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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睿达中国简介 

1.1 睿达中国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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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睿达中国服务团队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睿达中国的概况，你可以访问睿达中国官方网站： 

http://www.rismochina.com/temp/Html/Main.asp 

 

第二章 睿达中国笔试、面试资料 

2.1 上海 面试睿达中国的 管理培训生 

先网申，再笔试（难度一般），群面（晚上 6:00 开始到 8:30 结束），最后合伙人面试。英文面的，满悲剧的，最

后一个环节刷下来了。 

 

 

2.2 佛山移动企管秘书面经 

 

发发面经撰 RP。楼主报的佛山移动，企管秘书岗。很奇怪今年移动竟然不用笔试，直接就一面了。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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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面在广州云来斯堡酒店，面好多人啊，等候室里外都坐满了人，来的都是很不错的学校。去到后会有工作人员

安排你签到，还需要将简历啊证书等按照顺序装订好。初面就是简历面，一分钟自我介绍，问下你会不会考公务

员、对移动的了解、面过哪些单位、对比其他单位移动的面试现场如何、有无文秘工作经验等等，都是按照简历

跟自我介绍来问的，面试官很好很亲和，第一轮自我感觉不错。我另一个同学面广州移动客服中心采购岗，她说

面完后如果 HR 觉得你 OK 的话会给你 PASSCARD 让你到另一个房间面试，如果没有，那就是挂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收到二面通知，很激动哇，但是同学们注意了，移动二面通知只会电话通知，不会发短

信和邮件的，所以切记信息要听清楚记清楚。二面还是在云来斯堡进行，通知当天早上 9:15，楼主 7 点就从佛山

出发来广州，八点半到达，等到十点多才轮到我。二面人很少，估计初面刷了很多人，我看签到表文秘岗只剩下

8 人了。坐我隔壁的女生是面项目管理的，她说她昨天二面了，今天是三面...我也不知道佛山移动是怎么安排的。

说回正题，二面还是简历面，也是一分钟自我介绍，因为楼主说到文字写作能力不错，HR 就问是否发表过文章，

然后让你用三个词形容自己，在问了几个问题后！！！佛山移动的书记进来了...书记的在场给我们都造成了很大

压力，然后 HR 问了我超级多问题，感觉一大部分问题都是围绕我工作稳定性进行的，譬如说是否考公务员，家

在哪里，有没有男朋友，男朋友在哪里工作，如果离职那么原因是什么，手头上是否有 OFFER，为什么选择移动，

觉得学生工作是否会对学习造成影响，形容下自己今天的表现，如果派我去佛山经济不发达的区我会怎么看，很

多杂七杂八的问题，我都忘了...其实移动完全不必担心我进去了会跳糟啊啥的...最后书记问我感觉移动跟其他国企

有啥区别，我所在学校所学专业有啥特色，楼主听到这个问题就傻了，特别傻逼地说没啥特色，我勒个去，真想

打死自己... 

       第四天晚上八点收到笔试通知，在华工进行，对比去年华工移动笔试浩浩荡荡占领了几栋教学楼的情形，今

年我看到只有一栋教学楼的两层，有同学说是三层...反正就是不多，我们教室有 160 多人，很多岗位一起笔试，

笔试题目就是行测，大家可以参考下有个同学发的 2013移动实习题目，是他用手机拍的，类型跟实习题目是一样

的，就是词语替换、逻辑推理、数列（好难啊，文科生伤不起，10 题只会做 3 题，我前面那个中大男生说他只有

一题数列不会，羡慕嫉妒恨啊），图形推理也很难哎，资料分析比较简单，共 55 道题，80 分钟，不够时间做，

不知道笔试刷人多不多，等通知中，求 RP 大爆发！ 

 

 

2.3 来一篇不算面经的面经吧 

国内所的规模和四大肯定是不能比的，但这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笔试、面试的速度一流，不像 LZ 的普华 par

面等了一周多才姗姗来迟，当然其实那也不算慢。。。不过今天我要讲的是 rismo 的 AC 群面，也没什么经验，就

给大家介绍介绍流程。23 号晚 6 点半刚面的，滚烫哦。 

LZ 是非相关专业的，这在笔试时是有区别的。我知道还有一场笔试，那也写一下吧。非相关专业，笔试有两套题

防止作弊的，LZ 做的题目形式是，5 选 3 简答题，主要是看看大家对一些事物、观念的看法，LZ 感觉就是看你

基本的 principle 的。接下来是 1 中译英 1 英译中，词汇肯定是不难的，但是语句就要大家自己组织啦。最后一道

材料分析，也是给一个最近的案例，大家分析分析。时间 1 小时可以接受，不过也就是写不停了，其实 LZ 最后

一题没写完就草草收场的。。。过了 2 天就通知笔试的，速度赞一个~ 

 

笔试案例我就不讲了，下面 AC 的案例我也不透露了，以保公平。都是时下流行的两个 case 对象，而且我做到的

算是同一类型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特殊偏好。。。 

 

笔试地点很好找的。一组 12 人，3 个面试官。进去以后先看自己的序号，要依次坐好，顺便可以看到其他同学的

信息。LZ 这次面试是有几个相关专业的同学参与的，感觉的确是有一些优势。6 点半正式开始，持续大约 2 小时

到 2 个半小时。上来先是依次自我介绍，中英文都要的，上限 5 分钟，所以还是会花掉很多时间的。话说评分表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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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有对自我介绍部分进行打分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准备。接下去就是 case 了，具体流程是这样的。自我介

绍完，会有一个面试官作非常简单的背景知识介绍，也就几句话，然后是 case 要分析的问题。接下来 10 分钟，

每个人写下收集信息的渠道啊、内容啊之类的，LZ 理解为就是你接下来是要如何去做的。然后依次 4 人一组共 3

组，每组会分到 3 台电脑，上网查找资料，算上讨论的时间，这部分 30min。接下来 10min 是写一个大纲，针对

之前要求研究的问题的，其实也差不多是大家做 presentation 的大纲。这两部分没有明确界定的，一共 40min 分配

好就可以。大纲可以手写，可以打印。最后就是回到会议室做 pre，上限 10min 每组，不强求每个人做。。。但是人

家也说你们不会放弃这种机会吧。。。pre 是中文的，全都讲完就结束了，没有 Q&A 部分。 

 

感觉自己发挥的不太好啦今天，参加的面试的确是少，另外虽然自己的英语口语不是很好，但是还是不习惯中文

面试，尤其是那么长时间的自我介绍，以及最后的 pre。。。估计是进不了 par 面了吧。明天下午去 pwc par 面。。。

希望直接给我进去了吧。。。。。。这样这学期 LZ 就安心各种论文了。。。。。。 

2.4 这边面筋好少~贡献一篇面筋 

 

其实也没什么好多说的商务楼在青海路很窄很窄的马路边上，6 点半开始，然后自我介绍先中文后英文，再然后

就是 12 个人分成 3 组小组讨论案例了，案例不难的，我看没人说楼主不好意思开口，需要短我吧~然后是形成一

个大纲，再做演讲，over。那天 LZ 脑抽了怎么说也经历了这么多面试居然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会紧张，外加本来那

天身体不好扁导体红肿疼痛的要死.....脸都红了.....说完就想自己铁定挂了大家好好表现吧。没想到前面居然收到通

过的消息了.....神奇啊.....今天早上的答辩也这么的好运，别人都被一堆问题狂轰乱炸，到我了，那爱发问的老师不

问了还在我回答结束后直接说你可以了没事情了~~真的有 RP 爆发这种事哎~~最后我想说没有到最后一刻不要轻

易放弃，要相信自己。各位加油 

2.5 睿达中国 and 博森教育合办 2011 寒假实习招聘笔试经历 

 

 

今天下午去参加了睿达中国和博森教育联合进行的 2011 寒假实习招聘笔试，其实本来投睿达中国简历就是偶然事

件~那天看到舍友拿的宣传单也没多想就递交了 中文和英文两份简历，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收到短信说是简历通过

要去笔试，笔试地点在苏州街维亚大厦，貌似是博森教育的办公处，看这架势想也知道是考英语了， 之前还紧张

兮兮的做了不少 numerical test。。。倍受打击呀。下午因为堵车去晚了，就跟着 3 点四十那场考。笔试人不多，一

共就 120，还是分批，考试环境不错。 

        下面说下考题部分，考试时间为 70 分钟，40 道单选，20 道完型，一篇 200 字的 essay，纯英文。这个是互

惠互利招聘项目，英语考试内容全部是金融银行业相关词汇，知识。 

         单选题基本全是英汉互译，题目给出一句中文或英文，需要填空的地方都是银行业中常用的~~其实也不常

用。。专业名词，类似借款，贷款，各类银行账户，定 期，活期存款的英文或英文，然后选项都会有一个是直译

的。。。怎么都不敢选的。。其他都是意译或者根本想不到的，搞的人很纠结，明明直译很顺偏偏不敢选， 其他的

又不知道选哪个。。。还有一些缩写会考。 

         完型填空很简单，5 分钟 20 空就差不多填完了。 

         最后是作文，题目是：你的短期和长期职业规划是什么？你希望在睿达中国的实习以及出国留学能怎样帮

助你达到你的职业目标？ 

         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个人想法，写够两百字应该都不是问题，很多人都提前交卷了。个人认为这个笔试比

较水，和睿达中国专业招聘笔试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就是 彻底面对大三在校学生开展的实习生招聘项目，所以没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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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现 numerical test 或者 verbal，感觉就像在做应试教育考试题，还写了一篇长长地六级作文。。。 

         题目能想起来的所剩无几：缩写——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PIN”，其他都是和银行业务相关的专业名词，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些相关词汇，基本就可以全部包括进去。 

         这是本人第一次参加银行面试，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变态，大家要放宽心态，但是笔试前一定要做题，因

为根本不知道考什么，准备充分总是没错的，就算这次用不到，早晚也会遇到的~~~ 

 

2.6 今天一面的面经~ 

去面试之前在这里逛，都没有看到面经，本来以为是因为面试的同学比较少，可是今天去了一看，人还蛮多嘛~

于是就胡思乱想。。会不会这边其实不可以发面经的。。O.O？？ 

 

那就简单而隐晦地说一下吧~ 

 

我们是在青海路 118 号面试的，8 楼是睿达会计师事务所。 

一层楼都是哟~~ 

 

要说怎么走的话，是在 2 号线“南京西路”站的附近~3 号出口出来吧。 

万一你们出站以后走啊走啊，像我一样看到了“威海路”，千万不要觉得百度欺骗了你。 

因为“青海路”千真万确也在那块~ 

 

好啦~言归正传。 

 

面试捏，分为两个环节的，首先是自我介绍（3~5min，中英文），然后是分组讨论。 

 

分组讨论的细节不知道可不可以说诶。。因为这边都没有看到有同学写。。心慌慌 O.O 

 

用的案例是最近蛮热的事件。 

大家懂的。 

 

自我介绍好以后，M 介绍案例。M 介绍好以后—— 

10 分钟，独立的神马神马。（佛曰不可说不可说，大概不可说。。O.O 

30 分钟，小组讨论（我们 11 个同学分了 3 个组哟~），同时可以用电脑查需要的资料。 

10 分钟，写出一页 A4 纸以内的大纲。 

 

最后 presen 的时间没有规定。。吧？貌似。 

prsen 的话是中文。每个同学都要说的哟。 

 

说好以后。。大家就可以走了。。O.O 

 

就是这样~希望对后来的同学有帮助~~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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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11B 卷笔经 

 

逻辑题，不难 

 

英语翻译各一段，也不难 

英翻中讲财政赤字问题 

中翻英讲的是财富观 

 

案例分析 And 简答 

1，对大学生创业的看法 10 分 

2，后危机经济时代产生的问题会有哪些 20 分 

3，世博会的负面影响 

     后世博怎么安置场馆 

     带动哪三个产业发展最快，为什么 （共 30 分） 

 

1 个小时时间很紧，不过哦米拖佛都做掉了，很感谢去年奉献笔经的学姐学长，其实很有借鉴作用 

希望能有机会在睿达工作！ 

大家一起加油吧！:72) 

 

 

2.8 佛山电信面经 

 

撰 RP 啊！！！ 

       网申后收到了笔试通知，在华工进行，笔试题目就是行测，有点难度，但是刷人不多，反正我身边好多人

都进了，但也有第一志愿报广州的被调剂到第二志愿，估计是够不着第一志愿的分数线吧。 

       佛山电信一面和二面都是是在广东邮电大学进行，一面是专业面，二面是综合面。当天去到发现人好多好

多啊，学校也是参差不齐，一本二本三本都有，首先是要到签到处签到，需要带四六级原件成绩单啥的，然后就

给你一个号，进了大堂，密密麻麻坐着一堆人啊，等候室要凭号才能进去，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我了，被带到

一个类似礼堂的地方，里面分了好多区，佛山广州东莞等等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区，两个面试官面一个，由于楼

主不是学营销的，但是佛山电信今年只招营销，没办法只好报了，好担心专业面啊，之前还下载了好多营销的知

识复习来着。首先自我介绍，然后问我报营销岗有什么优势，我就嘴贱说了我开了个淘宝，因为那天刚好是双十

一，面试官就问我对双十一不是淘宝最忙的时候嘛，你对双十一这种促销手段怎么看啊，也有商场在抵制双十一，

你怎么看待呢？我感觉答得非常糟糕啊，完全不知所云，出来后觉得深深被鄙视了，但是后来竟然意外收到二面

通知，激动哇！听我同学说她们一面根本没有问专业问题！！！就问了简历的问题... 

        二面也是好多人，但是佛山跟东莞共用了一条队...面试的时候也发现佛山的面试桌子从一面的六张变成了

二面的三张，第二面很随意，也是两个面试官对一个面试者，就是聊家常名，问你有没有拿到其他公司的 OFFER

啊，平时的兴趣啊，你爸妈的工作啊，你在哪里读高中啊，有个面试官还说我报的职位竞争太激烈，建议我转到

客服营销，我当然说没问题...就这样短短的时间结束了我的二面！但现在都等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通知，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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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啊，听说陆陆续续很多其他地市都有通知了，佛山赶紧出来啊！楼主每次都败在终面，真心郁闷...希望电信打

破这个魔咒啊！ 

       PS：听我师兄说电信是看综合成绩的，就是笔试加一面和二面成绩，他们上年很多人都进入了体检环节，

然后体检完了就没有然后了...这个我也不懂...祝各位都拿到心仪的 OFFER 啊~~~ 

 

 

2.9 睿达睿达 网申+笔经+面经  

A: Background 

认识到睿达缘起松江外贸的校园招聘会，“希望成为四大之外的首选”这一口号夺得了不少的眼球。 

根据官网的信息，睿达是一所成立 7 年的国内所，有着较为丰富的资质，客户也不错，有万科，有欧尚等等。 

所的办公地址在青海路上，上海电视台西侧的一幢办公楼，靠近吴江路，跟 KPMG 是一个地铁口出来的，占地规

模从地下的楼板上看是 2 层。 

 

B:Procedure 

今年校园招聘的流程为 网申——>笔试——>群面——>PAR 面——>实习——>Offer  

今天刚走完 PAR 面，出于某种原因 feel guilty, SO 献上人生第一篇面经，算是弥补+贡献吧。 

 

1. 网申 

这所网申的流程很简单，印象中没有 OQ， 5 分钟就可以搞定。 综合前几年的经验，只要网络不断就没有问题，

submit 后邮箱是有 CONFIRMATION 的。 

 

2. 笔试 

笔试分了 2 套试卷，左右相隔。 整个时间 1 个小时，就我自己做的那套来说是绰绰有余。 

考虑到还有场笔试的公平性，只粗略介绍题型和准备方法。 

跳过个人信息录入的部分。 

一上来是 20 分的五花八门的 CHOICE， 有语法（中文），推理(小学奥数题)，类似行测的选择等。 时间分配在 7

分钟左右。 

接着是 20 分的英汉翻译，中译英+英译中  10'+10'，内容不难，稍有翻译基础的可以轻松拿下。事件分配总计 10

分钟吧。 

接着是 60 分的各种情景模拟题，今年涉及的有“胡萝卜，商人”的经典面试题，情商方面的考察，后世博的思考等

等，可以归类为 OQ。  

做完交卷吧~ 

 

3. AC 

考试后的一个星期里就开始 AC 了。 

上来时 5 分钟的 SELF-INTRODUCTION 中文+英文  

然后是一个耗时颇久的 CASE STUDY 

内容不说了，流程是 10 分钟的 A4 纸的 RESOURCE+30 分钟的 ONLINE INFORMATION+10 分钟的 A4 

LEADING+12 分钟的 PRESTENTATION 

 

4.PAR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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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结束了以后很快会收到 PAR 面通知 

典型的 PAR 面。  会就个人信息和获得奖项进行提问，BE YOURSELF 吧。 

 

 

 

 

OVERALL， 该所的很多成员都跳自四大。诚然，随着国家政策的偏移调整，国内所的优势将愈发明显。 对于

未能进入四大的学生来说，睿达（PAR 说审计流程类似四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家所也比立信（加入了 BDO，但没有股权利益）人性化多了。 

 

申 OFFER 的各位同学，GOOD LUCK 吧~ 

睿达，也祝继续顺利发展。 

 

我一个同学爱上了宣讲会上的 SM， 哈哈。 

 

一向坚持的原则  BE YOURSELF  BE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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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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