等级，而且又是第二天就投了，所以 3 号中午就接到电话通知

说下周一 16:30 去面试，当时我还在山东的旮旯角落的大学里等着逛街和上暑期小学期。。 

接到面试后立刻决定去上海，于是马不停蹄的买机票，订酒店，买正装，然后还要准备面试。而我只有两天时间，

对了，还要给任课老师一一打电话请假。总之，我兵荒马乱地 5 号到了上海，之后就一直准备面试。6 上海下了

很大的雨，搞得有点狼狈，但因为出发的很早，所以还是提前了 15 分钟到的。 

 

面试流程： 

 

先到前台，然后把你带到一个会议室，让坐着等。然后拿过来一张纸让做一下我看了一会儿，才知道是日译中，

中译日。题目如下： 

 

1、第五十七条 本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的企业，依照当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优惠（？）

的，按照国务院规定，可以在本法施行后五年内，逐步过渡到本法规定的税率；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按照国

务院规定，可以在本法施行后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优惠的，优惠期限从本法施行年度起

计算。（汉译日） 

 

2、原文找不到：关于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纳税范围(日译汉) 

 

3、企业应当按月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折旧；当月减少的固

定资产，当月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停止计提折旧。提足折旧后，不管能否继续使用，均不再提取折旧；提前报

废的固定资产，也不再补提折旧。（后面还有，找不到了）（汉译日） 

 

4、现金、银行日记账如何设帐问题（日译汉） 

这四个题一出，我就心想：完了。。会计初级考完才两个月，但基本已经把知识还给老师和书本了。而且法律的翻

译我从来没做过，因为我们专业是文学方面的，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储备。第一个题还最难。。总之，笔试不是很

理想，这也给我接下来的面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做的时候我还跑出去问前台姐姐大概做多久，她说 30 分钟之内，但是我还是花了 40 分钟。。。。 

 

做完题之后就是一位女经理面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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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用日语自我介绍（好歹背过了）； 

2、针对自我介绍，问：为什么重视友人关系（日语） 

             答：（我只听清了友人关系。。）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朋友是很重要的。。我在学校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比如我在日本的朋友，我昂住了她他也帮助了我云云。。（感觉有点答非所问） 

3、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日语） 

公司的设立，理念等等，以及工作氛围轻松。针对回答还问我在哪里得知公司氛围的，我老老实实的答：在应届

生论坛。。。 

4、最近喜欢/着迷的东西（日语） 

   这个问题准备过了，所以我想也没想地就答喜欢文艺复兴的雕塑。。答了几句才发现文不对题，又赶紧说：最

近喜欢的是动漫，因为动漫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积极向上的东西，能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赶脚有点傻和无关。。） 

5、用一句话概括你的性格（日语） 

  这个也是准备过的，但是！！！用日语说的太烂了，后面的针对缺点提出解决对策的时候忘词了卡了大概有十秒，

大脑一片空白。。。后来不得已用中文说的。。感觉这里有很大减分。 

6、然后问了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如果你入职了，前辈都很忙，你如何和他们相处？会不会因为是短期的，就闲

暇时干自己的事？ 

  我就答：我会先做好本职工作，然后在闲暇时帮助前辈分担力所能及的任务，和他们好好相处。即使是短期，

也希望自己能好好和前辈相处。感觉她不甚满意但也没有再提。 

7、然后问：你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 

① 我希望能够得到这份实习，然后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将来打下基础。 

② 如果能够得到留用，会运用自己的学习能力及责任感努力工作，为玛泽创造应有的价值。 

③ 然后我希望两至三年后通过 CPA 的考试，能够转为审计方面的工作。我现在也在准备 CPA 的考试，预计明年

10 月份考 CPA，先考两门试一下。 

hr 经理答：但是审计的工作和这边也不太一样，要学的东西很多，而且想要进的话也要那边的 partner 面试才行。 

我答：这个方面我是有觉悟的，##%$^&(忘了答了什么了)最后就说，我会努力学习通过 partner 的面试的。（还

行，没有谁是希望当助理当一辈子的，所以有追求的目标企业才会认为你能胜任工作。） 

8 还问了：可以实习的时间，薪水，这次过来有几个面试等（我实话实说只有这一个，可能显得我很水，虽然确

实很水。。。） 

 

然后让我等一下让另一个 manager 来面，另一位 m 也是女的，大概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女的多吧。。 

1、会计初级职称考试分数（说一般，我是自学的考了平均 90，自我感觉还不错，可能在老人看来 100 也不算什

么吧） 

2、笔试的翻译很难吧？ 答：还行，就是有些专有名词答不上来。（但感觉这个是比较重要的，lz 就是太紧张结果

没翻译好 ） 

3、（之前的 hr 经理说）再来一次日语介绍，又来了一次 

4、为什么不在山东发展而选择在上海？ 山东的日企大都集中在青岛(我学校不在青岛)，而上海是个兼容并包的

城市，而且发展机会比较多云云。。。 

5、问：除了自己做的小账本，还有没有过实际会计经验？ 

     答：确实没有，但我以前考会计从业的时候，用用友软件练习了三个月（拔高了，只练了十几天不到。。。） 

6、问我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日本部的工作大概是做什么的？ 

   后来的 m 说：主要针对日本客户，然后什么都做，就像一个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再问：您对您的工作的感受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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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经理插了一句很充实（看来很累）这位 m 说：学校写的东西远远不够等等。。我答：我早有觉悟，会一

直努力学习来适应变化很快的工作业务。。 

然后就结束了，她们俩送我到门口然后我鞠了一躬就走了！！！（忘记要名片了，不过就算要名片也不知道该要谁

的。。。） 

 

面完 lz 感觉肯定没戏了，于是就从陆家嘴地铁站 那熙熙攘攘的下班大军中回到了宾馆，准备第二天去上海好好

玩一下，算不虚此行了。结果玩了不到半天，走到外滩，刚看了一眼准备拍照的时候，掏出手机发现有两个座机

的未接来电，马上意识到是面试，赶紧回过去，果然是玛泽人事的通知 5:30 之前赶到公司参加 p 面。但当时 lz

嫌行李箱累赘，上午已经寄出去了！！然后就马上打电话给送快递的，让他把行李送回宾馆，我马上打的回了宾馆，

换了正装终于赶在 5:30 之前到了。 

 

P 面 

Partner 人非常和蔼的样子，再加上是第两次，没有上次那么紧张。他是日本人，所以全日语对话 

1、还是日语的自我介绍 

2、你们大学日语系有多少人（这个问题也被问到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就老实回答了，可能是想看看我们学校怎

么样吧，虽然我们日语系挺小） 

3、大部分以后都要做什么呢？答：一半考研，一半找工作。又问：为什么你不考研，答：不喜欢那种研究型的工

作，更希望吧日语当做道具来从事会计、审计这种专门服务业。 

4、你的实习时间是？ 

      答：大四 9、10 月还有课、但可以不去上，只用参加考试。 

      又问：中国的大学都这样吗？（可能他怀疑我对学业的诚心？但当时没有意识到。。） 

      答：大部分都大四没有课，我的学校还有两个月的课，但是要找工作的人的话实习比较重要，所以学校允许

不去。（这里特别不好，不应该跟别的学校比较，而且上课时理所应该的，不该对此有什么看法） 

5、Ok，结束，然后说人事部还要讨论，一周左右会通知你，（感觉 p 很急，应该是马上要出差了，没时间理我）

我赶紧扎住最后机会表忠心，说会努力创造价值云云（略浮夸） 

6、最后向 p 要了名片，p 没带，还特地去办公室拿了，特别和善，但后来一想，知识商务礼仪而已。。（这里没做

好，而且我还对 hr 经理说出来自己把行李箱寄走的事，显得自己比较冒失，我真傻。。） 

 

于是 p 面就结束了，第二天还给 par 写了一封感谢信，但 par 那之后海外出差，估计是没看我的信吧。。亏我还用

日语改了好多遍 。 

 

不管如何，我尽力了，后来过了两个星期左右才发了拒信，不过在那之前我就知道基本没过，有心理准备，只是

有点失落。第一次正式面试，紧张在所难免，但我觉得只要好好汲取教训，一定能够得到好结局(好 offer！)，希

望大家可以引我为戒。。 

（顺便，玛泽还在招日本部综合助理，估计是没找到合适的。但我也没机会了。。虽然我很喜欢那个 par。。。） 

有没有同参加了面试的同学啊？交流一下经验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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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BJ-Mazars-审计助理-面试经历分享 PS 寻同是年后的报到的朋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2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1613-1-1.html 

 

  

 

本人思维发散，脑量较大，写起来容易收不住。如有过于啰嗦之处，请大家见谅！请打算全部看完的亲自备 零食 

抱枕！ 

自我介绍：英国大学 master degree with distinction，金融专业。 

对于找工作，选公司，比较精挑细选，不会随便投，且会把所在行业也分析一遍。 

虽然职业发展初级阶段没必要把个人前途和行业前景绑一起，但是我觉得还是找个抗经济衰退能力强点的，能基

业长青的。 

理性过后，我也比较信缘分，从得知这个公司到拿到 offer 的在整个过程，不管对人还是对公司，都有一种缘分使

然的感觉！ 

对Mazars及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些了解 

玛泽真的是一个 与众不同、务实低调的大型跨国公司 with integrated partnership （这点很重要后面会

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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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公司，一开始不会显山露水，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了解的深入，让人有意外之喜。至少 到目前为

止，M 没有让我失望过。玛泽（中国）官网的信息有限，连人力经理自己都这样说。 

我对四大及审计工作的了解，主要来自各大论坛的 insider share 和做过三年审计的表姐及相关校友。 

对于玛泽，除了官网，我找了一本英国权威职业咨询机构 Vault 出版的 Top 20 Accounting Firm in UK 对

它进行 background research。 

此书从雇员角度出发，概括 介绍 对比了 前 20 强的发展历史、公司战略、SWOT、员工满意度、福利待遇

和招聘流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我 QQ 93 一二 690 七三（づ￣v￣）づ╭ 

接下来介绍通过这本书和面试中求证到的关于玛泽的了解： 

（1）综合排名 9 according to Vault 2013 based on UK，上世纪 90 年代起家，后有两次收购一次并

购，法国市场占有率超过四大，总部在巴黎。最重要的是它的 integrated partnership，也就是直营，

而非加盟。举例： Tilly Baker International—加盟 会员制 会员间管理与经营相互独立。as to 四大 全

部已转换为本土独立法人，eg: 安永华明，业务从全球买断承包。 

（2）中国地区上海玛泽的综合排名 92 however however~其【人均收入水平】 和 【CPA 人均收入

水平】 与四大持平，参见中国会计师协会官网发布的 2014 会所百强排名 

（3）客户外企为主，外企中以欧洲企业为主，美国企业也有。工作底稿，memo 都是英文，有能力做

group reporting，最棒的是入门不分 sector，同样时间内能转到更多科目。 

 

通过面试对公司形成的印象 

人力经理和 senior manager 都非常专业，不会专门刁难人。互相交流了解的过程中，感觉以诚相待，非常务实；

没有那种审问与被审问的感觉。虽然，Senior manager 会流露出一股不可侵犯的权威感，但都有人格魅力，愿意

倾听和信任面试者。总之，感觉玛泽员工的整体素养很高，业务上也很专业，效率上也一点不输规模庞大，批量

招聘的四大。 

 

全部单面，共三轮；外加一个小型笔试 

（1）   先是负责招聘的 HR manager 面，问题主要集中在 

why Mazars? 

why audit? 

why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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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会计专业还会问 why not your major？ 

还会打预防针，每一位面试官都向我强调审计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累!!， 看你是不是真

的有心理准备，对申请的工作是否有足够的认识 

（2）高级经理 2 面，先中文自我介绍，然后英文回答在学校里学习以外都干了什么，还问了将来的职业发展规

划。主要想看看面试者 对自身的认识和定位吧。 

（3）另外一个高级经理，也是女士，穿着优雅的小香外套。光听她的谈吐，和另一位高级经理一样，你就能感觉

到她的专业，不愧是 senior M 啊~！ 

问了 企业的三大现金流； 问了对审计的认知。 

总体感觉 双方挺默契，过程很流畅。有种都是聪明人，很多地方一点就透，不必多说的感觉。比如说到工作的辛

苦程度问题，我说 其实 自己最开始的目标是做咨询，您可能也知道那有多累~，她说那我知道你已经有心理准

备了~（不问这个了，next one） 

笔试：十几个英文选择题，有 GMAT 的数学推理题，也有会计题，由于会计知识一直是英文输入，所以都会做；

最后写份商务英文邮件。 

 

印象深刻的问题：请用英文回答，你在学校里，学习以外的时间干什么 

怎么回答的：是什么说什么：没课的时候，和朋友打网球，游游泳；因为经常写几千字的 coursework，长期对着

电脑很伤颈椎，所以同学还会一起去 massage。最后，可能是由于飙英文，思维和说中文的时候不一样，我还本

能地冒了一句：最近计划养狗...但我想，要是做了审计这份工作的话，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没时间照顾好它，so it’s 

a conflict… 

maybe senior manager never expect such answerso she look upwards （之前一直边听边低头研究我的简历）and 

give mea surprising and super adorable reaction: 她一只手摸了摸额头，轻微摇摇头说：（oh~god~）岂止是没

时间~简直是累赘.....∩_∩ 然后我们都忍不住笑起来，严肃的气氛一下缓和~ 

TIPS：个人认为，针对常见问题准备一些 routine answer 是应该的，确实有助于回答时的流畅性，但有些问题

需要 面试者 现想现说 ，这种情况才是 既考反应又考口才！ 

如果刻意去套答案的话，有两种很不好的后果：（1）被 HR 看穿（2）即使拿到了 offer 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不

适合自己，不开心，两、三个月跳了，结果双方都损失。。 

特别是英文作答的时候，编答案的话，语速会很慢，答得很卡反而会显得口语不好，对不对？所以，还是诚恳一

点比较好，即使有风险，但毕竟面试也是自我发现，了解公司、工作是否适合自己的过程。 

 

 

2.24 3.25 号 BJ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3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47148-1-1.html 

 

 

overall： 

3 月 12 号在大街网投递的简历，当天下午 5 点左右 HR 就打来了电话，就简历一些问题小问题，然后通知周一面

试（电话当天是周五）；周一经过了 HR 一面，当面定下来周五经理面，回来之后给 HR 发了 thank you letter 并询

问了周五面试的具体时间，可是一直没有回复，看了她在大街网上的登陆记录，也已经 2 天没有登陆过，估计比

较忙，就是周四给她发了短信询问，周日下午 HR 给我打电话教我周五上午 10 点半来。于是周五上午分别面了经

理一面和 senior M 二面。两个面试大概一共 1 个小时 10 钟吧，和 senior M 聊的比较久。两个面试结束之后就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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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被 HR 送出门了，也没有说什么时候通知之类的，然后又过了一个双休，周二的时候 HR 打来电话说我的面试

通过了，因为 OFFER 需要 P 和 senior M 两个人的签字，所以再等了两天就会受到正式 offer，然后我再签字提交，

等待入职就 OK 了。大致流程就是这样，MAZARS 的 BBS 版太低调冷清了，我来攒攒人气吧  

 

 

details： 

 

1.本人背景： 

 

硬件：女，非京 985，会计本科，13 年毕业（postgraduate），托福 92 分。CPA 还没有过的科目。 

软件：大学时有在校创业经历，在中瑞岳华全职实习半年，在一家制造企业全职工作半年 

offer 情况：audit A19 月入职，basic salary 5K（HR 说每天薪金都有调整，入职时会在这个数字上调整，精确地

就不便透露了），有奖金有年终（好像还有其他补贴，这是经历跟我简单提了一下，HR 没说），无差补，每过一个

Level 每年加薪。 

 

2.玛泽 BJ 基本介绍: 

 

审计：工作底稿和报告都是全英文的，因为 P 都是外国人，每个项目成果都要 P 签字才可以；内资项目有，国外

的事务更多；出差不像是内资所一出就一两个月，普遍是 3-5 天（面试时经理跟我说的，这点我好喜欢！！）；每年

都是忙季和淡季，忙的时候超忙，工作压力大，淡季的时候积极鼓励小朋友们考 CPA 

 

3.面试详解 

 

①HR 面 

 

整个流程下来，跟我联系的都是一个 HR，很高效，也很温和，一面也是从她开始的。感觉比较专业。 

 

首先是简单的见面寒暄，来这方便吗，家乡怎么样啊之类的，我也应和着，从我住的地方到这半小时，从家乡到

北京高铁也半个小时，呵呵。。（恩，你知道在哪。。）/然后就是一些小问题了，你在内资所干过，多长时间，有加

班吗？干了些什么工作？考托福是为了出国么？/小问题问完之后，就是直接是全英文面试，自我介绍，审计实习

中学到了些什么？5年职业规划是什么？喜欢审计吗？为什么？为什么玛泽？你有什么要问的吗？/主要的问题用

英文问完之后，就又转换成中文的，HR 姐姐就可以介绍玛泽的一些基本情况，什么时候入职，部门情况。然后又

问我有什么想问的不？中间我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审计项目的客户有哪些？玛泽是怎么和客户维护关系的？

然后 HR 说这种问题最好让经理给您解答，他们最清楚。。我赶紧说抱歉，然后又问了培训的情况和下一次面试大

概什么时候，然后她就直接问我周五有时间不？当时就很开心的笑了，说当然。刚开始的气氛还是比较拘谨的，

从这开始气氛就比较轻松了，HR 说您的面试表现的很好啊，很有状态呀--注意，这时候可不要放松警惕，还是要

认真的和 HR 聊天的，认真回答她的问题，然后我们又针对于内资所有政策支持外资所的审计风险控制等话题稍

微聊了一下，最后，握手，再见。 

 

②经理 1 面 

 

见我的是一个年轻经理，很和气的看起来也很好相处的男经理，就简历的问了一些基本问题，然后他比较着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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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就是：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在内资所做的时候是怎样跟客户沟通的？你在内资所工作的时候遇

到些什么问题？你的会计知识怎么样？职业规划是什么？大学时创业学到什么？盈利怎样？为什么不做了--这几

个问题回答的都比较流畅，交流也很好，我直接保持微笑，他也很和蔼，还跟我说不要紧张，就是聊聊天就可以

了，最后，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你是会计出身，那你问你一个专业问题：怎样确认销售收入？我当时有点卡壳。。

因为大四开始就忙各种事情，基础知识忘得差不多了。我模糊的记得有 6 7 个条件的，可是想不上来。然后就是

很诚实的跟经理说，我的专业知识有些生疏了，可能不能怎样怎样，结果他很善意的给我解围，说没事，我就是

想听听你的直观感受和思维。我就说 blabal。。他点了一个头，突然站来说，边行动边说，恩，你也自己做个生意，

对这些会有自己的理解的，你在这等一下啊。笑了一些，说声谢谢就走了。然后 HR 就进来了，说让我稍等 A1 要

经过两个经理面才可以，很快 senior 就会来。 

 

③Senior M   3 面 

 

说实话，S 一进来，一坐下我就是直接我遇到通关大 boss 了，他很严肃，不笑，应该是香港人或者广东人。第一

个就问：你是面 intern 的吗？我直接说：哦，不是，我是面 A1 的。然后他就更严肃了，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就可

以了本次漫长的面试。 

 

开始，做个自我介绍吧，他问你的会计知识怎么样?给你个报表你可以吧科目的勾稽关系说出来吗？会计学了几年，

审计实习的时候是怎样做的？ 

 

然后，就审计实习，怎么跟客户沟通的？开始的时候遇到些什么困难？怎么和队员合作的？遇到些什么困难？怎

么解决的？喜欢审计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留在那家？这些大方向的问题我回答之后，他就会就我的回答再向

深度问题，这个细节你怎么做的？你是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样？ 

 

再次，就我在制造企业的工作问了一些问题。做了些什么工作？税是怎么算的？有什么税种？产品是怎么制造出

来的？制造原料是什么?你还负责了些什么工作？为什么来北京？ 

 

再次，就我大学的创业经历问的，这个他问的很详细也很认真。为什么会开这个店？商业盈利模式是怎么做的？

加盟了那些品牌？学生为什么回来购买？学生买的这些都是什么呢？为什么选择你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

么？这个店还在吗？你为什么不继续经营了？ 

 

最后，你有什么问题吗？这时候，他就比较放松了，很舒适的依靠在椅背上，我大概提问了 3-4 个，他回答的都

比较详细，最后还补充了一个问题，why 玛泽？我说了玛泽是我的 target company，我查了中注协的网站，云云。。

他还饶有兴趣的问了一下中注协网站里咋地咋地。然后就结束了面试，最后走的时候说，谢谢你，还笑了一下。 

 

summary： 

 

鉴于我背景的特殊性，所以和 senior 聊了比较久，讨论的也比较深入，其中整个流程下来，除了 senior 比较严格

（话说，我喜欢这种特别职业化的人，以后做 A1 跟他就好了）之外，其他就是很顺利很友好很 nice 的经历，可

不要被吓到哦 。现在也只是刚刚拿到 offer，对公司还没有深入了解，有什么偏颇的地方，大家多多包涵

哈。。最后感谢 mazars 给我了第一个面试和第一个 offer，想想昨天的 offer 通知，心里还有些小激动呢~哈哈~大

家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留言或发私信就可以了，有时间我都会回复的，多个朋友多条路，也许以后大家是同事呢，

祝大家都有好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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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真心喜欢玛泽，也想准备去呢，只有一个小犹豫的点，通过 hr2 面经理 2 面和 CFO 面，也的得到了某顶尖公关咨

询公司的 accoutant payable 的岗，工资差不多，也是明显比较清闲，有更多时间准备 CPA，还可以在联盟集团

轮岗，最主要的是，公司里面都是各行业牛人聚在一下做公关咨询，人脉不可小觑，可是我还是喜欢做审计，不

想做会计，哎。。。大家怎么看？ 

 

 

 

 

 

 

 

 

2.25 玛泽 Mazars 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4205-1-1.html 

 

 

今天面试了 Mazars 北京所的 audit associate，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赞赞 RP 

 

面试一共三轮，都是 One to one 的面试。 

 

第一轮 HR 面： 全程英文面试，主要问题---自我介绍，为什么选 Mazars？我之前在 local

所工作过几个月，HR 还问了我 local 大所也很好，为什么选择 Mazars？ 还会就简历上

的经历进一步提问。这一轮主要是对你英语能力的考察，因为 Mazars 是法国第一大会计

师事务所，它跟四大不太一样，四大的底稿和报告很多是中文的，而 Mazars 的底稿和报

告都是全英文，所以 Mazars 对 staff 的英文能力要求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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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Manager 面： 大部分中文面试，如果做过 audit 实习的，会问你做过什么 subject，

这些 subject 怎么做？ 如果没做过可能会问问会计的一些简单问题，总之是对 audit 

technical 的提问 

 

 

第三轮 Par/senior manager 面：中文面试，也会问一下关于 audit 的问题，还会问一下

性格问题， eg: weakness, problem solving 之类的 

 

 

之前关于 Mazars 的帖子太少，希望对以后的同学们有一些帮助 

第三章 玛泽会计师事务所综合求职经验 

3.1 综合助理笔经+面经（日本部）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 2017 年 7 月 12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076-1-1.html 

 

 

日本部助理，先是笔试翻译题，然后是 hr 面试，自我介绍什么的，然后部门面试，大部分用日语，第二天 par 面，

用日语聊了聊天。。 

 

自我介绍， 

最近对什么感兴趣， 

你如何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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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从笔试到 offer 全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2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1260-1-1.html 

 

 

投过简历后就一直在网上搜索 mazars 的消息，不过目前北京所得面试流程有了很大改变，先笔试，笔试过了以

后是群面，然后再是 Ma 面。 

我是在某个周五下午做的笔试，下一个周一收到的群面通知，通知周五二面，二面是群面，就是无领导小组讨论。

一个经理，两个 HR 在旁边默默地听着。。。。我想面试安排在周五是因为周五下午大家也不想工作吧，哈哈哈哈。

然后周五面完了就回去了，等了一个周末，终面电话就来了。。。。。楼主的终面真心是好惨，因为当时手上已经有

了一个美资所的 offer，所以终面其实好轻松的就去了，结果，，，那个女经理就是那种极其挑刺的，你说什么她都

不满意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压力面。。。。反正当时感觉是死翘翘了的。。。。结果，，，居然隔离一天 offer 就来

了，，，，年后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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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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