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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东中烟简介 

1.1 广东中烟概况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28 日，负责广东卷烟工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下设广州卷烟厂、

韶关卷烟厂、梅州卷烟厂、湛江卷烟厂，共有 5000 多名员工，资产总额超过 100 亿元，2016 全年累计实现销售

308.9 万箱，实现税利 244.57 亿元。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双喜”系列近二十个品牌。 “双喜”品牌 是广东中烟的龙头品牌，始

创于 1906 年，是烟草行业为数不多的百年品牌。双喜牌品从南洋兄弟创牌到广东中烟成立之初 39 万箱规模，到

2015 年产销量突破 300 万箱，已飞速成长为全国卷烟品牌规模中的第一品牌。2017 年产销量预计 270 万箱以上，

实现税利总额 246 亿元以上。2005 年，“双喜”品牌被授予“中国名牌产品”称号。近几年，广东中烟坚持技术

创新，“双喜”品牌不断推陈出新，做精做强，去年完成了一批新产品研发，珍藏、国喜、百年红、沉香等新品先

后上市，今年还将开发多种新产品，满足各类消费者需求。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在柬埔寨和澳门分别设立卷烟厂。2016 年广东中烟在国

际市场销售卷烟 59.2 亿支，实现税利总额 2200.6 万美元。  

     展望未来，广东中烟将发扬自我加压、奋发有为的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认真贯彻国家烟草局的总

体工作部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积极转换新动力，努力实现双喜结构提升新突破，为企业持续健康发

展而奋斗，为践行“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行业价值观而奋斗！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广东中烟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广东中烟官方网站： http://gdgy.tobacco.com.cn/ 

 

 

第二章 笔试+面试资料 

2.1 回馈论坛~广东烟草 2020 笔面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368-1-1.html 

投烟草也是蛮巧的，秋招期间偶然间看到，随手一投没想到进了笔试（据说今年简历收了很多但进笔试的不，卡

的挺严） 

笔试的话有点像公务员行测+事业单位公共基础，我考前做的国考题练手，也很幸运进了面试 

面试是结构化的，共 3 道题，限时答完。主要是人际关系啊心态之类的，本来想报班后来忍住了，看看 b 站的相

关视频和路上中公发的资料，确实很有用~ 

祝大家要报烟草的也顺利通过噢！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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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广东中烟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操作工笔试+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1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497-1-1.html  

 

2017 中烟操作工春招面试经历 

面试地点：广东中烟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整个面试分为三个部分：初面、笔试和终面。初面地点在华工，我是上午，面试很简单，问一些基本问题，对烟

厂的看法，个人工作打算等，建议穿正装，感觉中烟对态度很看重。去面试时，有很多号称针对中烟的辅导突击

培训班，价格很高，但是基本没用，建议不要浪费钱，如果你很有钱，请随便，你开心就好。笔试在华农，分为

性格测试和综合知识测试（主要是行测部分，考过公务员的孩子有优势）。笔试部分个人认为很重要，因为最终成

绩里，笔试占 50%，想要进中烟，建议好好准备笔试，提前刷刷题。真的很重要。终面，我的终面在卷烟二厂，

陈家祠那里，会通知你比面试时间早半个小时到达，去了之后在门口等，工作人员会把你带到等候室，填应聘资

料，每次面试都有的。写完就开始等，大约 1 个小时 1 组，我们当时是 6 个人一组。终面内容主要是团队游戏加

单独的问题，针对个人简历。最后祝你们好运，有不清楚的可以留言，看到了会帮你们解答。PS 我过了终面。 

2.3 操作工 面试经验( 广州 ) - 广东中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1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496-1-1.html  

 

面试过程： 

排队填资料，资料一定要带齐，不然后面也要补交的，先自我介绍，还有问你了不了解做的什么工作，还会问你

做过什么东西。  

 

面试官问的面试题： 

先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你对这个工作做什么的知不知道，这个工作是操作卷烟机的。还有问了兴趣爱好。 

2.4 2017 届广东烟草专卖局校园招聘全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5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1468-1-1.html  

 

我来答一个主观性极强（我个人为例），给学历并不出众（我三本学历）打打鸡血，并夹带些私人干货的帖子。

只希望给即将参加 18 届校招，或许会像曾经 17 届的我一样常常独自一人走在校招路上，彷徨无助参加一场又一

场的招聘会的你一些鼓励！ 

按流程流程（网申——初面（资格审查）——笔试——面试——拟录用——体检——签约）一一说明。 

一、网申：这个关淘汰率极高，按照 1:5 的比例筛选简历，进入下一轮。所以这一关极其重要。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增加网申通过的概率呢？ 

1.善用招聘网，利用 51job"投递分析”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广东烟草招聘采用的是前程无忧，投递简历之后，

可在我的投递栏目中按投递分析（这个功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哈哈）可知道目前已有多少人投递？你在投递中的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49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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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排第几？投递中的人有哪些技能？若自己有几个意向城市、几个意向岗位，自己可综合分析选择投递人

数较少的岗位。 

2.简历内容要突出。个人感觉广东烟草似乎更专注你的实际工作能力。以我个人为例，三本学历、GPA 不高已成

事实，能做是在其他内容方面做到突出。比如相关的优秀实习经历：某知名外企快消销售实习生经历，业绩指标

完成率 128%，在四个实习生中排名第一；如某外卖在线平台担任商务拓展经理助理，新增客户 28 家，取得 XX

市 XX 区在线外卖市场份额第一名 blablabla........比如较优秀的办公技能，比如熟练 excel（会用数据透视表进行

数据分析）blablabla.........总之，简历显得你既有态度又有胜任该岗位要求的能力。 

二、初面：说是初面，实为资格审核。主考官需审核你的条件是否符合招聘公告需求，且确保你报道时三证能够

齐全（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一般情况下资料齐全者能够都能够参加下一轮笔试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确认初面的具体时间，我曾为此差点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当时告知我曾参加初面的

时间是 9:00 点——16:00。我的想法是下午 2 点过去参加初面，结果当我在学校西餐厅享受着我热爱的西冷牛扒

时。一个电话打来，HR 问我怎么不过来参加面试，面试 12 点就要结束了。我一脸萌逼不是说下午四点前都可以

参加初面吗.......？跟 HR 协调了一下时间，吃到一半的牛扒放在一边，急匆匆地搭公交屁颠颠地赶到现场，下午

2 点，幸亏来得及。面试官审查了一下我的资料，就叫我在等候室等候，下午 5 点过来拿准考证。所以小伙伴们

一定要看准面试时间，准时达到现场。 

三、笔试：公共基础为主，多刷题就是了。90 道题 2 个小时。题目难度不大，比公务员考试要简单，且计算题目

较少，对不擅长数学的同学是利好。这个刷一些行测题就是了，听身边备考过公务员的朋友说有些题目是国考题。

时间 2 个小时基本很充足，可以让你再检查一遍自己所做的题目（我就是题目做完后再检查改了 4 道题，且有三

道题由错改对，笔试成为第一名：）） 

四、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20 分钟时间。当时我们组是 9 个人，平均每个人 2 分钟左右的发言，时间还是挺赶。

所以在极短时间内展现出自己优秀的一面就显得尤为关键了。以答主本人为例，面试成绩 77.5，排小组第一名，

比第二名高出 4 分。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在面试中取得好成绩呢？ 

私以为要在面试中取得好成绩，需展现出良好的言语表达、独立思考、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具体为： 

1.言谈举止大方得体（穿着打扮：穿上帅气西装，头发梳成大人模样.......；举止：切记手上动作过多，跷二郎腿，

显得轻浮。） 

2.言语表达：表达一定要流畅，简洁突出重点；语气一定要抑扬顿挫，有感染力；语音尽量用喉咙发音，声音尽

量显得低沉，切记音尖、沙哑，这样容易给人以沉稳的印象。 

3.独立思考：你的表达一定是突出自己的主张，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老生常谈的观点。同时你的主张得想办法

得到小组其他人的支持，这样说明自己的主张是有市场的。 

4.人际关系：自己发言的同时给其他人留足时间，切记自己说得过多而而其他小组成员没有时间发言，否则不仅

小组成员记恨你，面试官对你印象估计也不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你的发言要积极争取大家的支持。当

你尊重别人且你的主张得到别人的支持，这就为你下一步争取当发言总结者进行铺垫。 

ps 小技巧：当自己发言时，一定要切记你要征服的对象不是小组其他成员而是现场的面试官。所以要经常与与面

试官进行眼神交流，目光坚定且柔和不紧不慢对面试官进行扫视（目光聚焦于面试官双眼中间的额头位置），保

证面试官对你印象深刻，谁用谁知道哈哈。 

另外：面试是当场公布成绩的，按笔试：面试=4:6 的比例算综合成绩。现场保密措施严格，答主下午 1:30 经常，

下午五点出场。期间要没收手机，面试完到楼下等候室等待不能到为面试等候室与为面试等候人员会合（应该是

怕透露题目，因为下午的面试题目都是一样的）。值得称赞的是楼下有各种零食，面完试等待的同时享用零食也

是件惬意的事。 

五、拟录用：按综合成绩（笔试：面试=4:6 的比例算综合成绩）确定拟录人员。 

六、体检：与公务员体检类似。体检前切忌剧烈运动，体检前一天晚上 8 点过后保持空腹。一般问题不大。 

七、签约：体检过后就是签约了。毕业后拿报到证过去单位报到，正式上班。。。。。 

校招一路走来，其实并不觉得累，也不觉得孤单。只是因为曾经彷徨无助上应届生搜索相关校招资讯，感到莫大

帮助，作为过来人的心态想分享自己的校招经历，帮助也曾经像我那样对相关校招资讯饥渴的同学们。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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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希望 18 届应届生看完答贴有所帮助，谢谢！ 

感受有帮助你就点赞呗：） 

 

2.5 2017 广东中烟全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5287-1-1.html 

 

 

好几年应届毕业生论坛都没有中烟的资料了，我来说说中烟今年的情况吧，毕竟大家都说应届毕业生论坛是个神

奇的地方，有分享就有好运，今天笔试可猜了不少题，攒攒人品先。  

 

先说说时间 

网申时间：2 月 27-3 月 6 好像初面时间：3 月 14 日 

笔试时间：3 月 19 日 

终面时间：3 月 25-27 日 （每年都不一样，只做大概参考，不过笔试一般都在周末） 

 

初面：初面这个好像没什么好说的，穿正式点吧，最好是正装全套，中烟很注重形象的。然后就是准备一个 1 分

半左右的自我介绍（不要太长，短小精悍即可）准备完上两个几乎没什么了吧。问的问题不会很难，也不会问专

业问题，大多都是照着简历问，一个人 5 分钟左右差不多了吧（简历牛逼不要吹太多 ） 

 

 

笔试：笔试可谓是中烟招聘最最最重要的环节了，一定要提前提前再提前去复习 （如果想进的话）笔试考

不好，什么戏都没得唱。这里我建议大家去报考公务员国考，不是要大家去学得多好多好，是一定要去了解这个

考试的感觉，考试感觉很重要。 

然后就是复习方向了 ，方向的话大家就按照公务员的考点去复习吧，每个考点都要精通，不要说觉得公务

员考试很少考这种题就不去复习，中烟就喜欢考考点比较偏的题，比如这次考试，言语 15 道（病句占 6-7 道了）

数推 8-10 道，数字 12 道左右（数学题比较多，听说每年都有 20左右 ）推理跟图推各 15 道，资料分析

10 道，专业题 20 道（这是机电方向的，听说综合方向资料 15，推理也多点，数学多一部分）今年的题型大概就

是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跟公务员考试完全两个样，虽然都是行测，但是跟公务员的题型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中烟的考试每年的题型都不一样，比如去年有常识跟类比推理，今年就没有。做题的话，除了国考跟广东省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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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海等教育强省的题也要做，时间久的题也可能会考，这次考试的资料分析材料都是 06 07 年的。 然

后考试是一个半钟，2 点进场巴拉巴拉废话+性格测试到 2 点 55 分发卷，4 点半收卷。机电题建议考前 5 分钟做

完（不给翻阅试卷的时间，因为后面很多数学题） 

 

 

PS：中烟的考试虽然都是真题，但是题大家是做不完的，也不要猜考哪个省，这是猜不到的，我做了广东 5 年国

考 5 年的，才只有不到 5 道题出现。最重要的是掌握解题方法 

 

 

PPS：考试之前千万不要报什么中公封闭班（如果你有点基础的话），封闭班全是讲基础，是针对小白的，还不

如自己刷题，不过考试前一个星期能结课的话还是可以报的，等于复习一遍吧。 

 

 

PPPS：这次考试楼主考得真的好差 ，听说去年终面 47 分就进了，怪不得这么低分，楼主终于懂了，中烟

的考试太变态了 ，楼主很都题都是猜的，所以过来攒攒人品，等过几天出成绩能进面再来写面经了。

 

 

报告一下，楼主的笔试通过，分数比想象高几分，排名挺靠前的。不过跟后面分差也不是很大，看来应届毕业生

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终面情况 

终面分成 3 天，具体好像是按厂跟成绩分的好像。终面的形式的无领导+半结构（这里只是机电，听说营销岗都

是半结构，综合不清楚）机电操作无领导都是制作模型，属于操作类吧，这没什么技巧，主要是考验动手能力和

积极性。然后半结构的话建议回答简明扼要，不要过多铺垫，考官不喜欢，有啥说啥就好，不要吹牛，不然各种

被追问就不好了。面试的氛围很好，所以大家也没必要紧张。等我过了面试再发体检签约吧  

 

体检情况 

体检时间是 4 月 6 号。虽然短信安排时间不同，但是当天早去早体检。项目的话就是一些公务员的项目了，如果

不放心自己可以先去体检一次，今年好像跟去年也不同，去年有爆菊花，今年就没了。大概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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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17 广东烟草专卖局校园招聘笔经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4219-1-1.html 

 

 

楼楼现在已经签约完，当初笔试面试的时候觉得网上关于广东烟草的笔经和面经太少，所以楼楼经历过后想分享

给大家，希望给后来人一些帮助 

 

 

1.网申：在前程无忧上投简历，报名时间是 2016 年 11 月 14 日-11 月 21 日 

2.初面：11 月 24 日楼楼就收到初面的通知，地点是在天河那个广东邮电学院，时间 11 月 26 日。初面就是带齐

资料，穿正装。楼楼的地区初面什么问题都没问，就是一对一的审核资料，不过听说有些地区有自我介绍和简单

的几个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准备下咯。审核资料后她就说下午会发短信通知来拿准考证。所以楼楼就在附近找

了个地方吃午饭，然后回来等，等了好久，等到下午三点多才收到短信，然后排队等拿准考证。感觉初面没刷人，

大家都过了，可能是网申刷了很多人。拿准考证时我看到了笔试名单，我那岗位招 2 人，有 8 人笔试，所以竞争

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3.笔试：笔试是 12 月 4 日，也是在广东邮电学院。初面到笔试只有一星期的准备时间，在百度上找到一份往年

的烟草真题看到是考公共基础知识，楼楼没有看过，所以马上在网上买了一本书，也在网上找了些题目刷。考试

那天发下试卷就懵逼了不仅有行测还有公共基础，就是混搭。单选 60 题，多选 10 题，判断 20 题。不过幸好楼

楼报了国考，所以一直有在练习行测。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好多题目都是楼楼做过的国考真题，可楼楼却忘记了

答案所以建议之后考的同学可以多看看国考和省考真题。 

4.面试：12 月 7 日官网就公布了笔试成绩。面试比例是 1：3，楼楼岗位就淘汰了 2 人而已。虽然楼楼才考了 60

多分，但也岗位第一所以也要看运气，有些岗位 70 多分都第三第四。面试时间是分为两天，12 月 10 号和 11 号，

还是在邮电学院。楼楼的地区是在 10 号上午面试，很不幸，是第一批在网上找面经，了解到无领导小组的形式

几率大，所以就往这方向准备了下。面试那天很冷，楼楼穿着正装外面再裹了件大衣不过进去侯考室有暖气就可

以脱了。到了就是签到然后收手机，签到后才发现楼楼不仅是第一批还是第一组，你的竞争对手和你是同一组的，

而且是按笔试成绩排的号。楼楼岗位有 6 个人，和另一个岗位 6 个人凑成了一组，总共 12 人。到了时间我们就

进去面试，按号码顺序坐好，桌上有题目和笔，草稿纸。然后主考官就读面试注意事项，3 分钟看题，20 分钟讨

论，3 分钟总结。楼楼那天上午的题目是就业和择业你选择什么？因为没有个人陈述的时间，有人提议先每个人

陈述观点，12 个人陈述完就十几分钟过去了，楼楼在一开始抢了计时员来做，所以一直在提醒时间，不过还是觉

得时间很紧，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说，最后仓促的统一了观点，总结的人是有个人推选出来的。不过楼楼觉得如果

总结能力不好不要随便做总结人，因为楼楼小组那个总结人就总结得不好，所以最后的分数也不高。我们小组面

试完后就被领到一个房间，要等其他小组面试完才可以公布成绩走人，因为我们是第一组，所以等了有四五个小

时，房间里有水和零食提供，因为没有手机，大家就一起玩了杀人游戏，然后再聊聊天 才熬过了这四五个

小时，最后被领到另一个房间公布成绩。公布成绩的人是第三方的人，应该是前程无忧的人，他说面试成绩分数

第三方占 70%，烟草占 30%。然后按照面试的顺序一个个念成绩，会念面试成绩，和综合成绩，面试成绩念的

是折后的分数，笔试占 40%，面试占 60%，面试成绩大部分在 45~50 分之间。所以建议大家带只笔在身上，然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421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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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页 共 21 页 

后在手上记下自己和竞争对手的成绩，自己对比下就知道有没进啦。 

5.体检：12 月 15 日在前程无忧和烟草专卖局官网都公示了拟录名单。然后是各地区自行组织体检，楼楼

地区是最早通知体检的，在 12 月 29 日体检，有些地区是 1 月份甚至有的是年后 2 月下旬体检。体检就是按照公

务员标准，一般都没啥问题。  

6.签约：体检完到通知签约也很久，2 月中旬才通知的寄三方。 

 

 

2.7 广东烟草 2016 笔经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4823-1-1.html 

 

 

楼主参加了广东烟草 2017 年校园招聘，11 月网申，网申后通知第一轮面试，是到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参加了

第一轮面试，第一轮面试很简单，简单自我介绍，面试官会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交资料审核，基本上当天晚上

就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进入笔试了，进入笔试的比例是 1:5。又过了一个星期，周日，还是在邮电参加笔试，笔试

基本上全是行测，文字类题偏多，感觉好多政治哲学题啊，做题时瞬间想起我的高中政治老师，笔试成绩也在几

天出来，在官网上公示。又下一个周末就进行二面了，进入比例是 1:3，面试形式是无领导，楼主因为那天学校

要考试就没参加面试 。有蛮多同学参加面试回来说面试成绩大家都差不多，最终拉开差距的是笔试成绩啊，

楼主笔试成绩跟第一名差蛮多的，综合考虑一下就没去面试了，参加了学校的考试！啊，对了，最终参考是笔试

40%面试 60%，其实笔试成绩好已将半只脚进入了烟草啊！整个流程下来，我觉得烟草并没有外界传说中的黑啊，

还是蛮公平的，当然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逆袭情况出现。总之，想进的师弟师妹们，记得好好准备一下笔试，赢

在起跑线上吧！ 

2.8 噔噔噔噔~2016 年烟草局面经新鲜出炉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4623-1-1.html 

 

 

 12 月 11 号，是广东烟草局的终面。之前已经在论坛上发过笔经，说如果能入面试一定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面经。毕竟觉得烟草局的笔经面经真的好少，希望能给下一年想考烟草局的小伙伴们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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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烟草局招聘公正了很多，从笔试到面试，都会有很具体的分数出来，都是自己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

进笔试是以 1:5 的比例筛选，进面试的比例是 1:3，所以说，网申和初面刷了很多人。楼主笔试成绩第一，所以

面试的时候只要不出太大问题，不要给第二第三名的同学拉开太大差距，那基本上总分也会第一。所以，面试的

时候一定要淡定，不能乱了阵脚。 

       烟草局的终面是无领导，没有半结构化面试，3 分钟阅题时间，20 分钟小组自由讨论，3 分钟总结。我们 8

点就要开始签到，当时我是第一组，所以 8 点半就开始面试了。面试之前，所有人都要关机，并把包包放到前面，

每个人只能那些像纸巾或者笔这样的随身物品，途中不能使用手机，否则当作弊处理。面试的题目是一段短材料，

说的是耶稣和他的一个门徒彼特的故事。这个题目没什么好争议的，因为不是两难问题，所以讨论的时候不会出

现分歧，大家讨论的时候都是说应该怎么做。所以，当时的气氛很和谐，并没有出现很激烈的场面。不过注意的

是，说话注意声音要洪亮，这样不仅能让面试官听到你的观点，也能表现出你自信的一面。 

       一组的面试大概半个小时，9 点的时候我们第一组就面完了，然后被带到其他楼层等候。注意，我们要等到

全部人面试完了宣布完成绩才能离开，期间只能一直待在那个地方，不可以去其他楼层。还好那里有点心和茶水

供应，很贴心有木有！所以，我们一直等到 12 点全部面完后还要等成绩的统计，最后面试官会当场宣布成绩，

这时候你不仅要记住自己的成绩，同时还要留意一下你报的那个岗位的同学的总分，一般来说，总分最高的那个

就是被录用的那个人了。当成绩宣布的时候，竟然是发言较少的同学得分最高，这让我们组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得分最高的那两个同学，不仅发言次数比较少，而且其中一个女生说话声音也不够大，连同组的人都听不清

她在讲什么，但是最后她们就是高分，反而当 leader 和总结的那个同学的成绩就一般。所以说，无领导真的很没

标准很难把控的，因为你压根不知道面试官的评分标准，不知道面试官喜欢积极发表意见的人还是比较文静的人，

所以，我建议保守一点，如果能力不是特别足不要争做 leader，做 leader 风险很大，做得好会很高分，但 hold

不住就会被扣分，要结合自身情况而定。我当时是追求稳定，偶尔会发表一下意见，没有做任何角色，最后的成

绩不会最高当然也不会最低，就中间水平，但是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跟我报一个岗位的两个同学面试成

绩没有跟我拉开差距，最后还是我最高分，这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总的来说，整个烟草局的招聘都很公平公正，面试的时候还有第三方机构做评委并打分，也是由第三方机

构来宣读成绩的。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认真准备好笔试，尽量考高分点，这样胜算会大很多。 

       感觉自己有点语无伦次 应届生论坛真的是个神奇的网站，希望我最后可以顺利地通过体检，拿到烟

草局的 offer，同时也祝大家好运！天道酬勤，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加油！ 

 

 

2.9 广东烟草专卖局笔经【新鲜出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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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3020-1-1.html 

 

昨天笔试完就去聚餐了，今天才有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笔经  

笔试一共 2 个小时，都是行测题，单选，多选和判断，时间非常充裕，不怕不够时间的！听说上一年考的是常识

题，就是政治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军事天文那些，今天也考了，不过不只是常识的内容了，还有语言题和两道

数学题，一道资料分析，没有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和历史反而考得比较多，特别是多选题，政治占了很大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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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也有考，所以对于文科生相对有优势一丢丢。不过也难讲啊！毕竟高考已经离我们这么远了！很多已经还给

老师了 多选真的很心塞，不过做的时候相信你不会的别人也不会就对了！ 

总的来说，这次笔试语言题、政治题和历史题占比比较大，建议下次考的小伙伴考前准备一下常识部分，其他的

没有国考那么难，相对简单些。 

对了！还有考到公文写作的知识！并不是叫你写一篇公文，而是让你了解基本的概念，比如有一题我印象比较深

刻的，公文、文书和文件，就其外延性从高到低排序。后来我百度了一下，文书的外延性最高，其次是公文，最

低是文件。不过相信考公的同学对这些知识不会陌生啦，其他同学也不要怕，也就一两题。 

应届生论坛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希望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也希望我能高分飘过啦啦啦~等我进了面试我一

定会回来分享面经的！！！ 

 

2.10 广东烟草机电岗全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6605-1-1.html 

 

 

听说在这里发帖最后都会有 offer，看了那么久，也是时候来贡献下自己的经历，给以后的师弟师妹一些经验。事

先说明，楼主非 985 211 等重点学校，只是广州某一本院校。本人处于学霸与学渣之间。 

1.网申：很久很久前就听说过中烟的校招是很晚的，等到 12 月终于等来了通知，感觉烟草是很低调的，几乎是不

开宣讲会的。网申的时候看见适合我的岗位今年也招挺多人的，虽然上几届只有寥寥几个师兄师姐进了，但还是

抱着希望去试下。报的时候我姐还嘲笑我怎么去那种拼爹的企业。确实，网站下面明确写了职工子女报的岗位不

限专业。不公平的地方到处都有，大家也不用吐槽。 

 

2.初面：网申完后就坐等通知，在中旬的时候收到了初面通知，是在华工的海丽文体中心。网申刷的人不多，也

不知道是怎么刷的，赶脚就是看脸缘，有些学霸都被刷了，但学渣也有可能留下来，所以网申被刷也不必伤心，

只能说明你跟它没缘分。 那天去到华工的时候，又是和电网一样，站在楼梯口那里等入场，还好和同学来

得早，面试速度也比较快，大概半个小时就进去了。资料初步审核后就在海丽进门那里填写一些基本资料，包括

视力啥的，填完资料整理完再审核多一次就可以进去了。进去后人也不多，大概前面就几个人。一人大概 10 分

钟左右（没看手表，自己估计的）。问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自我介绍+简历问题，说的时候面试官在一张纸上打

分。面试官好像对我的下乡经历挺感兴趣的，就多问了几句。然后就是问对岗位的理解啊，能不能接受倒班啊，

有什么特长啊（无才无艺的人老实回答没有）。面试介绍后问下同学，也基本是这几个问题，没啥区别。 

 

 

 

3 笔试：初面过好像 1 2 天就收到笔试通知啦，问下周围同学，基本都是过的，赶脚没怎么刷人。笔试的时候刚

好和南网冲突，上一年也是这样，中烟真的是赤裸裸的竞争啊。考虑到南网面试有点差，还有南网笔试只考专业

题学渣伤不起，所以纠结万分后还是选了中烟。笔试之前问过师兄师姐，考的是行测和一小部分专业知识（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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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说有申论吓到我不要不要的）。临考前做了几套行测题就上阵了。说好的 2 点开考，等到 2 点半才开始。一开

始是 30 分钟的性格测试，跟以前网申做的基本一样，然后就是 1 个半小时的 100 题。想着 1 分钟一道题应该差

不多，写到 40 多题的时候发现已经快 4 点了， 吓到直接从后面开始写（感觉这个策略是对的），专业题

挺简单的，高中物理都能解决大部分。搞定后写资料题，也比以前做到简单，基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最后涂卡

完还有点时候，看下数列基本不会就全选了 C，逻辑推理也看看按心情写。考完赶脚都快跪了，听到考南网的同

学都快哭了，也觉得没差。考试的时候说 24 号出成绩，就安心地等着，反正读选了 C，就生死由天富贵由命。结

果 22 号就出成绩了，感觉还真速度。看了下居然人品爆发，成绩很不错 ，然后等下就收到短信通知 26

号早上去面试。 

 

4 终面：考得还不错，也就好好准备下，因为终面和最后录取是 1 比 1.5，机会还是蛮大的，刷了下面经，各种

说法都有。啥单面选题才艺展示 初面不都问过了没才艺还要我展示才艺。问下师兄就说他那时候是无领导，

就看下公司简介编下才艺准备下一些基本问题。26 号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跟同学去坐地铁。又冷又下雨去到地铁

还没早餐买也是挺心酸的。去到陈家祠后终于买到早餐，吃完进去还要在旁边等。大概 8 点就有工作人员出来说

按组排队。进去后又要填资料。填完就是资料审核，一组 7 个人，审完就带去另外一个地方面试。进去前就跟我

们说手机关机啥的，进去后一排领导 6 7 个坐在一边，另外一排就是我们。瞄到有个纸皮袋上面写着团队游戏时

内心是奔溃的 终面居然是无领导也是醉了，然后中间的面试官开始巴拉巴拉说面试流程。说完就开始无领

导小组面试，题目是给你 500 平方米设计一个办公环境（。。。。。我们面的是机电岗啊）5 分钟审题+20 分钟做一

个手工展示+3 分钟介绍。小组讨论第一个说，然后后面也没啥其他意见，就巴拉巴拉补充，说完时间都过半了，

赶紧手忙脚乱的做。最后时刻勉强完成。然后面试官就开始问过程的优缺点（自己举手回答，不指定）。然后就是

啥岗位和你有啥匹配啊，对烟草的理解啊，能接受几年基层工作啊之类的。都是自己抢答，想说就举手。一个小

时后就说差不多完了，然后就叫我们离场，还不能和下一组交流，后来才知道早上的好像都是一样的题目。面完

感觉一般就回学校吃饭补眠啦 

5 后记：写这篇主要是昨晚看见有人发帖说他们有叫留下来等然后公布面试成绩，我问过机电岗的其他人，好像

都没有这样做，还有笔试题目也不太一样。希望能给以后的一些正确的信息，不要到了那时候才发现面经跟自己

经历不太一样。辛辛苦苦码了那么多字，也希望能跟传言一样，早日拿到中烟 offer。 

 

 

2.11 2015 广东烟草校园招聘心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617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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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网申：今年的招聘是在 12 月 10 开始的，16 号结束网申，只有短短几天的网申时间，而且人家都说烟草公

司都是极其的低调，几乎都不会开宣讲的，因此很容易错过，所以之后的师弟师妹如果有意愿加入烟草的，要经

常逛一下一些招聘网站，我今年就是在应届生看到的。烟草的网申系统使用前程无忧的，要填的内容不多，甚至

让人觉得有点少，因为拿来和其他公司一对比就很清楚，而且都是填一些基本的东西。Lz 当时填完感觉是充当炮

灰的角色，所以填完再没怎么关注。但没想到网申结束三天左右，就收到了笔试通知，真的很惊喜，就马上上网

查查烟草的笔试要考什么，但几乎看不到往年的情况，这也是今天要写这篇心得的原因，所以就看个写国考的行

测就参加了笔试。 

二、 领取准考证：和很多事业单位一样，烟草也是要现场审核考试资格，即是你通过网申后，还要去规定的地方

审核身份才能考试，今年是去广州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带简历、就业推荐表（原、复）、身份证复印件（原、复）、

大一寸相片。然后现场工作人员会问你点问题，然后就发一个准考证加上盖章就行了。19 号领准考证，20 号上午

考。 

三、 考试当天，被要求取得很早，几乎提早一个钟。开考后，考试试题是一个女工作人员拿来的，跟说监考员说，

要等她回来才可以开封，考试座位是乱坐的。试题内容很杂，涉及的范围很广，以常识题居多。给我感觉是高中

的文综+理综的综合，100 道两个小时，单选、多选、判断。后来回来才听说，事业单位多是考的这三种体型，烟

草也是事业单位，并没有计算等等的行测题。时间是很定够的，很多人都提前交卷。建议要考烟草的师弟师妹看

看“事业单位的一本通”，个人感觉比较有用。比如今年的几道考题，都可以在网上往年的事业单位考试中找到

原题。 

四、 面试：笔试结束后，3 天就知道成绩了，按职位的 1:2 确定面试人数，即是招 1 个，就取笔试的前 2 名参加

面。Lz 的面试是在 27 号下午，看了很多往年的面经都是说结构化面试，但没想到确实无领导小组讨论，8-10 人

一组，同组都是与你同职位的，而且 lz 根据自己的笔试情况，觉得面试是按笔试的成绩来安排座位牌号的，所以

周围都是竞争对手，都是真刀真枪的群殴呀。时间是 30 分钟，先统一思考 3 分钟，然后开始陈述与讨论。这里 lz

要提醒一点，一定要等主考官官宣布可以讨论之后才可以看声说话，不然会被主考官批评扣分的，lz 同组的一个

人就是这样，可能他是想抢第一个开声说话，没等主考官宣布可以开始就发声，被扣分，还影响之后的发挥。都

陈述和讨论完后，小组统一选出一名同学作总结。考完后，集体被带到另外一个教室，要等所以人考完后，统一

公布分数才可以走，要等很久，但烟草为大家准备了零食和水，也可以和大家玩游戏打发时间。所以人考完后，

又被带到另一个教室，由第三方宣布成绩，这一成绩是已经折算过了，占 6 成，分差几乎不会相差很大，都在 7-8

分之间。宣布完之后就可以走了。最终排名没有公布，只能靠自己记别人和自己的比较。 

五、 最终录取没说具体时间，所以建议，师弟师妹最好在查笔试的时候把其他认得笔试成绩也记下，方便自己估

计自己有没有机会录取。 

六、 往年烟草的笔经、面经在网上都很少很少能找得出来，希望这篇说说能给要考烟草的师弟师妹有点帮助。同

时也听说在这个神奇的网站发笔经面经，都会收到心意的 offer,希望我也是，谢谢。 

 

 

2.12 2015 广东烟草笔试面试全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6085-1-1.html 

 

 

扫了一下论坛，看到今年的小伙伴都好主动，已经为论坛贡献了几篇经验贴了~因为省烟草局的相关经验帖子真

的好少，自己也曾不断的查找但并没有太多的有价值信息，而且每年不一样，有时候太旧的信息会有干扰，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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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被带歪了。还有好些孩子分不清广东中烟和广东烟草局的关系，下面也会简单的说下。。这是个神奇的论坛，听

说只要分享的都能收到理想的 offer~~~26 号完成了全部考核，与大家分享下，希望对来年的师弟师妹有帮助~LZ

今年报了广州分局，学的是管理类专业~ 

1、报名。广东烟草局好像好久没校招了，在网上查看了下，上次校招大概是 2010 年的校园招聘，那次招的人也

不多，广州市局才招 3 个，但省局那年居然招人了。后面几年有些零零散散的招聘，大多是各地市局自己组织的。

而今年，全省除了深圳市（深圳不归广东省局管理）以外，总共招三百多人，但是省局不招人（这真的看运气了，

感觉不同起点平台真的挺重要的，不过另一方面现在好像好多单位要想走得远都得有基层工作经历），广州市局招

40 人。LZ 报的是广州市局，12 月中的时候，怀着碰碰运气的想法就报了，网申系统是 51 网站，但是要填的内容

真的不是很多。。。所以，后来收到面试信息还是挺惊喜的。先去资格审查，带着基本的就业推荐表，成绩单什么

的，然后领取准考证。第二天变参加统一笔试。烟草局可以报两个志愿，但志愿的分配，不知道是什么标准。。。 

 

2、笔试。听说笔试是按岗位需要人数 1:3 的比例进行的，笔试广州分局有 120 人参加，以烟草的报名号召力，

网申真的刷了好多人。不过说实话，网申刷人的标准，真的不是很清楚，自己了解到好些双 985 硕士或名校的同

学都被刷了，这在后面的面试中也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但很可惜的是 LZ 被调到第二志愿的岗位了，笔试的题不难，

不过居然都是常识题，100 道，两个小时！（很多人提前就可以交卷）。常识涉及很多学科，得平时做好积累。不

过如果明年还考常识的话，大家就可以有个底了。我当时是在网上搜到的信息说，说还会考烟草业务知识和常识，

提前一晚看了一晚上的烟草专卖法和烟草基本知识，但笔试中发现，所看的并没有任何考点，哭。所以信息太旧，

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后来 22 号晚上，笔试的成绩就公布在官网上了，LZ 顺利入围，笔试成绩还行。但通过笔试

看，原来大家以为市区竞争大的分局笔试分数不高，郊区几个区的分数反而挺高的。当然哪些人能留在市区，哪

些人会分到郊区，并不由你定，据了解到郊区的孩子大多都是第二志愿被调过去的。后来便收到面试短信通知了，

后来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专门打电话来确认，赞，工作很到位。 

 

3、面试。26 号面试，面试的人数是按照所录人数 1:2 的比例进行的，笔试有 120 人，面试是 80 人参加，笔试

淘汰了 40 人。面试也在笔试的那个学校，邮电学院进行。原先大家都以为是单面，但没想到，居然终面是群面！

80 个人分了八个小组，每个小组 10 个人，依小组候场考试，等待的时间比较长。面试有五位考官，主考官坐正

中，原先以为是烟草大领导，但后来宣读面试成绩的时候，那领导说自己是第三方的，也是蛮意外的。在面试官

旁边有两个记录员，好像还录像了。过程上就是最普遍的无领导小组的形式，大家到这个阶段，基本都经历了很

多了，感觉都比较有经验，3 分钟读题，20 分钟讨论，3 分钟总结发言。但和其他无领导小组一样，无领导小组，

真的很看人品和运气。因为有的组里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奇葩，但很幸运，LZ 小组还算四平八稳。其实以自己参加

多场的经验感觉，无领导小组，切不可过分表现自己，抢话，以自己为中心，对他人的说法全盘否定，或者不顾

小组的讨论进程，这都是死穴。但还是有些同学，太过于想凸显自己了，尤其在讨论激烈的时候，容易控制不住，

这其实蛮失分的。一个小组，能够特别和谐的完成讨论议题，形成统一答案，每个人能够贡献一两个观点或发挥

不同的作用，这样基本分数都不会低。但很显然，那天有几个组估计是撕逼了。因为后来主考官在宣读面试成绩

前，特别批评有的组表现的不好，一两个人把全组带偏的问题，后来从宣读的分数也可以看出，分数差异化挺大

的，基本以组为单位。面试分数大多在 40—49 左右，50 分以下，精确到两位小数，有的组都是 41—43，而有的

组好几个 49 点几的。所以，和谐就好。 

 

4、结果。最终的录取结果，网站上还没公示，LZ 也没接到相关通知，但当时自己算了下，应该是录取了。笔试

的成绩占总成绩的 40%，面试成绩占 60%，主管官会现场宣读所有人的面试成绩，但总分需要自己按权重算出

来。所以大家可以先认识下或记住同个岗位的伙伴名字，笔试和面试成绩都会公开（笔试成绩只公示了三天），还

是可以算出自己能否录取的。 

 

5、后话。再说点后话吧，其实从个人来讲，LZ 既不是烟草行业子弟，也没有相关关系，这次能入围神秘的烟草，

个人还是挺庆幸的。从对整个过程的直观感觉来讲，只要能有机会笔试，后面的流程还是蛮公正的。当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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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岗位的调整，这个感觉确实耐人寻味，因为网申后就调好了，并不会根据笔试和面试情况。但这些情况，国

企其实差不多都是如此，社会就是如此，规则如此也只能接受。另外，关于学校，LZ 在面试签到的时候看了下入

围同学的学校情况，好像二本三本居多，211 院校不多，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了解了下听说研究生也有几个但不多，

主要还是本科生为主，个人感觉相关的工作也不需要研究生。关于烟草行业，个人觉得，危机感还是挺大的，专

卖制度放开是时间的问题，貌似仍实行专卖的只有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利税的贡献随着占国家收入比例的下滑，

烟草的重要性会降低（今年批发环节升了 6%的税率），同时国家控烟的决心也在加强，所以从政策角度出发，以

及年轻人抽烟率的降低，放开专卖也不会有太大政策性的问题，放开后还能适应市场吗？真不好说，看看以前的

白酒放开后的情况就知道了，这是烟草人非常大的危机。而且从薪资上来说，互联网科技行业和金融行业的高薪，

相信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些垄断行业。同时，国家对垄断行业也愈发规范，从监管到改革，以及税率的提升，利润

下滑的现状，相信所谓的高收入印象很可能只是大家的想象而已，就是一份工作。个人觉得，女生可能更适合，

而男生如果有能力，大可以去互联网或金融行业锻炼，薪酬高，而且能锻炼到核心能力。 

 

6、关于烟草局和中烟。烟草系统有两个分支，工业（中烟）和商业（各地烟草局）。工业负责生产，商业负责批

发零售商以及查处假烟等环节，待遇上不清楚。关于待遇，LZ 一直觉得好单位有差岗位，差单位也有好岗位。因

为今年广东中烟和广东烟草几乎同时开始招聘，笔试也在同一天，一个是上午一个是下午，不过哦大家不用担心，

很多同学都参加了两边的考核，LZ 也参加了广东中烟的笔试。广东中烟的笔试比烟草局难，是行测题，当然能否

入围其实取决于你的对手怎么样，所以不同岗位，同一份卷子，分数差别蛮大的。广东中烟的校园招聘频率远比

烟草局高，招的人也更多些。但是中烟除了操作岗，营销岗好像要外派，这几年据说都是外派到外省，而烟草局

主要负责自己片区，一般不会走太远。 

      大概就说到这里了，希望上面说的能给来年大家提供有用信息，祝大家都能心想事成。不知道啥时候会公布

最终的名单，希望能如愿吧。当然，其实也在纠结，因为还有其他选择，主要还是担心烟草行业的未来，但这些

选择的问题都会落到一个点，就是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2.13 2015 广东烟草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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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691-1-1.html 

 

 

昨天刚面完广东烟草，虽然已败，但鉴于烟草帖子非常少，也据说这是个神奇的论坛，分享面经会有 OFFER，我

为未来的 OFFER 攒一下人品来了，同时造福下师弟师妹。 

2015 年的广东烟草笔试和面试的分数比例是 4:6。笔试 100 题 120 分钟，考得非常综合，涉及政治、语文、常识、

时事、管理类的题目，还有一道题我认为是物理类的题目也可以认为是常识题啦。 

笔试完了隔了一天就出成绩了，成绩会公布在烟草官网上~没过两天发现被删了~不知道为什么 

笔试通过后会短信+电话通知您的，三四天后就到面试了~看之前的面经以为是一对多以为是结构化面试 

其实呢~今天竟然来了个无领导~姐姐也是醉了~一轮无领导决定你面试成绩了唉我该说点什么好呢~ 

我们那组的题目是：有一天，汉武帝刘彻乘车来到郎署这个地方，看到颜驷满头白发、眉毛也很长，就问道：“你

什么时候做郎这个官职（郎：汉朝官职，随侍皇上左右），为什么这么老了？”颜驷回答道：“臣下在文帝刘恒的时

候担任郎这个官职了，文帝喜欢文臣，而臣下好武；汉景帝喜欢俊秀的臣下，而臣下貌丑；而如今臣下即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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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年少有为的人，而臣下已经老了。”这个话说明了什么问题~给了你什么启迪？ 

具体面试流程就是提前半小时到候等室，宣读一些什么纪律要求的，要把手机放在包包里或者信封里，不允许携

带手机在身上~等待安排面试，30 分钟左右一组，一组 10 人左右吧，面完之后没有机会和候等室内的同学交流，

被带去另外一个课室等候全部同学面完，公布成绩的时候又被带去另外一个课室，由一个第三方的人报告一个一

个的成绩~这个时候，自己心里会有数的了，竞争者就在自己名字前后，所以可以顺便听一下记一下~ 

 

 

2.14 2015 年秋招广东烟草专卖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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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688-1-1.html 

 

 

因为我之前在论坛上搜烟草的消息都很少，所以，当自己经历了这一切，决定写下来分享给大家，也可以给以后

的师弟师妹们当作一个参考，大家随意看看，不要嫌弃  

  我之前是在备考国考，然后国考结束都已经十一月底了，这个时候秋招也已经接近尾声，本来以为没有什么大

企业，谁知道十二月开始之后还是有一些国企有陆陆续续开始校招，像农商行，烟草专卖，中烟，南方电网这些

（难道是因为人家是国企不怕招不到人所以才这么晚？）所以，当烟草专卖的校招公告出了之后我马上就进行了

网申，当时也没抱多大希望，报了家里那边的烟草，我是学审计的，就报了一个综合管理岗，专业要求里面有写

到财务，但是只招一个人，所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网申了，记得网申是 12 月 10 号-16 号好像，然后大概 17 还

是 18 号就接到短信通知说通过网申筛选，要我 19 号去资格审查还有领准考证，20 号笔试。当时我就吐槽居然在

笔试之前还得资格审查拿准考证的好麻烦，人家银行都是直接自己网上下载打印准考证的。。。然后 19 号那天就

去了，其实就是审核一下身份证，学生证，毕业推荐表，简历这些，然后就拿准考证。那天去看到超级多人，感

受到了满满的竞争感。通知可以笔试的时候我曾经上来论坛搜过笔经什么的，发现很少分享，后来才知道因为烟

草的招聘规模其实不是很完善，前几年都是地方自己根据需要进行招考，不一定每年都有，而今年是第一次由广

东省公司统一校招，所以其实以前的经验也没有多大参考性，后来证明确实如此。 

      搜笔经的时候发现大部分人都是说考行测，有些省份还考申论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备考国考的时候已经

练过蛮多行测题，烟草这种国企考行测难度也不会跟国考那么难，所以自己感觉应该应付得过去，就那几天有刷

了一下行测题，不过去拿准考证的时候问了工作人员笔试考什么回答居然是“不方便透露”。。。我当时就好无语，

银行好歹也会说一下是考什么内容啊。。。虽然如此还是继续刷了行测的题，就这样，20 号下午去笔试了。拿到试

卷的那一瞬间我就懵逼了，居然不是行测题，是常识题！100 道题全部都是高中的题目，可以理解成行测里面的

常识题，就是有政治、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生物、科技、计算机这些题目还有一些是生活常识像节气啊礼

仪啊这些题目。。。我惊呆了，跟我准备的完全不一样，果然第一年统考就是不按照常理出牌。。。我高中的知识都

差不多忘光了，只能硬着头皮做，有单选多选判断，估计多选是全军覆没的感觉，太难蒙了哈哈哈。考完出来就

觉得完了。 

      考试那天监考人员就有说笔试成绩 24 号公布，到时候会有短信通知（如果进得了面试的话），或者自己可以

上官网查成绩。然后，23 号就有同学说查到成绩了，我就赶紧上去看，发现自己考了 68，居然是自己报的岗位

的第一名，更发现原来笔试资格是 1 比 3，就是说一个岗位只有三个人获得笔试资格，然后面试资格是 1 比 2，

就是说笔试淘汰最后一名剩下两名进入面试然后再二选一！这个消息真的惊呆我。。。原来自己能够去笔试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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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爆发了。。就这样，我收到通知 26 号面试。 

      然后我就继续找面经，发现更加少了，几乎没有什么面经，而且我一开始觉得二选一的话有可能是半结构化

或者结构化面试，然后搜了一下还有人说往年还有什么才艺展示之类的，醉了，就认真准备了自我介绍啦，为什

么要进烟草专卖这种问题，还准备了一首歌准备必须唱的时候就上哈哈哈，谁知道去到那里我又一次蒙了居然是

群面！无领导小组面试，无论岗位都一起面，一组 10 个人，你和竞争对手肯定在同一组，方便评委打分，3 分钟

看题，20 分钟讨论，3 分钟总结。我又一次准备失误哈哈哈，还好之前也有，面试过几家企业，见识过群面。面

试的题目是两难型的群面题，就是要二选一，做出一个选择，大家去搜一下两难型群面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

拿到的号码是第九位，位置比较不利，轮到我说观点的时候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还好我想到了一个新观点，所

以面试结果感觉还好。 

     面试完之后我们就被带到另外一个教室等待面试成绩公布，然而更惊呆的事情发生了，HR 说要等到六点全部

人面完再统一公布成绩！我们那时候是第二组面的，面完大概两点多，这意味着我们要在那间教室呆四个钟。。。

而且面试之前手机就被留在候考室里面了，不能回去拿。。。估计是要试题保密，因为后来我们才知道整个下午都

是同一个题目。四个小时简直就是煎熬，大家可以说是陌生人，又没有手机，要在那里纯聊天四个钟，而且还一

边等待成绩的煎熬。。。这感觉我一生难忘。大家只好开始聊天，从古到今无所不聊，不过也顺便认识了更多的同

学哈哈。 

    就这样，等到六点多，终于被领到另外一间教室公布成绩，面试成绩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我听到我的

成绩比竞争对手多了三分左右，那个时候，突然就觉得，一切终于结束了，一颗石头落下了，所有的这一切，都

是值得的。虽然最后的成绩还没公布，不过由于我笔试和面试都是我那个岗位的第一名，所以就差不多可以确定

了，虽然最终成绩还要过几天才收到。 

   这就是我面试烟草的经历，现在想来像一场梦一样，哈哈，笔试和面试都是自己没有想到的形式，但是好在都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希望这篇经历可以对大家有用啦~ 

 

 

 

2.15 2015 广东中烟全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7768-1-1.html 

 

 

2015 广东中烟校园招聘已经接近尾声了，当初为此做准备真的花了我很大精力啊，SO 现在本人做下好事为师弟师妹们普及

下经验，有什么不对 ~敬请原谅啊~~ 

首先广东中烟校园招聘流程是网申-初面-笔试-终面-体检-签约。一般一路闯关到体检的吧没啥重大问题都会进去广烟的啦

.（具体情况看政策与当年竞争情况）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776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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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页 共 21 页 

  

 

这是网申后初面通知  初面很简单 介绍自已 诚恳点 就什么大问题   注意一下： 网申 和初面都会刷人的   

 

  

初面后 笔试  笔试 80%行测+20 专业知识    看看往年公务员行测有帮助  专业知识 LZ是蒙的 .. 通过笔试是

有分数线的。如果这个环节你达不到分数线的话 对不起就 88 了..PS:华农很大。。建议真的要提早去找找考试地方，LZ 就差

点迟到。。无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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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通过后 就是 传说中得终面啦   这个终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淡定! 面试官 7 人.一个主问官其余中烟领导.6~8 人

一组 看你们具体安排。我们这年是做小组手工...下一年就不知道了  

  

终面完。就根据综合成绩进入体检名单   笔试成绩+终面成绩组成   感觉笔试成绩不垫底  终面发挥正常都可以进入体检环

节  具体还是看该年竞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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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流程大概一个半月。最后~~~就是坐等签约了~~~~  

总结下：我非子弟，是靠自已一步一步走下去的，觉得公平性而言是有的，据我所知华工等名校也有落榜，并不存在什么名

校效应，我觉得非常好，是看自已综合素质的，此外，中烟本科专科都收，对于专科而言，这岗位与机遇是非常好的.本科也

挺好的（不针对名校 211.985）.不过也做好准备当很久一线工作人员。不过我始终相信在任何地方你肯努力的话也会终有收

获.大家努力吧 

 

同学们有什么问的  LZ 有空就问答。。。。 

 

 

 

体检 4.PNG (45.18 KB, 下载次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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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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版，2022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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