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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建筑简介 

1.1  中国建筑简介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建集团），正式组建于 1982 年，是我国专业化发展最久、市场化经营最早、

一体化程度最高、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建设集团。 

 

中建集团主要以上市企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国建筑，股票代码 601668.SH）为平台开展

经营管理活动，拥有上市公司 7 家，二级控股子公司 100 余家。 

 

中国建筑营业收入平均每十二年增长十倍。2018 年，公司新签合同额 2.63 万亿元人民币，营业收入、利润总

额在 97 家中央企业中分别名列第 4 位、第 8 位，第 14 次获得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 A 级，位居 2019

年度《财富》世界 500 强第 21 位，《财富》中国 500 强第 3 位，全球品牌价值 500 强第 44 位，连续获得标普、穆

迪、惠誉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信用评级 A 级，为全球建筑行业最高信用评级。 

 

中国建筑的经营业绩遍布国内及海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业务布局涵盖投资开发（地产开发、建造融资、

持有运营）、工程建设（房屋建筑、基础设施建设）、勘察设计、新业务（绿色建造、节能环保、电子商务）等板

块。在我国，中国建筑投资建设了 90%以上 300 米以上摩天大楼、3/4 重点机场、3/4 卫星发射基地、1/3 城市综

合管廊、1/2 核电站，每 25 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人使用中国建筑建造的房子。 

 

中国建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拓展幸福空间”为使

命，秉承“品质保障、价值创造”的核心价值观和“诚信、创新、超越、共赢”的企业精神，贯彻“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新发展理念，致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力争成为世界

投资建设领域的第一品牌和中国建筑业改革发展与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一面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断奋进。 

 

 

1.2  中国建筑公司组织架构 

1.2.1  中国建筑公司内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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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国建筑公司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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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中国建筑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官方网站：http://www.cscec.com/ 

 

第二章中国建筑校招笔面试经验分享 

2.1 中建五局华南公司财务岗一面二面分享·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3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5250-1-1.html 

 

华南公司这两次面试通知的都很急，都是中午发通知然后下午就面试 

一面是 hr 电话面试，了解一些你的基本情况，还问了一些比较简单地问题，能想起来的如下： 

1.自我介绍 

2.家庭情况 

3.为什么选择去华南？ 

4.对于要下基层跟项目这件事你怎么看？ 

5.校园经历（包括学生工作、成绩啊之类的）； 

也就聊了十几分钟，还有一些事跟简历有关的问题，然后说第二天中午之前会通知二面。 

在第二天中午 12 点多一点收到了短信通知说下午会进行二面，是宣讲会+结构化面试 

宣讲会就不说了，当天下午面试的有十几个人，用微信视频面试，我是第一个，面试的是 hr 加另一个人，不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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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没有说话，我觉得应该是打分的之类的 

当然首先还是自我介绍，然后提了一些结构化面试常见的一些问题： 

1.学校经历； 

2.为什么选择华南； 

3.跟其他人相比有什么优势； 

4.你大学里最敬佩的人； 

5.大学里你觉得最难的科目是什么； 

6.对加班怎么看？ 

7.根据你的了解，说一下你对我们公司的看法； 

8.特长和兴趣 

9.你家里人会同意你工作离家比较远吗 

能想起来的就这些了，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了。 

说今晚会通知结果，心里也很忐忑，于是在忐忑之余发了这个帖子供大家参考，也当是攒人品了。  

希望能过吧 

2.2 中建装饰一面财务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5118-1-1.html 

 

刚结束了一波儿中建装饰的视频面试，群面，先各自进行了自我介绍，然后对期望工作地点、对财务工作的哪些

部分感兴趣等问题进行了提问，大概持续了五十分钟左右。HR 和部门经理都很 nice~发帖攒攒人品，一周以内会

有二面通知，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2.3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中建装饰）面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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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3493-1-1.html 

 

自己个会计专业，本硕 211 北京高校（排名 40 位左右） 

在学校双选会投递了纸质简历，然后时隔 20 天吧也许，收到了面试通知，具体说说哈！ 

我和另两个同学赶巧就放到一块面了，两个考官一个 hr 一个财务经理吧！ 

先是让我们从学习情况、实习经历、论文、家庭情况等方面做个自我介绍，算是一下子就能把你摸清了。 

然后就可以提问环节了，有共同的问题，比如说对工程项目有什么了解呀？你觉得自己适合做财务哪些模块？也

会抓着你的简历单独问点啥的。 

最后就是问问我们有没有问题，就提了你们工程项目主要在哪些地方？答主要在大城市，北京上海一线城市，可

能会派去分公司但不需要在工地，比一二三四五六七等等局做财务要好些，会细分到一个模块的。你们薪酬大概

在什么区间？答没有私企那么高当然了你们也不能想的太低哈，会给你们安排住宿在房山区，男生一般两人一

间。。。 

过了几天也没信，自然就是凉透了，不过一点都不可惜，虽然不知道什么缘故被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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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建三局财务岗北京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8197-1-1.html 

 

三局集团下面一些子公司来我们学校办的专场宣讲会，现场收简历，有的公司会筛简历后现场面试，然后说如果

过了的话后续会通知。第二天收到中建三局一公司北方分公司的通知去面试，第一轮是一对多，自我介绍，主要

突出成绩和实习经历，然后针对个人相应的问问题，大多同学都有审计、别的行业的实习，会问为什么选择干企

业财务，对建筑行业有什么了解。然后就直接参加第二轮面试，同样一对多，先让每个人详细介绍一下自己的实

习和校园实践经历，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一份实习，都干了什么，有什么收获，然后也是针对简历相应地问问

题，也问了对建筑行业、对公司有什么了解。面完说第二天会通知过不过。 

两轮面试都是 HR 面的，给我个人感觉就是有点水、不太靠谱，中建三局主要卡学校、学历和专业比较严，面试

门槛比较低，HR 感觉也不是很专业，但是薪酬待遇都还不错，有点担心进去工作之后的氛围、发展什么的，有了

解的同学欢迎多沟通交流呀！ 

 

2.5  中建五局财务岗【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2422-1-1.html 

 

流程：宣讲会（现场交简历）、一面（仅自我介绍）、二面（意向提问）、财务主管面 

申请岗位：安徽分公司财务岗 

背景概况:实习期一年转正。财务不像企业仅月末忙，平时也忙。 

面试： 

一面：（3min）宣讲会后立即开始，我最后交简历，第一个自我介绍，站在教室前，对 200 人对自我介绍。不怂，

说了。面试官对我印象很好，觉得我落落大方。后面由于时间关系，一面改成 4-5 人一组，站面前，逐一做自我

介绍。不知道为什么，这关刷了一些我认识的很优秀的人，可能是没有意愿岗位与地区。 

二面：当天下午，面试官两组，有一组很随意，问了意愿与地区，接着就根据空闲岗位直接告诉要不要（2min）。

有一组面试官就是 HR 面，主要还是意愿岗位与区域，但是问了简历。（6min） 

结果： 

过了二面后，其实还有财务主管面。但是 HR 姐姐就要签两方，但是财务主管面没过就作废，过了就生效。我觉

得这是单项条约，很不公平，违约金 4000。我本不想来这个公司，而且财务只能在项目上，就拒签了。下午又给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想要我，我很感激，但是还是谨慎措辞拒了。算是秋招给我的第一个 offer，还是很感激。 

我的感悟：中铁中建很喜欢男生，二面前男生都是 HR 单聊一个个亲和的做工作，有啥要求尽量满足，真的不喜

欢女生，叹气。男生面这类企业，一面一个签；中铁五局总部长沙几乎不缺人，分公司缺很多，很难进长沙岗位；

且很看重学历，尤其本科学历；要不要你很大程度上看你报的岗位地区缺不缺人，你愿不愿意调。 

学习到：感觉中铁中建这种，很好的岗位，我是进不去的，一般岗位要求又很低，不太愿意去。如果自己不想去

的企业不要投了，有点浪费精力，除非不想去的企业面试很能涨经验，但是这家面试还是很快、有点随意的。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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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国建筑笔试-第二轮测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7379-1-1.html 

 

第一轮测试就是性格测试。 

 

第二轮测试就是能力测试，全是选择题，考了数学和逻辑，还有一部分性格测试和情景模拟。 

考了 7 门， 

1，2，3，4 都是数学逻辑（每个科目 10 分钟），1，2 感觉题干都得读一会，题干长。 

5 是性格测试（112 道题），6 是情景模拟（68 道题），都不限时。 

7 是类似于专业知识的题（5 道题），大约是 5 分钟，具体时间不记得了。 

2.7 中建一局房地产公司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9438-1-1.html 

 

网申后系统自动提示要求测评，测评为性格测试+情景测试，都不限时。一种选比较符合，一般符合之类的；另

一种给出情景选做法。 

没有遇到往年帖子说各种测试 

2.8 中国建筑在线测试（包括学习能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90354-1-1.html 

 

刚刚测完，虽然做的很崩溃，但还是趁着热乎劲赶紧发个帖子赚赚人品。我们是第一批测评的，应该还算有指导

意义吧。 

  首先万分感谢应届生的诸位前辈。嘿嘿。尤其感谢 L 大哥“冒死”截的图，真的很受用。省了很多时间。 

  一、能力测试 

  （一）主要题型 

  很后悔没有看公务员行测，题型如 L 大哥所截图一样。 

  计算分析 5 题 5 分钟（我是数学盲，就做 2 道了）； 

  图表分析 10 题 10 分钟（如公务员的资料分析，SHL 的数学题是对表格的分析，我一开始做算术题就知道自

己傻 X 了，肯定有技巧）； 

  图形观察（5 题 5 分钟，直接崩溃）； 

  逻辑推理（12 题 20 分钟，有图形推理、有数字推理、有公务员常考的判断推理题，这个还是剩下不少时间

的）； 

  言语理解（5 题 5 分钟，一大段文字，讲什么 LTE，给起个题目啥的，差点没做完）； 

  学习能力（3 题 15 分钟，这个后面再讲） 

  （二）注意事项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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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数学不好的人要吃大亏啊。 

  2、图表分析 10 个题是两个图表，言语理解是一段文字，做这两个题时，图表和文字每一页都有，不用担心

记不住数字和文字内容，我就犯了这个问题，做图表分析时以为是一个题一个表，结果每做一个题就重新看一次

题目；做言语理解时，以为文段再也不出现了，还花时间看了看记了记； 

  （三）学习能力题目 

  这个题目被大家说的云山雾罩的，听得我很迷茫。其实一来只有３个题占７.５分，分数寥寥，二来题目不算

难，如果读懂题目和要求，很容易做。以我做的题目为例。 

  1、A 是一个圆形内加“十”字的图形，如⊕。这个图形有三种变化，圆形内的“十”字变成“X”字（形状）、图形

有颜色（颜色）、图形变大即圆形的直径变大（大小），总结起来就是形状、颜色、大小的变化。根据或一或多的

变化，A 有七种变换图形。题干标记为 B—H 图形。 

  2、题目会给出一个原始图，一个对比图，通过变化原始图的形状、颜色、大小，与对比图进行比较，最终得

出效果图，知道以下两点是做题的前提： 

  （1）“√”是行动指示，形状、颜色、大小会放在一个长方形的三行表格里，哪个方面打“√”哪个方面就要改

变； 

  （2）“？”是价值判断，形状、颜色、大小会放在一个菱形的三行表格里，哪个方面打“？”哪方面就要和对比

图进行对比，有一个跟对比图不一样就要沿着“否”的路径，反之就沿着“是”的路径。 

  （3）“√”和“？”环节是交叉进行的，通常是几次变化后判断一下再变化几次。 

  3、如很多高手所言，就是跟编程图是一样的，编程题就是先做一些设定如打“√”，再做假设看是否符合条件

如打“？”，最终得出结果。 

  二、性格测试 

  这个因人而异吧，就不多说了，反之诚实作答的话不会超时，大概２０分钟左右。 

  三、总结 

  其实主要是觉得没人仔细讲学习能力题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什么标新立异的特殊题目呢，通过以身试法之

后告诉应届生的所有同仁，不是很恐怖，不用特别准备，也不知道自己讲清楚了没有。其他大家顺其自然，都是

中建备考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起考试就是缘分。废话说完，人品收到，此致敬礼，打完收工。 

2.9 中建地产面经，行政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53764-1-1.html 

 

通过了测评，感觉自己做得很烂，没想到过了，行政岗确实也有刷人的，有同学做了测评没有收到面试通知。但

是没有收到通知的不要着急，它是分批来的，比如其他岗位的可能还没开始。 

通知下午 2 点面试，2 点一场有 16 个人，3 点一场有 16 个人，先单面，分别留下 4 个人群面。2 点一场的在 3

点左右宣布结果，等 3 点一场的面完后再群面。 

单面时有一个房间 3 个面试官，进去 3 个人，每个人对一个面试官。不同的面试官问的问题不一样。我的问的问

题是：先介绍一下自己，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为什么要面中建地产，你面行政岗有什么优势和缺点，说一件自己

的挫折。 

我很老实地说自己中意中建地产，为了进中建地产还去了其他房地产公司为给中建地产面试增加经验。但是不是

同一个岗位，面试官好像不认同。但是他的态度很好。 

最后自己没有进群面，老实说，所问到的问题都是自己想过的，自己的表达能力太差了。 

整个面试环境是很好的，有人提供水，hr 宣布留下的人时也很柔和，面带着抱歉地说，“其他的人就……”，我的感

觉：公司越优秀，人力资源的态度越好。前天去一个小公司面试，hr 颐指气使的态度让人受不了，好像求职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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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低一等似的。 

祝各位成功。中建地产的宣讲我听得最全了，是所有宣讲会里气氛和讲话、还有感觉是最好的。 

第三章中国建筑校招综合经验分享 

3.1 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签约放弃咯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9922-1-1.html 

 

自己个会计专业，本硕 211 北京高校（排名 40 位左右） 

简历投递：在央财的宣讲会现场投递了纸质简历。 

笔试：大概不到一周就收到通知，在盛福大厦做一些财务知识的选择题，主要是会计审计的一般难度题。 

面试：11 月 26 日 HR 面试&专业面试，hr 就是泛泛而谈咯，专业就是问了我的研究方向然后展开的，一定要切记

填写的简历报名表，比如职业选择考虑因素、去海外的担忧，还有要表达去的意愿及和家人沟通过。 

体检：11 月 29 日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体检中心，公司掏钱而且还有 hr 的陪伴。 

签约：12 月 12 日邮件通知，15 日前确认回复，19 日前寄三方。 

笔试那天顺便听了一遍他们的宣讲，这公司有组织暑期实习，基本免费包机票等等，放了实习生的 video。然后

薪酬体系和区间，还可以吧，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去之前会教法语 3 个月。还有当地的一些介绍，阿尔及利亚和

我国建交很早，北非靠近地中海对面就是意大利法国，白人居多比较开放的法语为主，据说公司在当地很有威望

的。 

这种海外公司吧，还是要考虑清楚海外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就是往后的一个发展。大多数人应该想的是去海

外锻炼锻炼，挣几年钱，然后回国内哪个公司努力。 

3.2 中国建筑 2014 校招城市综合建设部法务笔试+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16911-1-1.html 

 

2013 年 11 月 14 号投的简历，12 月 27 号发短信通知 2014 年 1 月 2 日上午 9 点面试，地点是中建大厦。 

早上到了之后所有人集中在一个会议室，先花 20 分钟填个应聘登记表，然后发试卷笔试，笔试时间说是 2 小时

其实不限时间，因为到下午也没收卷。笔试题目有选择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题和论述题，以合同法、物权法、

担保法、公司法为考察重点，重头戏是建设工程合同，论述题是谈对企业法务的认识。笔试过程中按照名单顺序

去另一个会议室面试，由两个女面试官面 ，两人应该都是人事的，之前安排面试的 HR 则坐在旁边听，每人十几

分钟到半小时不等，主要是一些简历上的东西。由于上午人数较多，中间还插了一个城市规划的同学面试，中午

12 点上午的面试结束，上午没面完的同学就推到了下午 1:30 之后。 

3.3 中建海外事业部补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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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93317-1-1.html 

 

昨天参加的笔试加面试一个下午搞定，笔试的中途被叫去面试。 笔试没有时间限制没人监考 笔试内容分为财务

基本知识（50 道单选题）和英语测试（句子和词语的中英文互翻还有一篇 150 字的英语作文），昨天下午就三个

人。 我应聘的岗位是阿尔及利亚财务人员，待遇基本上就跟他们打出的海报一样，说 15 万左右第一年 ，签三

年，三年之后可以选择申请回国和继续留在那里。但是面试环节还是问了我期望薪酬和工作地点的安排 ，三个面

试官：包括一个问专业知识，一个问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问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总体感觉还是很正

式的。一周之内后通知体检，最后说综合笔试和面试还有体检情况择优录取。希望对后来人有帮助。 

 

3.4 中建地产面经--营销岗-攒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1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17577-1-1.html 

早上 8:50 的面试，要求提前二十分钟……结果一出门就下起了小雨，天气颇为不给力，等了 20 分钟都没打到车，

只好窜上一辆盯了我很久的黑车，到了地铁站。周六早上地铁站人还是很多的，在地铁上困得要睡着了……幸好

穿了运动鞋，带了高跟鞋，不然穿高跟鞋暴走换乘，还没面试我就真的已经挂了…… 

    废话少说。 

    （1）笔试 

    21 楼进门左边就是卫生间，把鞋换了，整了下衣服，就去签到了。之后被领到一个会议室里，发了两套试题

一个答题纸，分别是英语测试（包括阅读理解三篇，完形填空 1 篇，名词翻译、语法选择题、中英文互译和作文，

感觉难度跟四六级差不多），另一份是营销类的专业试卷，很多都是跟房地产营销直接相关的问题，包括填空、单

选、多选、名词解释、观点论述等若干道，因为我不是营销专业的，所以基本都挂了…… 

     （2）面试 

     正在答题的时候，HRmm 说按姓氏音序进去面试，每次两个人。跟我一起进去的是人大市场专业的硕士 MM，

里面四个人，最左边貌似是某领导，因为一直在短信电话好像很忙的样子，中间一个男士，男士旁边还有一位女

士，看上去挺和蔼的，比较奇怪的女士旁边还做一个中学模样的小孩……不知道是不是哪位 HR 的亲戚。 

     先是分别自我介绍，然后会根据简历上的个人经历问一些问题。因为我的旁边的 MM 是学营销的，所以问了

很多她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比如对于房地产走向，先降价，后降价，不降价你认为那个更好等等。因为我不是营

销专业的，所以问我的问题大都是个人经历有关，有的包括个人和团队的关系的，为什么选择中建地产，比较倾

向于做策划还是销售，中建地产是不是唯一选择，还投了哪些单位等等。 

    （3）面试结束后出来接着答题。 

     最后做完都 12 点了，HRmm 说公司给大家准备了午餐，我们就到前台附近的一个整理间吃了吉野家的外卖，

男生很多，大家互相问了专业和学校，人大的真多啊……感觉今天来的大部分都不是营销专业的，所以松了一口

气。 

 

     不知道后续结果，我猜接下来应该还有一轮面试吧，希望尽快收到通知，也祝福各位 XDJM 找工作顺利哈~ 

 

3.5 中建地产，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安全的感觉！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0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3070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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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参加了中建地产在武汉的宣讲会，从出宣讲会的门开始一路骂回寝室，主要是 3 个事件。按气愤程度排列如

下： 

1、会后现场投简环节。投简处设立在一个不足 12 平方米的门廊，6 米外就是宣讲会场的楼梯（会场在 2 楼半），

结果是什么大家想到没？约有 300 人挤在这两段楼梯上，然后呢？如果谁不小心跌倒，这将是一个人体多米诺！

每年都有小学生楼道踩踏事件的发生，后果就不多说了！万幸的是，今天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发生，但是我新做

的手术伤口破裂，出血……好吧，我认了，这个不怪这帮家伙，怪我！按道理说房地产公司在房屋设计时人群的

疏散措施和设计是由国家强制标准的，对于这样的安排，我表示非常遗憾。我认为我遇到了一个没有把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公司。这样的公司修建的建筑我们只能指望国家标准了，这是一个对于安全问题没有远见、

不主动的公司。对那些认为火灾、地震或台风这些情况不可能发生或发生了无所谓的人，可以不用在意。 

 

2、组织水平。这个和第一个问题有牵连，主要设计 2 类人。一是这次宣讲的组织人员，人数超过预期，人员来

得太多，这个情况不是在宣讲会结束的最后一分钟才发生的。整个宣讲会持续了 2 个多小时，可惜没有任何组织

单位的人想到这样的投简处设置问题有什么不妥，缺乏安全意识！对于建筑物来说，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对此

有异议的人，我表示你是属猫的，9 条命~~然后在出现拥堵情况后没有任何处置措施，只是无能的大喊大叫，相

当的没有素质！这里作为一个普通人，尽管我是学建筑出生的人，我表示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

先，迅速把疏散到建筑物外空旷处；其次，在空旷处组织排队。如果公司认为只靠大喊大叫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话，我表示我 cao！还有一个办法就前期就安排好场地，说实话我出过 N 家在华工的地产公司宣讲，这是最抠门

的一家公司，从场地就可以看出来。场地太小，影响和投影仪一系列问题不断出现。华工今天没有场地了？我是

管院的，旁边经济学院，这 2 个学院均拥有华工内一流的学术报告厅，座位、场地大小、投影仪、话筒……一系

列设施都比今天的场地好得多，而且我还核实了今天这 2 个场地均空置。其次，今天还有家地产公司在华工有宣

讲，人家在一号楼学术报告厅，相信华工 03 级以前入学的华工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学位授予仪式的举办地，大

小和设备我就不罗嗦了。总的来说：公司可以小气，但是请组织好！因你的员工已经拿了工资了！ 

 

3、人员素质。这个不好说，不过我只说客观现象，不评论。主持人点名习惯：XX 女生。在我点明这个情况后（我

站在第二排），主持人的答复是我只看见了举的手，然后一个 MM 站起来了。功力高深！我赞成多给女孩子机会，

因为一些公司总存在性别问题，不过请用人单位公平一些。另外一个武汉分公司的员工发言，07 届的，工作 3 年。

语无伦次，吐字不清，80%的时间都在阐述公司对员工的培训，15%的时间在说公司在员工生日时给的福利。最

后我突然想起来，他是营销岗的人，在此不做任何关于该岗位和该岗位从业人员的评论！ 

 

如果大家觉得什么都无所谓，需要的只是一个 job，而不是职业的话，我表示我也无话可说，尤其是华工的家伙

们。别轻看自己，别高看别人，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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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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