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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井物产公司简介 

1.1 三井物产公司概况  

三井物产公司官网： 

http://www.mitsui.co.jp/cn/ 

 

三井物产公司概要 

三井物产长期以来致力于向日本国内及海外所有客户提供集市场营销、金融、物流及风险管理领域的先进功

能为一体的整体业务方案及服务。并由此得以与全球主要客户之间建立起密切而牢固的关系， 同时获得了对商业

及各地区的深刻认知。基于这些增值功能、强大的客户群体及丰富的专业知识使我们有能力推进该商业领域的创

新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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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三井物产的志向 

任何时候都和客户在一起。  

 

我们的目标是：任何时候都诚信待客，站在客户的立场思考，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成为和客户共同发展的企

业。 

  

我们认为，信任是所有企业活动的基础。  

 

诚实开展各项协和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的企业活动，通过公开企业活动内容，回报客户、股东及社会给予三

井物产的信任。 

  

我们是将商品、服务和事业融为一体，创造价值的综合实力企业。  

 

在“自由豁达”的企业文化背景下，以每一名员工的高度专业知识和宽广的视野为基础，汇集知识智慧，发

挥综合实力，不拘泥于现有的领域和概念，不断创造新的价值。 

  

我们的目标是，发展成为“生在日本长在世界”的全球性企业。  

 

我们的企业目标是：不断加深对世界各国文化、社会和国民的理解，与国内外的伙伴联手合作开展企业活动，

解决日本和世界的产业需求，为建设富饶、和谐的地球作出贡献。 

1.3 三井物产——新家族经营主义 

  事实上，三井财团就是一个新型的家族企业，它不再依靠自然人的血缘关系界定家族成员，而是以企业法人

之间的资本关系形成新型的命运共同体。三井财团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在维系财团

体制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另一角度来看，三井财团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稳定、从事专业化分工与协作、

相互紧密依赖、有共同文化理念的人群的集合体。 

 

  在这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家族式企业集团（财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通常决

定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而综合商社自然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她负责生

育儿女（众多制造业），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为子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谋划

（获得情报），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 

 

  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子女是否能够健康成长，丈夫是否事业有成，更多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贤妻良母对这个

家庭成员投入无私的照顾和关怀。三井财团大家族中正是通过三井物产这个综合商社承担起妻子和母亲义务，维

持着整个家庭的和谐与发展。当大哥哥姐姐们（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他们会将这笔钱投入

到父母新孕育出的小弟弟妹妹们（新兴产业）身上，或将手头富余的资金存入父母的钱箱中，供全家统筹。 

 

  当代的三井财团企业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企业，经过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改造已经成为真正的社

会企业，被日本人称为"民有国营"的企业，或称"国民企业"。虽然三井财团的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内含的传

统家族文化却得到了延续。三井财团的创始人三井高利（1622-1694 年）整理父亲生前的文章，又总结一生的处

世经营，完成了《三井氏家规》，至今保存在东京大学，成为日本工商管理的重要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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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井物产经营理念 

 

1.5 三井物产惊人的网络力量 

三井物产拥有子公司 1100 多家，在日本国内拥有 34 个机构，在全球 93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事务所 89 个，当

地法人 91 个。1980 年，三井物产在北京设立了中国事务所，目前在中国有 20 多家分支机构，参与投资的企业有

200 家以上。三井物产凭借在物流领域、信息资源、统和能力等方面独特经验，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触角，在与中

国企业合作的同时，也强化了对中国企业的控制。中国企业的内部信息往往也成为了三井财团企业群的共享情报。 

始建于 1971 年的三井物产环球通讯系统，通过其设在东京、纽约、伦敦、悉尼和巴林的 5 个电脑控制中心连

接着驻海外的 149 个事务所，通讯线路总长达 44 万公里，可环绕地球 11 圈。当时，三井物产每年用在电传、电

话、传真、邮资、电脑运算等方面的费用，相当于公司工资总额的 1/3。从 1991 年 10 月开始，三井物产已将情报

调研部独立，升格为贸易经济研究所（现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并进一步完善了各种职能。 

市场情报的交换不仅仅限于三井物产的全球事务所之间，而且传递于三井物产子公司及三井财团成员企业之

间。例如，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石油公司股权结构中，三井物产占 90%，其余 10%股权分配于三井住友银行、中

央三井信托银行、商船三井、三井造船、东丽、三井化学、三井住友海上保险、三井生命保险、三井住友建设、

三井不动产。可见，三井物产通过持股关系将众多财团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使整个财团的情报共享成

为现实。 

与此同时，三井财团中的专业物流公司也是巨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三井物产的网络形成交叉互补。例

如，三井财团的商船三井公司旗下有一家名为"商船三井物流公司"的企业，其股东包括：商船三井、三井物产、

住友商事、三井不动产、三井住友银行、中央三井信托银行、三井造船、东芝、住友仓库等等。商船三井物流公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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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目前在中国有 14 个基地，开展了海上运输、空运运输、内陆运输、仓库、货运代理等各项服务。 

三井物产首先通过投资持股其他物流企业进一步扩张分销配送网络。在中国，三井物产持有香港保昌控股有

限公司 25%的股份，而香港保昌控股是亚洲地区主要的物流企业，在内地共有 14 个分支机构。此外，三井物产在

新兴市场加快构筑高效的物流体系。在俄罗斯，三井物产持有东洋运输公司 30%股份；在巴西，三井物产与巴西

顶尖物流提供商 LibraGroup 合作提供仓储服务；在印度，三井物产投资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与当地企业建立

合作联盟；在中东，三井物产将在迪拜的 JebelAli 自由贸易区内进行物流基础建设投资。 

 随着电子商务（EC）的发展，三井物产也积极是建构 EC 市场，并强化承包整个物流、货款支付、保险、

审查等相关业务。三井物产的"E-SOKO"、三井物产与伊藤忠商事合资的"达康存货网络公司（Dot?com）"是最典

型的 EC 市场的具体事例。此外，以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三菱商事这三家公司为中心所设立的"物流连结日本

（LogiLinkJapan）"，包罗求货、求车、求库等信息系统。 

事实上，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无论涉足哪一个产业，三井物产几乎都遵循着这样一套"行动逻辑"--在一个由

100 多家子公司和上千家股权管理企业组成的全球交易网络和信息情报网络中，三井物产以金融资本、商业资本

和产业资本结合的高效形式渗透到产业的上下游链条中。最终，三井物产通过强大的贸易能力和物流网络建设能

力，将上下游资源流动起来，从而为整个财团创造高额的交易利润，并掌握商业机会的"制高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三井物产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三井物产官方网站： 

http://www.mitsui.co.jp/cn/ 

第二章 三井物产公司笔试资料 

2.1 三井物产的笔试想到的 

三井物产的笔试，是上机的考试，是考 SHL 题，比较常规化，也不是很难，而且都是中文的，但是自己觉得

简单的话其他人也一样觉得简单。先抛开答题的正确率和多少，讲讲自己今天答题的心态和心情吧，先是回答正

式问题前的例题，这部分相对简单，当正式开始答题的时候，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1.自己不够细心，没有看清

楚总共要考多少题，把时间给予合理的分配，不至于到最后不清楚自己还有多少题没做，今天所以有好几道题没

做，所以还是时间管理能力有待加强.2.特别是自己在做 verbal 推理字数很多的时候，总不能静下心来仔细阅读题

目，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在想心思（是自己太浮躁的原因）。 

后面的数学题也是这样，总不能静下心来。 

另外自己也是老是喜欢发脾气，心情不好，以前自己从不这样的，本来和亲爱的约好的，但是又因为一点计

划改变，变得很烦，想要发火，看来真的需要好好调节下自己了，这样下去肯定对自己求职心态和生活造成影响

的。 

恩，多思考问题，多平下心态，多乐观面对生活，多做准备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好在能及时地发现问题，

希望明天心情会好点：） 

2.2 广州三井笔经 

 

 

三井的笔试在广大大学城校区进行的 

准考证邀请函写着提前半个小时去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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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等到差不多 9 点 35 分才进场 

 

笔试全中文的！ 

电脑上进行操作 

进去之后找到相对应的计算机，然后输入准考证号，再等系统统一开始 

 

大家估计都知道了，先做几道例题 

例题要是选错的话还有提示的，意思就是，必须全部答对才可以进入真正的测试 ps：例题就 2 3 道，很少很

简单 

 

第一部分 文字 

一般就是一篇短文然后 2 个问题这样 

不算难，毕竟是母语嘛 

不过提醒各位 XDJM，时间一定要把握好，不能犹豫，因为肯定大家都会做的 

 

第二部分 数学计算 

也是全中文的，系统上面居然还有计算器，这点第一次见- - 

题目就是典型的 SHL 试题 

最后一题考的是存款问题，问你一千元存一年活期，分三个月活期，以及半年活期哪个的利息更高 

记得不太多了- - 

 

总体而言，感觉不太好，中途有电脑出问题的，还闹哄哄地在换机，其次就是说了关手机的，也有人- -难道

是监考员？的手机在响 

所以建议以后去的人，要专注，不管外界什么事情都不要理！ 

最后，记得现场也是要签到的~！ 

2.3 北京三井清华笔试 

全是上机操作，电脑有点烂。 

题目总共分为文字理解和数理测试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文字理解（34 个题目，17 分钟做完） 

先是阅读一个短文，每个短文大概 150-250 个字，针对短文内容出了 2 道题目，规则是“根据短文内容判断

题目描述的内容是正确的，错误的，还是不能确定”，也就是说，每分钟阅读一个短文，做 2 道题目。 

 

第二部分 数理测试(20 个题目，22 分钟做完) 

就是给你一个示意图，或者是图表，里面是一堆数据，然后针对图表出题。题目比较绕口，但是一旦弄懂了

题意，题目本身是很简单的计算，（熟练的使用计算器很重要）。 

 

每部分之前都有例题，可以利用这个好好熟悉一下规则。。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进入面试，但是还是祝福一下，bles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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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上海三井笔试 

 

我不知道之前三井物产的笔试是怎样的，也不能肯定之后的笔试会是怎样 

但这次当我上机登陆开始看题目的时候我真的快一口血喷出来了= = 

SHL 的试题，而且和今年普华永道的笔试题目完全一模一样，除了不用写作文（话说回来，笔试的报名方式

也是一样的） 

因为曾经做过一次，所以很快，之前在普华永道没做完的题目也顺利完成 

 

内容的话去过普华或者 KP 的同学们应该都有数了，就是文字理解和应用计算两个部分 

有需要的话在四大讨论区也有大量的题目可以下载 

 

祝各位好运~ 

2.5 三井物产笔经 

题目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文字 

 

有两大题 

1，给一句话，里面缺几个词，然后给你几个相近的选项，让你选，这种题目高考上常有，大家应该不陌生。 

2，给一段话，4，5 行吧，然后问你这段话主要支持了一个什么观点；或者是下面对这段话叙述不正确的是....

等等，就是这种总结性的问题。 

第二部分：图形推理 

 

前面给三个图形，让你看规律，然后后面再给你两个图形，让你推断第三个，也是选择题。 

不过感觉规律很难找啊..... 

 

第三部分：排序 

 

给你 5 个短语，让你按顺序排列。 

例： 

1，修护防护林 

2，铁路被风沙侵蚀 

3，修建一条铁路 

4，这个人受到法律严惩 

5，有人盗伐树木 

 

第四部分：图表分析 

 

给你一个图，或者表格。每个图表下面会针对这个图表提 2-3 个问题。有的题目还满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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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数字计算 

 

这部分的题感觉比较难，数字很多，很多题目也很绕。 

有个题目我觉得我应该算的出来的，但算了好久都没算明白，昨晚惦记了一晚上。 

还有就是：考试时间 60 分钟，有 72 道题目。 

平均一道题一分钟还不到，虽然都是选择题，但还是感觉时间很紧。紧的题目都不大记得了，只记得没什么

时间考虑，就一顿乱算，算出来一个比较像的答案就选选，也没有空去验算她对不对了。 

第三章 三井物产公司面试资料 

3.1 实习生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962-1-1.html  

 

前一周贵公司来我校参加宣讲会，有工作人员给提前到场的 30 位同学发了号码牌，凭此获得面试的机会。所以

守时是很重要的一个评价标准。 

面试官提的问题：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外地人，为什么会想留在广州就业。又问除了本专业，你还会什么其他技能。谈谈

你之前的工作经验。说完后她让我全部用日文表达一次。（本人日语专业） 

3.2 三井物产(上海)营业担当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964-1-1.html  

 

外语测试＋工作经历询问。 

 

比较注重细节，会有外语测试，会询问你对某事的看法，是你会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重视细节，会反复询问

一个问题。 

3.3 三井物产上海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966-1-1.html  

 

下午去面了三井物产面试。对于面临就业难的我来说 还是很看重 希望成功的一次机会。 下午 4 点的面试 我提

前一个半小时 两点半就出门了。提前 20 分钟到 前台 mm 应该都司空见惯了吧 然后就是人事 jj 出来叫我了。 然

后被带到会议室 ：四周围的都是面试官... 不过都是中国人领导。 什么部长 经理的 两个人事姐姐作陪。 然后

就是日文自我介绍， 然后就是狂轰乱炸! 基本是都是两个大头跟人事在提问 剩下的两个经理作陪 听着... 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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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问题 (体力透支的我绞尽脑汁想一下哈) 1.优势 缺点 2.讨厌和什么样的人共事 3.工作中遇到的比较痛苦的

事情 有没有快没自信的时候? 4.如果碰到你不喜欢的人 工作中 你怎么处理 我都忘了我怎么白乎的了... 基本上

都回答在点子上，面试官还是挺满意的样子。 

3.4 日语营业担当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394-1-1.html 

 

面试过程： 

面试当天早上 有 20 多个学生 分成两组，每组十个人。 

十个人同时面试 四个面试官 

首先抽签选座位  

轮流自我介绍 日语或者英语  

然后是无领导小组讨论 

面试官很 nice 一直叫我们不要紧张 

后来时间有剩余的时候 面试官还分享了许多关于三井的情况的看法 

日语 

3.5 北京三井物产终面基本失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2 月 17 日 

 

15 号参加了三井的终面，由于过于紧张，发挥不是很好，心情很沮丧。这几天一直念叨着这个事情，感觉心里悬

空，所以致电了三井物产北京人事处，被告知排名 靠后。虽然 HR 姐姐真的很好，说得很委婉外加一些鼓励的话，

但自己心里明白与心爱的三井基本上无缘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三井物产给了我终面的机会，毫不夸张 的说，三井

的面试是我参加的所有面试中，最为和谐美好的。最后，祝福那三位努力的幸运儿吧，祝他们在三井能有好的发

展，心想事成。 

3.6 三井---广州二面面经+三面通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 月 20 日 

 

其实 LZ 今早刚刚二面完，说是一个星期内有结果（三井的速度果然不是一般的慢） 

说说今天的二面吧，攒点 PR， 

（补充：发完这篇日志的两天后，星期五的时候，LZ 就收到了三井的三面通知邮件。 

2 月 16 日，在珠江新城，三井的新家。只可惜 LZ 定了 2 月 25 回来广州的机票，现在看来， 

那张机票得作废了！哎。 

但是为了三井，拼啦！！） 

 

ps：本人日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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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早上 11 点的面试时间， 

10 点 45 准时到达等候，前台姐姐索要了我大堆的证书以及学生证，进行校对核实。 

等候期间，遇到一个中大研究生师姐，人很 nice，狂聊了一阵，大概 11 点 10 左右才进去面试 

刚一进去，3or4 个面试官，一见到我就说：“啊，请稍等一下！啊，请坐请坐！” 

然后，面试官全体出去，临走前，一面的 HR 姐姐温柔的一笑，心窝暖暖。 

之后，进来一个日本大叔（不在刚刚那一行人中的），面试正式开始。 

一、日语介绍 

驾轻就熟，开开滔滔不绝地讲到一半的时候，被打断，进来个中国人面试官（不爽） 

然后接着狂吹。 

二、提问 

问题很多，也记不全，大概就是这些： 

①在之前日企的实习中，获得最大的收获是？ 

②英语如何，请用英语做下自我介绍（没准备，泪+汗狂飙） 

③假如将来你当了小组 leader，遇到跟客户的纠纷，你会自己解决？还是交给下属？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人都会答由自己亲自来解决的吧） 

④说说对三井的认识，想进的部门以及理由 

⑤…………（还有些其他的，想不起来了） 

三、自由提问环节 

①贵公司人事变动情况如何，理由是？ 

②（LZ 其实得到了丰田通商的 offer，但是心里偏向于三井，于是乎……） 

请问，我能进入贵公司吗？ 

日本大叔小笑一下，说，还不知道呢，三面还安排在 2 月 16 日。 

LZ 汗颜，感觉自己太心急了，给对方的印象不好。 

 

面试结束，鞠躬，道谢，离开。 

走之前，还跟前台姐姐八了一下，但是没八到什么有用的内幕。 

在回来的地铁上，又重遇中大的研究生师姐，继续聊面试情况。 

 

 

总结，作为我憧憬的三井，还是没让我失望的， 

待应届生们彬彬有礼，甚是欢喜！ 

但是，速度的确是慢，三面还得拖到春节后，心烦。 

 

ps：交待下背景，LZ 拿到了丰田通商的 offer，春节后，要去实习了。 

想着，三井要是年前能定下来的话，我就咬咬牙拒绝丰田通商，奔向三井。 

 

三井三面正式确定下来了，2 月 16 日，希望同去三面的童鞋们，一起加油吧！ 

最好遇到的各位，都能成为三井的同事呀。 

春节后，也要 RP 大爆发！ 

3.7 广州三井次篇章，二面哟喂~~出炉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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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我猜我应该是最后一批了，结果去到签到时，果然是 last one~ 

面试地点：同一面，中国大酒店 

面试官：两位，一位一面时见过的日本很和蔼可亲的男面试官，另一位是很优雅的女面试官。 

面试语言：英语加一些日语。 

本人情况：财会专业，日语是自学考过二级。 

 

今天 rp 非常滴高，一去到就可以去面试， 当时我在签到和交完资料之后才楞了一下，哇，这么快。结果匆匆脱

下大衣就冲进面试室了。 

面试开始：叮咚！！！！  

1、自我介绍（英文） 

2、然后就是很个性化地根据简历提问，blabal……一堆问题与回答问题的过程。两位面试官都轮番提问！！（全英） 

    插曲：由于我日语通过了二级，所以被要求用日文自我介绍，然后我就来了一段简短的日文。哇~~很满足，终

于有机会开口说日语了。其实我真滴很想很想说日语啊~~~~~~(>_<)~~~~  

3、又互动了一下：why mitusi？ why japanese company？经典问题…… 

4、问题提问面试官。 

面试总结：整过过程就很经典的单面。 

三井人真的很 nice，全程两位面试官都是笑着的，而且有些时候那位男面试官还会大笑，真爽朗！！！！！感动 ing 

总之三井的面试就以很温和的聊天方式展开，很舒服，很 nice~~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面经都说这样的面试往往很容易让面试者的真实的一面流露出来，这样的聊天式面试也很

难准备，很容易让面试者在面试官面前无所遁形。不过我却是很 enjoy 这种面试的方法。因为这样的话，面试官

和面试者双方都可以在比较温和的环境中认识对方，通过最平常的问话和交谈才可以真正知道彼此是否合适，是

否在同一条道上，是否真是同心的。 

so！我一直希望我遇到的面试都是这样滴~~ 

希望一个星期后收到三面通知！！！！mitsui！！希望春节后有机会再见！ 

 

3.8 SH 火热的 2011 三井 2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 月 20 日 

 

 

Lz 早上六点起来就被大雪惊呆了赶忙“梳洗打扮”，在 8 点半达到了 SWFC 

5 个面试官（一位 boss 后来到达），提问集中在 2 位，全英文（LZ 日语三脚猫），LZ 是 2 面第一个吧 

1.自我介绍（没有怎么提问我简历的问题） 

2.LZ 专业提问（LZ 专业烂到爆） 

3.LZ 专业引起的中国问题提问 

4.日本政治经济了解 

5.希望的岗位和原因 

6.让 LZ 说日语..(LZ 虽然 J-pop 爱好，但是日语无能）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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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nice 提问氛围，非常和蔼的 HR 等 

也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和三井内部人员交流 

今年大概会在年前搞定 final 

祝各地各位好运（LZ 面经一向言简意赅哈哈） 

3.9 希望这是记录我一步一步走向三井 offer 的初篇章，广州一面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1 月 8 日 

 

希望这是记录我一步一步走向三井 offer 的初篇章，广州一面经验分享:tk_40  

 

     乍一听这个名字大概很少人知道，因为日企一向比较低调的缘故吧~~ 

我在面试之前才粗粗地百度了一下下三井是个神马公司，然后了解的概况如下：三井财团是很有名的日企，

世界 500 强貌似排名还是比较强滴，日本最大的综合商务事务所~~~什么行业都有涉及，号称从“鸡蛋到卫星”的

综合商社。总是就是实力雄厚，貌似还没那么容易到的意思。O(∩_∩)O~ 

 

           貌 似等啊等啊，等到我都完全忘记我投过这家企业的时候，突然来了个笔试通知，是在华农笔试的，

我已经轻车熟路了，话说当天还是工行笔试的同一天同一地点，我 还是我的闺蜜一起去了华农，我笔三井，她笔

工行。（看来还是缘分啊，我之前工行报名时出现了问题，所以没有笔试机会，否则让我选工行和三井，我也还

真的不 知道怎么选择好啊，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啊。幸好，老天爷替我选了，谢谢老天啊，O(∩_∩)O 哈哈~）

笔试内容是中文版 SHL，说不上来难，也就那个中等水平，笔试多的人应该过都是木有问题的。笔试后 N 天（N

大于等于 15 天）才通知面试，还是 1 月 7 号面试。我的面试时间是下午 4 点，地点中国大酒店商务大厦 9 楼，十

分气派的地方。 

由于今年 1 月从开头到现在实在是冷得惊人啊，还要穿个正装出来晃荡，只有无语问苍天，清鼻涕流两行。

正当我坐地铁到越秀公园的时候，三井 HR 打电话过来了，问我能否过来面试，我就囧了，我人都到了，不过还

是很感激 HR 的工作如此到位，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应该今天早上还挺多人没去面试的。（*~~~~(>_<)~~~~ 这

个我表示灰常可以理解，这个时候，一近期末考，二近年底，三是如果有 offer 早签了何必来寒风中凑这个酱油热

闹捏，总结完毕） 

去到面试地点，还是蛮多人的(⊙_⊙)？先填了份表格，写了基本信息，还要写对三井的认识之类的，事先做

过调查，知道的都写上去了~~每人都给发了号码牌，别在胸口供辨认。 

等齐人之后，我们集体就进入了一个会议室，长条的椭圆形会议桌，一边坐面试官一边坐应聘者。面试官有

8 个（其中两位日本人，但是中文说得很流利虽然发音有些不准，呵呵，然后有 2 位很典型的 HR 方面的高层模样

坐比较靠边）来着，一组面试 11 人，其中有一个是原本是早上的，然后调到下午了，还迟到了一会（这都被问原

因了最后）。 

           之前看面经说一面是 1）英文或者日文自我介绍，2）无领导小组讨论，3）面试官提问，中文（我悲

剧地被提问了日文，呜呜，就因为我在之前填表的时候写了通过了日语 2 级，悲剧） 

 

4点整，开始面试。首先，英文自我介绍，我虽然有学日语，但是要我真的上战场的话，还是怕怕的，还是英语

来得好。O(∩_∩)O~，而我一向都不是出头鸟，所以我找个了个中间时刻举手开始了 2 分钟自我介绍。而且灰常

专业地找了个网页计时用，所以全场的介绍时间都掐着很准。我觉得我们组都介绍得很好啊。其中有一位男生是

用日语自我介绍啊，虽然有一点点不够流利，那个牛啊，我听着冒小星星。然后在心里暗暗下决心，如果我进入

了二面，要好好恶补一下日语。O(∩_∩)O~ 

           然后分两个小组讨论问题，半小时后选一个人做 5 分钟的 presentation，也就是群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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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是 ABC 快餐连锁店公司，选总经理，我们是评审团，有 5 位候选人，让我们最终给出一个意见，

选出一名总经理候选人，还算是比较正统经典的无领导小组题目，而我们都怀疑，这些人物就是这些面试官的化

身，有 CFO,有人事总监，有研发总监啥的。。。。我们两个小组在各自的半个小时的 blabla 讨论之后都推举了两

位男士去发言，有趣的事，我们两组的选择截然相反，他们第一个淘汰的就是我们最终选择的，太巧了。呵呵。

（这也就导致了在后面面试官问问题的环节，我们两个组貌似展开了小辩论） 

          群殴完了，诸位面试官就开始对个别人问一些问题。别小看这个环节，前两个环节几乎占了 1 个小

时，这个自由问答环节啊，也足足占了 1 个小时啊，真是囧囧更健康啊！！！  

          我觉得总体气场还是比较 nice ，很多时候大家，无论是面试者还是面试官，都笑作了一团。在刚刚

面试的开始，一位疑似 HR 高层还对我们说，让我们不要紧张，我们是今天面试的第四组，前面 3 组即是早上面

试的都很紧张，这样会影响发挥的。真好！！！幸好我刚刚就在前一天经历了魔鬼面试，从下午 2 点面到 7 点，

所以这个我完全有心理准备了，虽然在自我介绍时，小小紧张了一下下，然后就算是比较淡定了，希望面试官喜

欢我啊·~~希望我与三井有缘啊~~自恋完，继续回魂~~ 

             他们首先回问问一下在刚刚群面中的问题，还会很 nice 地问一下那些显得比较少说话的面试者，

这样的话，就给到了面试的人一个展现的机会了，不会因为群面没有话说就被否决了，这点我觉得非常的科学合

理（外企群面都没通过过的人伤心悲哀滴飘过~~希望这次是个好消息，~~~~(>_<)~~~~ 紧张中啊紧张中……）而我

就荣幸地被点到：“吖，我看 X 号同学都没怎么说话，你对于对面这个小组的 presentation 怎么看啊？”囧，我

想，怎么就问了这个问题捏~~然后我就哼哼唧唧滴淡淡地吹了吹。 

             

              然后 8 个面试官都针对不同面试者问了很多问题，各种维度，例如：你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为什

么？/ 你朋友多吗？囧/ 你觉得对你影响对大的人是谁？/ 还有常规的，为什么选三井，你了解三井吗？/ 你为什

么投营业（行政）岗位？/你有投什么公司啊？现在有什么 offer 啊？…… blabla~其实还是有显示出面试官的倾向

的，问得多的貌似都挺有戏的。。。呜呜我充其量也就算个中等。 

             

            最令我觉得悲催的问题就是：你学的是财务，为啥报营业捏，你考过日语 2 级吧，请用日语说明原

因。囧囧囧，我当时就五雷轰顶，外焦内嫩了。呜呜，我也只是混口饭吃嘛，容易吗我(⊙_⊙)？我那口语也就充

其量和个日本人手脚并用才可以交谈，你老大让我当场即兴回答问题，囧死我。然后我只能硬着头皮哼唧几句。

当时就后悔我的日语怎么就没好好准备呢·~~之后也还问了几个问题，什么 offer 之间的选择啊，如何择业啊之类。 

                           历时 1 个小时的自由问答环节终于的终于落下幕布了，我心里都忍不住想了，呜呜，放

过我们吧，早点回去吃饭吧。 

                          然后面试官说，在 2 个星期之内会有通知二面，二面应该还是这里，20 号，希望我有机

会进入二面，然后过来继续分享啊~~~三面应该就在年后了，在新 offic，在珠江新城那边（hoho~~梦想工作场所

哇）。 

                           其实，三井一面大概有多少人呢?他又分多少天面了一面呢？ 又不知道他最终的最终会

要多少人。~~~~(>_<)~~~~ 

bless me~希望能进二面，然后我努力挤进三面~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啊~~ 

   快过年了，也快放假了，祝各位战友好运连连~ 

   夜深了，00：59 分完稿，发觉我最近都喜欢在深夜敲字啊，囧，看来有发展成为网络作家的潜质。不啰嗦

了，果断爬上被窝，明早睡个懒觉~~逛街去散心啊~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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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三井 SH 二面面经 

 

今天下午参加了 三井的二面，总体感觉还行，但结果是不是杯具真不知道，因为牛人实在很多啊。 

面试官是四个人，一中三日，两个日本的是职能部的，一个 HR 的，一个中国的就是一面时游走于各个房间

的那位。 

首先是自我介绍因为本人不会日语只好说英语，结果就是从头到底一路的英语￥… 

然后就是讲讲对三井的了解，自己想进哪个部门，为什么，有设么爱好，然后问你是不是有耐心的人（of course 

yes） 

还投了什么企业，为什么想来日企，不会日语怎么办（结果是被告知进去后还要去专门培训……汗）还有就

是又问到了关于塞红包的问题， 

郁闷啊，为什么两次面试都问这种问题呢，结果自然是 no。基本就是这些，主要是一个职能部的日本人和中

国大叔在问，另两个加起来只 

问了三四个问题。最后走时 hr 告知 20 号之前会通知三面，没收到电话就安心去过年吧，三面会在二月初进

行。 

3.11 上海三井物产一面～  

三井是很久以前投的了，这个公司以前是从一本书上了解到的，实力超强的一家。 

第一次笔试因为有事没有去，不过三井组织了大家第二次笔试，很高兴，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昨天下午要去 3 点 15 到，我早早出门了，不想因为迟到就被 PASS 掉。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第一次进环球金融

中心，感觉实在太棒了。安全措施也很到位，服务很周到，以后去的同学要提早点去哦。 

面试在 3 点 30 开始的，有两个部门经理，一中一日，两个 HR。题目是选总经理吧，有 5 个候选人。有三十分钟

讨论。当然每个人都有优缺点，各抒己见吧，只要言之有理就行。 

最后就是面试官提问了，先是日本经理提问，他的中文蛮不错的，接着是 HR 与中国经理提问。问题大概就是关

于案例，以及我们的决策。后面就开始提问关于一些其他问题了，比如人生最重要的事，选部门，你对你小组同

伴的评价，你大学印象最深的等等，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吧。中途还有一位面试官进来，应该也是位经理吧。 

5 点左右结束了面试。 

这次面试对公司的印象很深，环境很古朴，有古中国文化的味道，每个人都很有礼貌，都会和你打招呼。公司氛

围实在太好了，希望能够继续下 

3.12 三井物产的面试经历  

日本三井物产株社会社重庆事务    早到了可能 5、6 分钟，和招聘老师一起上的电梯。我穿的便装，他穿一身灰

西装，黑发中有很多白发，感觉像张处。我第一个面试，整个过程认为我的说话量和到点数都比以前到位,面试时

间接近 40 分钟。 

       首先是自我介绍 1.英语能力。2.沟通能力。3.学习能力：勤奋+方法(还该谈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明确，以

及细化——思考、总结、实践、进步循环)。然后谈到对公司的了解，答 1.喜欢日本公司（他记了下），由于招聘

信息更新较晚，了解不深入，通过姑爷对日公司有了解。2.是做市场。再谈到自己性格的优缺点，答 1.优点：稳

重，能宏观把握，能分清事件的轻重缓急。（还该谈性格活泼开朗，乐于沟通——就是他们要的点）2.缺点：当时

想不起，说太稳重了，他笑了。（后来想可答对待自己的事情不是很认真，比如衣服饮食不挑，都想把精力用在工

作、学习及帮助别人办事中）。还谈到为什么报川外，答 1.喜欢英语。2.喜欢新闻。以及福利院志愿者经历，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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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国人打交道自信心。2.英语听说能力。3.外国人的生活习惯优点。（他说了句很真实）。接下来他提了几个问题： 

        第一，企业效率与社会贡献我选择什么。答道效率促进公司发展，员工进步，然后才能做贡献促和谐。和谐

是发展的目标。（还该细化直接两点，总分，1.效率是贡献的前提。因为公司要有了好的发展，员工福利得到提高，

才有足够的底气和能力做贡献，促和谐...2.贡献是效率的目的。发展公司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做贡献，促和谐...）（他

摸了摸荷包，附和了一句：要员工的包包鼓起来，才能做贡献之类的，感觉他比较满意） 

        第二，要和一位老客户签单，但签单员在外地，无法物理联系，但单很重要必须马上签，签单员说就用以前

的签字复印后通过某种技术（忘了）完成签字，怎么办。答 1.想法物理联系 2.不行就请示上级 3.还不行就参考以

前经验；如果没有，自己要慎重考虑，不能违法，不能使签字程序出现漏洞，被抓把柄。（还该细化自己考虑的时

候要考虑到签单后对公司的利益和出现问题后对公司的损失，两者权衡利弊，利大于弊，就签，反之，不签。这

题没感觉到他满不满意，感觉没答到他要的点。） 

        第三，日语水品怎样——可基本交流，及格。英语水品怎样——专业级，BEC 中级（他记了下）。读了一段

话，翻译。 

        开始都感觉他还比较满意，谈到是否能随时联系到我。后来他说到两点，一是我中文简历和英文简历不对应，

说明我做事不严谨(很有用，要改)2.眼光放宽。我开始没理解到是什么意思，后来想是不是第二题可以答联系其他

签字员。（不过应该没这么简单) 最后他把照片退还给我，说太大，并提到“简历我就不还给你了哈”。这个过程说

明他有不想要我的倾向。（这次感觉我有些方面是基本上符合的，还差严谨，优秀的英语成绩等） 

        总结：1.严谨，要注意各个方面，比如简历、着装、按时等等，今后要注意，改正，细节很重要。2.对公司

的背景要有一个较深入的了解。3.答题的时候要总分。总说一句，再分说。另外简历要充分体现自己的经历，用

五角的纸就可以。 

 

第四章 三井物产公司综合求职经验 

4.1 11.25GZ 三井面试+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75651-1-1.html 

 

听说应届生是个神奇的网站，保佑保佑~ 

首先是宣讲会投的简历，后来信息通知去珠江新城笔试+面试。（有些比较厉害的同学简历被刷，也不知道是为

什么...） 

去到之后，就感觉到了日企的作风，办公室都十分的简洁啊~面试分英语组和日语组，一组大概是 8 个人。形式

就是先英文自我介绍 2 分钟，有个小电脑屏幕计。 

完了之后就是个为时 50mins 的无领导小组讨论，做一个 proposal，5 分钟展示。我在的那个小组相当和谐，大家

都在想办法做出一个好的方案。然后就是 5min 展示，每个人都要讲。 

pre 完之后，有十分钟的 Q&A，不是每个人都会被问到，有问简历的经历，也有就 Pre 的内容做提问（由于地铁

限流，有两个同学被提问到为什么迟到） 

然后是个小休息，接着做一个小时的笔试，英译中+中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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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营业助理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395-1-1.html 

 

营业助理的职位一共分两轮面试。第一轮先考笔试，中英互译和中日互译，然后是和人事部负责人面谈。主要是

根据简历问问题。第二轮是和部门主管面谈，聊得比较详细。 

人事部, 负责人, 助理, 简历, 职位 

4.3 我的三井物产奇遇记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 月 25 日 

 

2012.1.19 早上，收到了三井物产广州的 offer call,顿时激动，春节前放假的前一天，又在一阵激动下签了 offer letter. 

这是最让我激动的一个 offer,同时，也是我最最意想不到的 offer. 

奇遇的开始：网申。由于实习而错过了宣讲，又发现三井招的都是助理，因此不想投。后来想，反正自己也还在

失业中，投着试一下吧。 

笔试：12 月中 

笔试是中文 SHL 的测试。网上预约好的第二天，收到了农行的笔试通知，时间也是周六上午！完全冲撞了时间，

而且也只能预约一次。由于之前外资公司接连失手，所以被逼放弃三井。 

正在苦恼叹气的时候，看到预约页面有联系方式，赶紧发邮件联系，说可以参加那天下午 1:00 的笔试，顿时松了

口气。然而，农行笔试的地方实在太远，赶车赶地铁，最后还穿着高跟靴子一路小跑，终于在 12:55 赶到考场。 

然而，这时发现我身份证丢农行考场那了，三井的笔试要查身份证。正当我沮丧之时，考官很 nice 的跟我说，先

考吧，考试比较重要，就把我放进去了。感激涕零。 

饿着肚子做完了笔试题，题目很简单，常规的 SHL，中文的就更简单了。大家不用怕。 

一面：1 月 5 日 

  考完笔试快一个星期了都没有消息，心想肯定完蛋了。谁知，第五天左右收到面试通知，竟然定在 1 月 5 号！天

啊，足足两个星期以后，从来没有一间公司把面试压到这么后，为他们的效率震惊了一下下。 

12 月底和一月初相继收到了银行的 offer,也因为一直面试银行的原因，直到面试前两天才开始准备一面的事情。

本来也不想去了，想着已经有银行 offer,也比较满意了。1.4 日，收到北京打来的面试提醒电话，后来查了一下，

才发现三井物产比我想象中的牛很多。决定一试。 

1.4 日晚上看了不少面经，才知道三井一面这么变态，先是群面，再用外语单面。鉴于面经里日语二级的都被日文

提问，过了一级的我恐怕是逃不过了，但是时间根本不够，我很难说出来。不管了，硬着头皮一拼吧！ 

1.5 日，早上去学校拿了三方，准备签另一家。但是又收到另一间银行的口头 offer,没签成。下午赶了去面试。 

我是英语组的，一面是 10 个人一个组，首先是自我介绍，英语或日语，限时 1 分钟，有计时器，我用日语坑坑巴

巴地背了一下，还没背完就到时间了，弄得尴尬收场。 

接着是案例讨论。一共分了三组，案例是关于选策略的，大概就是某快餐店遭遇竞争对手，要求选出最合适的对

策。我们组刚开始有不一致，argue 了很久，才最终统一意见。然后，我们用成本-收益-风险预防的框架展示了出

来，组里同学还在 pre 的时候补充了一下我们选择这个方案的优势，收益快、短期利益长期利益均为最佳等，感

觉说的挺到位。其他组的话都集中在小组斗争，怎么统一意见上，没有具体阐述方案，根据条件来分析方案的优

势，感觉有所欠缺。 

Pre 完之后就面试官完全不吭声不点评就进入了个人提问环节。值得注意的是，三井物产的提问是没有顺序的，

刚开始还是 1 号，突然下一个就是 6 号，让你防不胜防。而且刚开始还是中文提问，后来就一会中文一会儿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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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是可以用中文答的啦。面官中只有一个是日本人，坐在正中间，英语说的超棒，完全不带口音！佩服佩服。

他问了一个女生三井和三菱的区别，感觉还蛮犀利的。 

反正面官就在那里不停地问，越问越深入，我到后面还被问了“你如何看待小时候被教导诚实做人，而长大了却

很难不说谎”哇，我都快崩溃了。自己一共被问了 3-4 个问题，我们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关上门后，大家都齐声

地舒了一口气，特搞笑。压力可想而知。 

我当时面的时候超级淡定的，淡定到我都不敢相信我是在面试，可能面得太多了吧。哎。 

二面：1 月 12 日 

   瞄了一下二面的名单，还是一版纸，不过据说一面大概刷了一半。 

   面官两日本人，一中国人。全程就像面经说的那样，全部英文。 

   之前有面过箭牌，所以对自己的英文十分没有自信。加上面试了一个多月都是银行，都没怎么练过英文，临去

之前的那天拼命看美剧，争取找感觉。 

二面主要是简历问，还会问你为什么选择三井，想做什么工作，去哪个部门。也有问我投了哪些公司，之前为什

么总是 fail,对市场营销怎么理解。我反正觉得全英面试这玩意自己都不太有戏，志在参与，就积点经验吧，就随

便说起来了。结果反而越聊越带劲。当然，中间有转过去日语频道，我答了几个问题，然后真的是说不过来，就

请求用回英文。 

  总的来说，这是我感觉自己发挥得最好的一次面试了，开了挂似的，觉得 90%会过。 

三面：1 月 18 日（调了时间） 

  因为有点事要离开广州一下下，回程买了 17 号的飞机票。不巧的是，我买完机票的第二天，三井通知终面是 16

号上午。 

  这 回我是真着急了。跟三井的姐姐说自己实在实在是没办法赶回来（真的改签不能，票都很紧张），姐姐刚开

始说那也没有办法，后来说帮我协调一下，我也再发短 信，重申了一下自己对这次面试机会的珍惜。本来想着都

没戏了，怎么会为了我一个人调时间。但是觉得自己二面表现得还不错，姑且赌博一下。一个小时之内，我 得到

了回复，面试改到了 18 号上午。很感谢三井能这么体谅我。 

  鉴于我是 17 日深夜才下的飞机，18 日起床的时候整个人都是软的，当然也没怎么准备。这回因为是终面，所以

已经淡定不能，面试之前一个劲的紧张。终面是三对一，两位总经理级别的日本籍面官，一位中国面官。还是简

历问，问经历，问对三井的理解。感觉他们对我没什么兴趣，才 15 分钟不到，就进入提问环节，我真觉得这回完

蛋了，英语也很多坑坑巴巴的，哎。 

  最后问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因为有另一家在逼签，答曰这周内。然后他又问我为什么去应聘银行，还有没有应

聘其它日企等等，又多撑了 15 分钟。面试出来整个人就灰心丧气了，感觉很不好，估计得泡汤。 

第二天早上，居然就收到了 offer,真的喜出望外。 

总的来说，从面试可以看出来，三井物产真的是一间很人性化的公司。刚开始帮我调整了笔试时间，最后竟然因

为我的私人原因推迟了面试，要知道终面的 boss 们都是日理万机的。实习期更加弹性，我一再问有没有规定的实

习时长，姐姐反复强调，这要根据你自己的安排，并且一周不一定来足 5 天，可以一星期来三天之类。相比起牛

气哄哄的国企硬要你实习，三井显得格外有人情味。而且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也特 nice,保持微笑并点头倾听，

让你放心说下去。 

写得有点长，请勿见怪。 

 

4.4 东京应聘的三井物产经验 

 

看了上面有同学发了北京的经验，我也来说说我在东京面试全过程的经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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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在日本留学中，今年夏天毕业，属于秋季入学的英语项目的学生。我非常想回国工作，但是海龟身份

给我的求职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我不属于应届生，所以投出去无数简历没有什么得到回复的，而在日本能找的

工作都不是那种派回国的。所以三井物产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分公司来日本招聘

的。 

 

pre 面试 

11 月底 Top career 2011 网站发布了三井中国来日本招聘的信息。12 月 12 号在东京参加了 pre 面试。很巧的

是，面试我的许主任我在一年前听三井物产总公司说明会的时候就见过，因此整个面试过程我一点都不紧张，就

像跟朋友聊天似的。当时我的求职过程刚刚开始，所以没啥期望，也没有太大压力，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参

加罢了。 

 

笔试 

12 月 18 日收到笔试通知，21 号在学习图书馆做了网上测试。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网测，做题的时候我非

常的紧张，一直在出汗，数学部分差了好几题没做完，整体感觉非常差。当时自己反思了很久，为什么自己对该

重视的事没有予以充分重视。不过 28 号收到了笔试通过的通知，真是觉得很意外。 

 

一面 

跟国内的同学们不一样，我没有参加小组讨论，直接就是单面了。1 月 18 号在东京大手町三井物产总部以视

频面试的形式进行的。面试官有 5 个人，2 个日本人，3 个中国人，面试时间大概是 30 分钟。面试语言用的是日

语，主要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志望动机相关的问题，比如你想做什么工作？对什么行业有兴趣？能为公司做什么贡

献？还有就是为什么要回国工作。我的日语实在是不太灵，说的结结巴巴，还不时穿插几句英语，后来中国的人

事姐姐可能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改用中文跟我说了。同样，这是我第一次面试，所以非常非常的紧张，自我感

觉一般吧，但是我真的是尽力了。 

二面 

由于我研究比较忙，所以过春节没空回家，于是二面也就是终面还是在东京进行的。2 月 16 号，大年初三，

总经理来东京开会顺便就对我进行了面试。这次面试说的是英语，也就是自我介绍一下，然后问一下很普通的问

题，也就像聊天一样。总经理真的很和蔼，起初我还很紧张，跟他聊着聊着就忘了紧张了。 

后记 

1. 终面已经过去两个多星期了，我还在等消息中。真的觉得等待的过程最痛苦，尤其是抱有很大希望的时候。

第一个星期中，我每天神经质一样的频繁查邮箱，什么都干不下去。第二个星期总算说服自己放宽心，好好学习。

真的希望快点知道结果。 

2.我特别喜欢三井物产的 hrjj，每次跟他们联络都觉得特别被尊重，态度特别和蔼。不像国内企业的 hr 那么

大架子。 

3.出国留学真的挺好的，但是感觉硕士期间出去如果想回国找工作的话真的挺困难的。隔山打虎，有劲没处

使。 

呵呵，继续等待中，也祝一起应聘的同学们好运！ 

4.5 三井物产北京—从笔试到终面 

 

在三井的招聘中一路走到现在可以说是一种巧合。抱着海投的心理，当时只是看到了三井校园招聘的消息就

匆匆递交了网申，连 OQ 也没有好好准备过……（主要是之前连续杯具让自己身心疲惫）在自己完全忘记这件事

时却意外收到笔试通知，接着就一路和三井走到了今天。（想想隔壁宿舍认真填写三井 OQ 的同学，自己真是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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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大半年的求职旅途，今天是第一次写面经，文字疏漏还请同学们见谅。希望我的这点收获能给以后的同

学一些帮助。 

笔试： 

三井物产的笔试安排在 12 月 12 日，不仅地点和 PwC 一样设在清华主楼后的计算机房，就连笔试题目也和

PwC 一致（只不过没有英语作文）。题目不难，由于之前参加过 PwC 的笔试，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时间把握得很

好。由于一开始没有将三井列入目标范围，笔试后毫无压力，当然也就没有为面试做任何准备。 

一面： 

元旦前再一次惊喜地收到一面通知，1 月 6 日在国贸 34 层一面。之前的求职一直没有结果，这突如其来的通

知反而成了第一份新年礼物。虽然说仅仅是一面，但是在经历过联想、飞利浦、PwC、德勤、强生、欧莱雅等公

司一面即杯具的洗礼后，自己深刻反思过一段时间，至少已积累起足够的经验和自信面对三井的一面。 

一面是 AC 的形式，先做无领导小组讨论，之后单面。小组讨论被安排在一间圆桌会议室，公司已经安排好

一切，自己空手进入即可。来自不同部门的四名面试官分别坐在房间的四角，另有 2 位 HR 负责主持和记录，1

位总公司来的日本同事在一侧旁听。值得一说的是，三井的前期准备做得确实不错，能够体现出公司对招聘新员

工的重视和一流日企的严谨。（这是我头一回在面试中看见 HR 用 PPT 把所有面试者的名字按座位的方位一一列

出）那天讨论一个关于哥本哈根会议减排的话题，要求大家代表会议一方进行讨论，最后选一人做 Presentation。

时间大约是 45 分钟。这次面试整个小组都表现得比较和谐，我则一改之前面试中的腼腆，选择在听取大多数人的

意见后再综合发表观点，提出更加完善的框架。个人认为无领导小组讨论并不是每一名面试者要争个你死我活，

而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所有面试者在讨论过程中真正形成一个临时的团队，以团队利益为重，达成共同的目标——

逻辑清晰且有一定说服力的 Presentation。只要在讨论中真正扮演好了一名小组成员的角色，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体会出团队的感觉就应该算成功了。 

稍事休息便进入单面。单面是 5 对 1 的形式，群面中的四位部门领导是主力，另一名 HR 负责组织。主要还

是针对简历提出问题，同时会问及对三井的看法，最后会给机会向面试官提问。当时觉得自己进不了二面，所以

问了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三井怎样面对反日情绪。个人认为这样问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对日企的看法肯定是难

以回避的问题，但是在面试中反问面试官该问题，结果还是很不好把握的。 

二面： 

一周后便收到二面通知，1 月 14 日，国贸。二面时间不是固定的，我花了大约 40 分钟。面试官是三井（中

国）粮油部的一名男总监和亚洲﹒大洋洲总部的一名女 HR（新加坡人）。由于总监学的是日语，而我又只会英语

一种外语，所以大部分时间是来自新加坡的 HR 在和我用英语对话。当然，面试开始前会询问你是否可以用英语

面试，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有所准备，至少要有个像样的 Self-introduction 吧。J 主要问题还是集中在简历上，比如

自己大学期间最成功的事，怎样处理和同学、同事的关系，自己未来的规划等等。两位 HR 都很和蔼，而且是单

面，所以也没有紧张的必要。 

三面： 

 

又是一周后，收到三面通知，考虑到许多同学放假回家，公司把三面安排在了春节假期后，3 月 4、5 日，国

贸。 

这段时间又经历过一些面试，也收到深圳一家银行的 offer，自己已经比较倾向签了这份 offer，不过在挣扎一

番后还是决定去三井终面。 

终面是 4 对 1 的形式，三井（中国）的总经理和三位日本面试官。面试为中英文结合，先用英文做自我介绍，

接下来应付一系列的英文提问，最后是一些中文问题。总之，几次面试下来，面试官的提问都和网申时提交的简

历相关，许多问题也是由简历上的项目演变而来。提问包括对三井的了解，对外派（中国其他省份）的看法，以

及怎样处理和不同类型客户的关系等。终面算是处变不惊吧，经历过约 30 家公司的面试，应该也已经练成面霸，

反正今天能够算是在享受面试的过程了，呵呵…… 

与三井的相遇从头到尾都是巧合，几次通过都不在自己预料内，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却对其逐渐产生出好感，

也算是种缘分。真的，很多时候某次面试不通过并不能说明什么，实际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已经得到历练，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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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就可能成功。面对每次面试，无论成功与否，善于总结、认真准备，最终是会有收获的…… 

4.6 三井物产：从笔试到终面 

以下是我 2008 年末到 2009 年春天参加三井招聘过程的记录，希望对本版网友有用 

一、关于三井&以及笔试 

三井物产是日本老牌财团——三井财团（现在的三井-住友财团）的核心领导企业，口号是做“产业组织者”

经营领域涉及贸易、能源、钢铁、快速消费品、IT、家电、农业、生物、电子甚至包括核技术和卫星领域，可以

说，只要是法律允许的买卖，它几乎都做。 

我们熟知的丰田、东芝、sony、三洋、NEC 等著名日企都跟三井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就是三井财团的成员企

业，只不过没有冠以三井的名号。 

秉承了日企一贯的低调、务实作风，三井的招聘也远没有其它 500 强外企那么张扬，这家企业在中国毕业生

中的知名度也远不如宝洁、强生、GE 等，想来是企业文化使然吧。 

由于去年女朋友投了这个公司但最终被拒，也使我知道了这个公司并且通过搜索引擎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井物产的招聘启动的较晚，12 月中旬组织了第一次笔试，听说参加笔试的有 300 人。它的招聘全程外包给

一家叫做“潜力新人”的 HR 企业，但是三井自己的 HR 还是在招聘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潜力新人”更多的是替

三井做一些诸如通知候选人、出笔试题和统计成绩等工作。 

三井物产的笔试是标准的公务员行政能力测试题目，这一点与强生等外企一致。听说通过简历关参加笔试的

有 300 人，文理工科的都有。笔试在清华大学的计算机房进行，形式是机考，40 分钟答六七十道题。题目较难，

我只做完了 60 题左右，但是后来还是进入了面试，看来这个笔试考察的更多是准确率，而不是做题的数量。 

笔试的那天由于有些事情，加之其它的一些原因，我居然把身份证和学生证落在了笔试现场而浑然不觉。笔

试结束后三个小时左右我接到了来自三井物产中国总部的第一个电话，内容当然是问我为什么把自己的证件都忘

了。 

两天后的中午我又接到了三井的电话，跟我确认了一下寄送证件的地址，令我吃惊的是，两个小时以后我的

证件就出现在我家门口了，让我怀疑送证件的快递是不是三井自己的物流企业。 

二、一面 

就在我认为自己肯定没戏了时候，我于某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时接到了潜力新人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三井物

产的一面。 

1 月 8 号的一面在位于国贸一号楼 34 层的三井物产中国总部进行，在此之前，“潜力新人”又几次通过邮件

和电话跟我确认了面试的时间并告知我穿正装、要准时等注意事项，这两点也是我印象中日企比较重视的两个方

面。 

我提前二十分钟来到国贸一号，在一楼大厅的铭牌上明白的写着这栋写字楼里面齐刷刷的一大堆世界前 500

强的著名企业。这栋楼的 33、34 层属于三井物产（估计是租的）。  

两点开始的“一面”的形式是群面，全中文，4 个面试官（3 男 1 女，三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分坐与一个会

议室的四角，24 个学生被分成 3 组在不同的会议室里接收三井经理层人员的一面。我们组 8 个人坐在一个长条桌

的两侧，面试之前 HR 让每个人带上了写有自己名字的大号“身份牌”。 

面试的题目是：有一家国内食品连锁企业，主要经营区域是中小城市，客户群主题是年轻人，盈利 70%来自

汉堡收入。现在有一家实力强大的国际快餐连锁企业要进入中国与其竞争，让经过讨论在给定的 5 个经营理念指

导下的 5 套方案中选择一套方案。 

我们组 8 个人只来了 7 个，3 个人大的，2 个清华的，1 个北大的，1 个北航的，三女 5 男。2 个本科生 5 个

研究生。工科理科文科商科的都有。 

面试程序是面试官用 5 分钟告知规则，我们有 5 分钟来分配角色，20 分钟讨论，最后选一个人用 10 分钟陈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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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人里面有 3 个倾向于内容为“产品、服务差异化”的方案一，一个倾向于“免费派送”的方案三，两个

倾向于“24 小时营业”的方案二，还有一个女孩倾向于“做消费者调查”的方案 4。 

一个北大学电力的高个子男生主动开口担任计时员，一个理科 mm 主动担任记录，我主动担任陈述但是被一

顿噼里啪啦的批判打倒，显然大家都想担任最后陈述人。 

讨论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批驳别人的观点。我边听边记，轮到我发言时我除了阐述了

一下方案一之外，又表达了我们要立不要破，要立足于针对我们“最后要提出一个方案”这个任务来进行讨论，

不能把时间用在相互批驳上。 

20 分钟的讨论很快过去了，由于大家忙于批驳别人导致最后没有太多有信息量的东西，这时候大家又同意让

我来陈述了。我让负责记录的女孩简单说了一下我们经过举手表决选择方案一的原因，因为讨论并不充分，所以

我陈述的观点有一半是我们组的一半是我自己的。陈述中我十分注意自己的逻辑，用总分和分点的方式来陈述，

先说了一下选择方案一的原因，然后我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把我们组的方案说了一下，而且并没有完全拘泥于

方案一，夹杂了一些方案 4 中消费者调查的内容。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这种方式取得了面试官的认可。 

我的陈述正好用了十分钟，所以我说完想让组员再补充的时候时间就不够了，我觉得挺不好的。 

面试中有一个同学的手机响了，结果二面的是偶没有再见到他。 

下一个环节是 4 个面试官向 7 个候选人提问。4 面试官中有个日本人，始终没说话，只是听。剩余三个面试

官中，一个年龄稍大的叔叔问了北大工科男为啥选择“免费派送”方案，并问这样做的成本考虑是怎样的。这个

北大的男生在面试一开始的自我介绍中就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段针对三井的演说用一分钟说了出来，从最后的结果

看，非常好，他得到了面试官的关注并顺利进入二面。面试官二问了我关于市场细分和捕获高端客户的具体措施，

我答完以后又把派送成本问题分析了一下，算是刷了个小聪明。面试官三是个 mm，30 多岁，问了一个女孩“推

出新产品后你是否愿意/同意派人当街发优惠券”的问题，结果该女生答完后剩余的 6 个人又都针对这个问题发表

了观点，我是最后一个“抢机会发言”的。 

小组讨论结束后我们 7 个人被分成 2 组接收面试官针对刚才讨论的 face to face 的提问，我所在的 3 人小组被

带到了等待室。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分组是来面试之前三井 HR 根据专业事先分好的，分法与面试并无直接联系。 

等待结束后，领我们回到会议室的 HR mm 还特意问了我有没有向前一组面试人员打听面试内容。 

face to face 的提问用了半小时左右，我们三个人被逐一提问的机会，问题基本上是“你学的是什么、想做什

么职位、为什么”一类的。还有针对你简历里面的闪光点的提问。HR 们这时候已经倦了，所以由于我的话比较

多，还被告知要节省时间。面试官提问结束后是我们提问的环节。 

提问环节结束后是三井的 HR mm 介绍三井的培训体系和员工成长体系。大约在 4 点左右，漫长的面试结束

了。HR mm 主动把我们送上了电梯，并告知 16 号二面，面试官为日本人，在企业里是部长级领导。入选的同学

13 号左右能接到通知。 

13 号接到三井物产 HR 的电话+“潜力新人”的邮件，之前有人早在 10 号就在应届生网站上发布了接到二面

的帖子，让我以为自己被淘汰了。 

三、二面 

16 号的二面见到了两个上次面试中的老熟人，其中就有准备充分的北大工科男。二面之前就被两次告知这次

要用英语或日语面试。二面在 10 点 20 开始，我提前 20 分钟来到等候室，跟同学们寒暄了一下，还遇到一个和我

同学院、同专业的同学，但是我们之前互不认识，可能是由于存在竞争关系？这个人对我也不太友好，所以没有

太多交流。 

两个面试官都是日本人，英语口语一般，但是其中一个中文不错，加之我完全不会日语，所以 25 分钟的面试

中夹杂了中文和英语。 

被问到的问题： 

      1、专业背景和实习经历 

      2、对三井的了解 

      3、想做什么职位  

      4、职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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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针对我的陈述的一些追问 

      6、是否投了其它日本企业 

      7、对日本企业的看法（与欧美企业的对比、以及有无对日本企业的偏见） 

      还有些问题想不起来了。 

整个面试过程和一面时一样轻松，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很强，时间过了就跟我说要进行下一个面试。我看了下

表，我比规定时间多说了 5 分钟左右。也不知是福是祸。 

面试结束后还是上次的 HR mm 送我们走，并且很和善的让我安心在家过年，终面安排在 3 月 5 号，年前会

给通知。 

四、关于终面： 

终面的通知是在过年前三天由 HR 电话告知的，安排在了 3 月 5 号……终面还是安排在国贸三井中国总部的

会议室里，由三井中国的老总（中国人） 率领十来个各部门负责人进行多对一的面试，但是基本上都是老总一个

人在发问。三井的终面和其它外企的终面没啥不同，基本上就是和大 BOSS 聊天，问的都是你是学啥的、为啥来

三井、愿意去哪个部门、是否愿意去外地等等比较个人化的问题，因为当时我已经好几个 offer 在手了，聊的比较

轻松，轮到我发问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北京户口和工资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月薪 4500，没户口。所以……所以

我还是去了一个月薪更高而且有户口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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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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