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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康威视简介 

1.1 海康威视概况  

海康威视官网： 

https://www.hikvision.com/ 

海康威视是以视频为核心的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和大数据服务提供商，业务聚焦于综合安防、大数据服务和智慧业务，构建开

放合作生态，为公共服务领域用户、企事业用户和中小企业用户提供服务，致力于构筑云边融合、物信融合、数智融合的智慧城市

和数字化企业。 

公司全球员工超 40000 人（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中研发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超 19000 人，研发投入全年营业收入 

9.51%（2019 年），绝对数额占据业内前茅。海康威视是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以杭州为中心，建立辐射北京、上海、武汉以及

加拿大蒙特利尔、英国伦敦的研发中心体系，并计划在西安、成都、重庆和石家庄进行研发投入。 

海康威视在中国内地拥有 32 家省级业务中心/一级分公司，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国家/地区有 59 个分支机构（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应用在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G20 杭州峰会、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APEC 会议、英国伦敦

邱园、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兴机场、港珠澳大桥等重大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 年 5 月，海康威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股票代码：002415。基于创新的管理模式，良好的经营业绩，公

司荣获“2019 长青奖可持续发展普惠奖”、“2019 中国年度最佳雇主最具社会责任雇主”、“2016-2018 CCTV 中国十佳上市公

司”、“2017 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价值十强”、“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未来价值排行以及 A 股最佳上市公司”榜首、“第六届中

国上市公司口碑榜最佳公司治理实践奖”、“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最佳董事会”、“上市公司金牛投资价值奖”、“最

佳投资者关系管理奖”等重要荣誉。 

海康威视秉承“专业、厚实、诚信”的经营理念，践行“成就客户、价值为本、诚信务实、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创

新，不断发展多维感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为人类的安全和发展开拓新视界。 

 ---------------------------------------------------------------------------------------------------------------------------- 

2019 年荣获《财经》颁发的长青奖可持续发展普惠奖、以及由智联招聘颁布的中国年度最佳雇主最具社会责任雇主。 

2016-2018，央视财经论坛暨中国上市公司峰会发布“CCTV 中国十佳上市公司”榜单，海康威视位列其中。 

2017 年 8 月，第十一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海康威视荣获“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价值五十强前十强”。 

2016 年 11 月，第三届“2016 A 股上市公司未来成长价值排行榜暨行业先进性排序”，海康威视荣登 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未来价值排行

以及 A 股最佳上市公司榜首。 

2016 年 11 月，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第六届中国上市公司领袖峰会”上颁发“中国上市公司口碑榜”九大奖项，海康威视获颁 2016“最

佳公司治理实践奖”。 

2016 年 4 月，海康威视荣获证券时报、中国基金报颁发的“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天马奖——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最佳董事

会”。 

2017 年 8 月 15 日，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暨高端论坛”在贵阳举行，海康威视荣获“2016 年度上

市公司金牛投资价值奖”和“2016 年度最佳投资者关系管理奖”。 

1.2 海康威视品牌理念 

使命    

善见致知，同行致远 

 

愿景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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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的安全和发展开拓新视界 

 

核心价值观 

成就客户 

价值为本 

诚信务实 

追求卓越 

 

品牌口号 

见远 行更远 

 

品牌宣言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始于睁开眼睛的一刻， 

我们渴望着探索周遭所有事物。 

看见，让我们放心，让我们相信， 

让我们思考。 

 

世界的进步，源自人们不满足于眼睛的局限， 

相信总存在着更好观看世界的方式。 

变换视角，为看清全貌； 

发明仪器，为看得更远、更细微； 

记录所见，为找寻背后的规律。 

眼见，心知，力行。见与知与行从来就是合一。  

 

海康威视立志释放计算机视觉的力量， 

为万物赋予“智慧之眼”。 

从建筑、道路，到工业设备， 

从汽车、飞行器, 到机器人， 

我们让机器与物体有了“看”的能力， 

成为人类视觉的延伸。当万物成为人类的眼睛， 

我们的心灵将拥有超越人类视野的洞见。 

在以往看不见的角落， 

在肉眼以外的世界， 

在风险尚未发生的时刻。 

新的洞见带来新感知，启迪新智慧，驱动新行动。  

 

万物可视，将强化人们认知与决策能力， 

为个人与家庭掌控实时安全， 

为创新者发现深层次洞察， 

为决策者提供多维度信息， 

为智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构建良好基石。  

 

海康威视，致力于探索感知世界之道， 

让万物能见，万物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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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善见者善知，善知者善行。 

海康威视助力有远见者洞见未来， 

见远，行更远。 

1.3 海康威视发展历程 

从视频感知到智能物联再到物信融合，我们正迎来智能化时代。 

 

1.4 海康威视业务全景 

以视频为核心的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和大数据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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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海康威视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海康威视官方网站：https://www.hikvision.com/ 

第二章 海康威视笔试求职资料分享 

2.1 21 届海康威视秋招在线测评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8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1317-1-1.html 

 

造福论坛 hh 

 

测评是网申后立刻邮件发放的，要求在两天内完成。 

是北森题库，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①文字推理题，共 10 道，每题单独计时，90/75/60 秒不等； 

②图表计算题，共 11 道，每题单独计时，90/75/60 秒不等（P.S.有几道要算的有点多，记得抓紧时间，我 miss 了

好几题想摔计算器了一刚）； 

③图形推理题，共 11 道，每题单独计时，90/75/60 秒不等； 

④性格测试，共 100 道，不限时。 

 

总体而言难度中等偏低，没有数字推理，anyway 希望大家都进入下一轮~ 

2.2 2020 超新星海外市场营销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8103-1-1.html 

 

分享一下笔经～ 

海外市场的笔试题都是英文，一道简答，以及几道单选多选 

涉及一些镜头参数知识以及计算机基础知识 

比如分辨率 焦距定义 一些网络协议的应用范围等等 

不难 只要英语过关基本没问题 

 

感觉是只倾向于理工科背景 

笔试做的还可以 简历复筛拒 

应该是专业背景不符 

 

供参考～攒攒 rp 哈哈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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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康威视面试求职资料分享 

 

3.1 海康威视税务专员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8755-1-1.html 

这是遇到问到专业问题最多的面试了，好久没看专业书了，全程拉跨  

1.中英文自我介绍 

2.对国际税收的了解，常设机构的类型 

3.混合经营和兼营的区别 

4.外购资产用于职工福利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处理 

5.关于简历的一些问题 

6.实习中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7.有无收到 offer，如何选择 

8.职业生涯规划 

 

3.2 海康威视供应链类采购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4569-1-1.html 

 

杭州线下面试共两轮，一轮 HR面，一轮业务面。 

HR 面：1.自我介绍；2.专业介绍，why岗位；3.实习经历深挖；4.优缺点；5.海康了解；6.秋招进展、offer情

况；7.反问 

业务面：1.自我介绍；2.实习经历深挖；3.专业相关情景题；4.对岗位的理解；5.科研项目介绍；6.优势；7.反

问 

顺便寻找同事交流一波啦，vx：Lu96412 

  

3.3 2021 校招财务 bp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1204-1-1.html 

 

全程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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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介绍 

2. 实习学到了什么，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3. 为什么想做财务 bp 

4. 和其他同学相比的优势  

5. 求学过程中有压力的一件事 

6. 对于工作强度的要求和接受度 

7. 反问 

  

3.4  海外财务 BP 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926-1-1.html 

 

英文：自我介绍，对公司了解，实习遇到过什么困难的事情 

中文：有什么证书，职业规划 

 

3.5 海康威视财务 BP 岗网申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2405-1-1.html 

 

 楼主双一流本科，港硕一枚 

第一次申请海康威视，因为这个岗位只针对硕士，感觉应该不是基础的财务～所以就想试试看～ 

做完网申以后就立即会发测评，感觉他们家的网申系统和携程好像是一家的，测评链接页面也很像～不过携程因

为不太想去了所以后来没做测评（大概实效是一周左右）， 

海康的测评时限比较长，有大概两周，所以收到测评不要方，要准备还是有时间哒（虽然楼主也是裸考的哈哈哈 

总体我觉得可能有个题库，因为我网上搜了一下有 PO 出来的题目和我做的相似度大概 30%，题型是一致的，所

以刷题的小伙伴可以提前熟悉一下题型吧。 

 

测评有 4 个部分，全部都是中文 

第一部分是阅读理解题，一道题目大概 60 秒-75 秒不等，时间还是有点紧张的，每道题目不能回看，分开算时间

的，题型的话概括文章主旨和找细节，判断正误都有，难度还是有的； 

第二部分是计算分析题，就是看图说话，找信息，算增长率之类的，时间有几道简单有几道信息多的会有点困难，

还是掌握好时间，尽量快一点， 

第三部分是图形逻辑题，就是按照图形变化找逻辑的那种，做过四大网申的应该都很熟悉了，题型就是那样的，

这部分感觉难度不是很大，如果事先练过这方面的笔试的话规律还是挺容易找的。 

第四部分应该是不限时间的性格测试，很简单的题目，如实回答就好。 

 

大概就是这样啦～一道题目 1 分钟左右，每部分 10-11 题，10 分钟一部分，一部分开始了不能停，每个部分之间

可以停，至于题目的话因为有自己邮箱的水印，加上时间很紧张，所以没有保留～ 

攒 RP，虽然觉得自己做的很烂，还是希望能过啦嘻嘻～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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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海康威视财务岗笔经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6569-1-1.html 

 

应届生真是个神奇的论坛，据说发了面经就有 offer，求保佑！ 

 

笔试 

可参照其他帖子，已经有小伙伴说的很详细了。总体感觉考的很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都有考。楼主过了 CPA

会计，但仍然感觉很有难度（很多东西不看都忘了），时间很紧张 

 

面试 

笔试之后三四天收到参加面试的通知（有点意外，毕竟感觉笔试做的不好）。 

面试分两轮，HR 面和总监面（貌似是），都是单面。主要还是根据简历提问，三面还根据简历问了些专业问题。

两轮面试面试官都比较和蔼，所以我也比较放松。最后都问我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不得不说海康的大楼真的很气派，内部设施也很壕很高端；面试官也表现得很专业，让我很有好感；感觉这真是

家很棒的公司啊，求论坛保佑~ 

3.7 海康小语种海外营销全过程面经（北京）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9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4248-1-1.html 

 

地点：知春路附近海康分公司内部 

一面：无领导小组讨论，给了个海康的新产品介绍，设置了具体情境，让你去选择谁作为推销对象，并设计推销

方案。共三个面试官，HR 做 time keeper，每人三分钟陈述观点，之后分成两组进行讨论，时间 15 分钟，最后

推选一个人总结陈词，然后有没有要反驳对方组观点的。氛围比较轻松，遇到的小伙伴都比较 NICE。通过率很高，

我们那一场好像全过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因为我私心以为有个人是过不了的。。。小组讨论的技巧和套路我也还

在学习和攒经验中，希望有大神能分享经验~ 

二面：群面完进了地铁要回学校的时候就接到电话让我下午二面，我给约到第二天下午了。业务面，是海康一个

区的销售总监，人比较严肃，但没有压力面。先自我介绍，然后会根据自我介绍给你提点问题。比如我说我问题

分析能力较强，他就问我怎样才算问题分析能力较强。剩下问题多是简历相关，问你的实习经历，实习收获。然

后问我有翻译过 IT 产品相关的东西吗？对手机像素有没有什么了解。最后是有什么想和他交流的吗。 

三面：紧接着二面，HR 面。先自我介绍，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海康吸引你的地方？外派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因

为我就表现出很想外派的样子）以及父母对外派的看法。预期薪资，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总体感觉还行。 

 

在等通知中，10.09 是签约仪式，预计这两天应该会发 offer 了吧，希望能在这神奇的论坛攒点人品。 

 

祝各位好运~也祝自己好运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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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海康威视武汉财务笔+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9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3094-1-1.html 

 

第一次写帖子回馈论坛~ 

废话不说直接开始吧~ 

 

 

朋友在海康威视，给了我内推码，投简历什么的比较顺畅。当天投完，马上就收到在线认知测评。这个就是行测

啦，没有什么难度。 

做完测评的第二天收到在线笔试的通知，全是专业题。题型有单选，多选，不定项，判断，简答。题量很大，我

没做完。。有些是瞎选的。 

 

面试总得来说问题比较常规，主要是针对简历里的经历来提问。也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比如有没有对象啊~之

类的。 

一面应该是财务部门工作人员来面的，会问到专业问题，但是不会问很细，主要看你有没有财务的思维，不涉及

计算，也没有固定答案（至少我的题目是这样）。半小时左右面完之后让我等一下，我就知道应该这一轮应该过了，

可以等下一轮啦。 

二面是 HR 小姐姐，非常温柔可爱~面试时长也是半小时的样子。会问到期望薪酬，工作地点，是否愿意加班等等。 

面试之前还有点紧张，但两轮面试的面试官都是一脸的笑容，感觉一下子就放松了~ 

 

两周之内会通知结果，希望能收到好消息吧~ 

3.9  海康威视财务会计岗笔经+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8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9617-1-1.html 

 

9.16 收到面试通知，所以 LZ 早上面完 VIVO 就急哄哄赶到了海康，现在 LZ 面完了一面正坐在等候室等下一

轮面试，绝对热腾腾的面经！比较巧合的是今天 LZ 的两个面试都是单面，真的满幸运吼！现在蛮讨厌群面的，

虽然不会很怕，但内心对于一群人互相挖坑套路的事蛮反感的。 

 

现在开始讲海康的一面哈：全程大概 30 分钟，先是自我介绍，然后针对简历问一些问题，比如实习经历啊，

优缺点啊之类的很常规的问题。但有问一个问题“如果入职之后发现工作和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怎么办”的时候，

LZ 莫名觉得在暗示我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想多了 hhh。LZ 今天还发现自己有个毛病，就是一对一面试就会非常啰

嗦，讲一个点就忍不住举例子，讲到故事就停不下来，感觉面试官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这么话唠，一直想打断我讲

话又插不进来哈哈哈。而且 LZ 现在只要是单面就放松得不行，整个人就是聊天状态，不过也许比较轻松反而会

是加分项，毕竟如果拿到 offer 以后都是同事嘛。LZ 早上面 VIVO 全程讲着讲着就哈哈哈，幸好今天遇到的面试

官人都很好，虽然觉得我很啰嗦还是让我过了自己的那轮面试。 

 

讲着讲着又开始罗里吧嗦，这里划重点哈！最后有一个跟专业相关的问题，LZ 还紧张了一下，因为专业知识

就蛮虚的。具体是什么就不讲啦，应该会有很多道题，随机抽的。LZ 答完才发现答得有点偏题了，尴尬。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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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脸皮厚啊，直接问可不可以给我解答一下，面试官就很神秘地笑了，让我回去自己想，LZ 非常担心待会下一

轮问我有没有想出来啊！！！！！不过也看出来答案正确与否不重要，关键是要努力思考展现自己的逻辑啦~大家别紧

张！ 

 

紧张地等待下一轮面试，啃手手 ing，疯狂求 offer！ 

 

—————————————————— 

 

LZ 昨天下午收到海康威视的财务会计岗笔试邮件的，做之前发现相关的经验还蛮少的，所以刚刚做完跟大家

分享一下： 

 

笔试一共 45 分钟，时间特别紧！！！特别紧！！！特别紧！！！LZ 特别勉强地卡着时间线做完了...每一部分有标

记的参考时间，但每一部分都不限时随便做多久都可以，不是分开计时的，所以大家开始做之前规划好自己的时

间。一共 5 钟题型（每项的题目数和分值大致是这样，lz 也不确定有没有记错） 

（1）单选，一共 30 题，每题 1 分； 

（2）多选，一共 15 题，每题 2 分； 

（3）不定项，一共 15 题，每题 2 分；（给案例选分录对错的那种） 

（4）判断，一共 10 题，每题 1 分； 

（5）简答题，一共 1 题，每题 10 分。具体题目就不透露啦，很简单，大家按自己想法来答应该就可以。 

 

每个部分做完提交就不能改答案了，只有提交了前面的部分才能继续做下一部分 

 

笔试的题目大多是财务会计专业知识，考得很细，LZ 考完查了几题发现好像是注会题目...加上 LZ 本科学的

国际会计，感觉还挺难的。另外还有少部分 excel 题目（比如 XX 功能在哪个菜单选项里之类的）。 

 

祝大家秋招顺利~疯狂攒人品 ing！PLZ pick me up 

3.10 海康威视财务会计岗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7694-1-1.html 

 

昨天（10 月 11 日）刚做了海康威视的财务会计岗的全国统一笔试，来分享一波~ 

 

笔试一共 60 分钟，分 3 类题型： 

（1）单选，一共 15 题，每题 2 分； 

（2）多选，一共 15 题，每题 4 分；（分值也是大的。。） 

（3）判断，一共 10 题，每题 1 分。 

 

所有时间都是打通的~ 但是在每一部分提交后，就不能返回修改答案了。。时间还是充足的吧，所以可以每一部

分做完检查检查（然而不会的题就。。emmmm....） 

 

财务会计笔试的题目应该都是初级会计的内容（划重点：初级会计），考的挺细的 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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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祝大家都顺利啦，发帖攒 RP 攒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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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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