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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英格索兰简介 

1.1 英格索兰概况 

英格索兰官网： 

http://www.irco.com.cn/ 

1.1.1 英格索兰全球  

    英格索兰早在 1871 年就创始了其业务。近几年来，英格索兰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多品牌产品的制造型企业，为

全球不同领域的客户服务，并且改变了以往的对资本投入要求高的重型机械制造的业务类型。 

 

    英格索兰于 2007 年 12 月 17 日宣布其正式签署收购原美标集团旗下子公司特灵公司的协议，并于 2008 年 6

月 5 日正式完成收购。特灵是全球最大的采暖、通风、空调和楼宇自动管理系统供应商之一。此次收购使英格索

兰成为一个年收入达到 170 亿美元的全球多元化工业企业，位列世界 500 强。 

 

    作为一家全球性多元化的工业企业，如今我们拥有空调系统和服务、气温控制技术、安防技术和工业技术 4

个事业部，分别致力于改善家庭和楼宇温控质量和舒适度；为食品与其他易腐货物的运输和保存；为家庭和商业

财产的安全方面提供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并促进工业生产力与效率的提高。 英格索兰全球拥有近 64,000 名

员工，其中包括特灵全球拥有的 29,000 名员工。公司全球生产制造和装配运营分布包括：美国有 29 个工厂；欧

洲有 31 个工厂；亚洲有 14 个工厂；南美洲有 6 个工厂；加拿大有 1 个工厂。英格索兰还有其他办事处、仓库以

及维修中心分布在全世界各地。 

 

    我们的客户信赖我们工业产品和商业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产品品牌包括：环保型高尔夫球车 Club Car；

用于食品及其他易腐货物的制冷与陈列的哈斯曼（Hussmann）；英格索兰品牌的工业设备和产品；Schlage 品牌的

机械锁和防盗装置；在运输温控系统设备上领先世界的冷王(Thermo King)；以及特灵(Trane)空调系统和服务。通

过这些品牌和技术创新，我们能够促进公司和客户不断进步和发展。  

 

附录（注：数据不包括特灵）  

2007 年净收入     87.63 亿美元（来自持续性营运收入） 

2007 年净利润     7.33 亿美元  

 

股票符号 

“IR”于 1906 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国家  

英格索兰直接或通过经销商为分布在全球近 200 个国家的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公司美国总部 

蒙特威尔（Montvale），新泽西州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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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地  

汉密尔顿（Hamilton），百慕大   

1.1.2 英格索兰中国  

    自 1871 年公司成立以来，英格索兰已成为一家以市场领先、技术创新、恪守承诺而著称的跨国公司。从 1922

年公司进入上海后，英格索兰就努力与中国的供应商、制造商和客户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英格索兰于 2007 年 12 月 17 日宣布其正式签署收购原美标集团旗下子公司特灵公司的协议，并于 2008 年 6

月 5 日正式完成收购。特灵是全球最大的采暖、通风、空调和楼宇自动管理系统供应商之一。此次收购使英格索

兰成为一个年收入达到 170 亿美元的全球多元化工业企业，位列世界 500 强。 

 

    此次并购是英格索兰长达 10 年转型的一项重要举措，从而完成了转型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多元化工业企业的

转换，在空调系统和服务、气温控制技术、工业技术和安防技术领域都有强大的市场地位，并在全球市场为这些

领域的客户提供技术创新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  

 

    英格索兰目前在中国拥有 1 个投资公司，3 个代表处，9 个工厂，3 个贸易公司以及 20 多个办事处，另外特

灵目前在中国拥有 15 个分公司，18 个办事处及 2 个工厂。作为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之后，最早一批在中国

建立经营业务的外资公司之一，英格索兰在过去的 20 年里，通过直接投资以及引进新产品、新技术等方式，不断

扩大和加深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并对中国经济和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英格索兰在中国已建立了投资公司和遍布于全国各地的生产基地和服务中心，在中国投资达 4.36 亿美元，其

中包括特灵在中国的投资额为 1.06 亿美元；拥有近 6400 名员工，其中包括特灵在中国的员工约 1860 名。我们将

保持公司创新的传统和良好的声誉，通过在快速增长、卓越运营、齐心协力方面的努力来不断提升股东价值，更

好地为中国客户服务，并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做出贡献。 

1.2 英格索兰业务部门 

· 工业技术： 

为客户提供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来增强节能、提高生产力和改善运营。 

 

· 气温控制技术： 

提供用于管理食品和其它易腐货物的温控环境的设备和服务，为固定和运输制冷提供解决方案。 

 

· 安防技术： 

为民用、商用及公共建筑提供成熟的安防产品及解决方案 

 

· 空调系统和服务： 

为商用和家庭住宅提供集采暖、通风、空调和楼宇自动管理系统与设备的舒适空调系统、服务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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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英格索兰公司文化 

 

1.4 英格索兰职业发展 

    自 1871 年公司成立以来，英格索兰已成为一家以市场领先、技术创新、信守承诺而著称的跨国公司。 

 

    从 1992 年进入上海后，英格索兰已成为一家市场领先、技术创新、信守承诺而著名的跨国公司。英格索兰在

中国已经建立了投资公司和遍布全国各地的生产基地和服务中心,在中国投资达 4.36 亿美元; 拥有近 6400 名员工。

我们将保持公司创新的传统和良好的声誉，通过在快速的增长、卓越运营、齐心协力方面的努力来不断提升股东

价值，更好地为中国客户服务，并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做出贡献。  

 

    随着英格索兰业务不断拓展，我们诚挚希望各方优秀的人才的加入，我们将为您提供系统的培训机会、广阔

的成长空间、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开阔的国际视野。  

 

无限机会，尽在英格索兰。 

1.5 英格索兰员工守则  

亲爱的同事: 

 

    自从本公司创立以来,英格索兰一直致力于遵循最高的道德标准来经营本公司的业务。在当今竞争激烈，瞬息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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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变的全球商业环境中，持之以恒地遵循这些标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重要，我的职责就是确保公司在城信方

面保持已建立的良好声誉。 

 

    作为英格索兰的员工，每个人都应该熟悉行为准则，以此作为方针指导我们应该如何与客户、业务合作伙伴、

同事和本行业成员相互交往。行为准则是我们核心价值的外延。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正直，尊重，团队精神，创新

和勇气。它们与行为准则共同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协助我们做出正确的抉择。虽然我们无法预见大家可能

面对的所有涉及道德规范的具体情况或决定，但本文将概述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的原则，并告知各位可回答你的

问题的现有渠道和程序。 

 

    在我们作出的所有决策中，必须遵循道德规范和我们的行为准则，报告任何可能违反这些准则的行为,并履行

相应的责任。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开放的氛围，鼓励员工发表有关道德和合规守法问题的看法而不必担心遭

到报复。我希望大家都能根据本文所阐述的方针的形式和内容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对于那些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我们决不妥协。员工违反行为准则可能会构成解聘的原因。 

 

    请大家与我一起，在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中，共同维护英格索兰在诚实和正直方面的良好声誉。这是我们

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诚挚的 

 

Herbert L.Henkel  

 

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英格索兰的概况，你可以访问英格索兰官方网站：http://www.irco.com.cn/ 

第二章 英格索兰面试资料 

2.1 综合管理培训生面经-英格索兰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026-1-1.html 

共面试 1 轮 

 

 

无领导小组讨论，十个人分成两组分别讨论，最后总结完面试官会让每人用英语补充一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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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英格索兰上海面筋，回馈应届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019-1-1.html 

面试过程比较轻松，面试官比较和蔼，只是全程不说话 

面试地点： 

初面每个小组 10 个人左右，进入小房间，按次序坐好，面试官给大家 5 分钟的时间阅读所给材料，然后进行无

领导小组讨论，面试官只是对每个人的发言时间进行把控，大家随便发表对所给问题的看法，最后每个人有一分

钟的 时间进行英文总结。，可以说个人介绍，也可以说对所讨论问题的看法 

面试官的问题：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无领导小组讨论，我有些紧张 

面试过程中我一直强调我的观点，也许给人非常执着的不好感觉 

 

 

  

 

2.3 英格索兰 ADP 面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016-1-1.html 

ADP 补招，三轮面试无笔试，对英文有一定要求。效率超高。 

面试地点：英格索兰-上海 

 

ADP 春季补招，一共三轮。不得不说 IR 效率极高，基本都是一天内出结果，单单是冲着这效率就要点好多赞。可

能是由于假期和其他的原因，补招流程稍有不同，没有其他面经里面提到的群面什么的。 

 

第一轮是 HR 电面，中文，基本都是 behavioral、motivation 以及简历的问题，聊得非常随意，比如 HR 小哥问我

你英文怎么样，我就特别愣的回了一句，啊，还挺好啊，要挂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是一轮面试……我也是太 be 

myself 了，还好小哥宽宏大量让我进了二面。 

 

第二轮是到公司和 ADP 的项目经理面，也是 HR 部门的，然后一轮电面的小哥也在场。中文面，问的问题也都非

常常规，比如实习遇到过的困难，朋友会怎么评价你，你会不喜欢工作中的那些问题，职业规划等等，最后让我

提问。 

 

第三轮是做案例，提前一天给了背景材料，4 页英文加 2 张表，给了要解决的问题，不用做 PPT，现场可以写白

板。面试全英文，面试官是部门里 3 个不同条线的老大，先大概 10-15 分钟 pre，然后面试官根据演讲内容提问，

我觉得从提的问题能看出来他们看问题的深度和全面性的确了得，最后是候选人提问。//虽然看到网上对 IR 有些

评价不是那么正面。 

 

不过经历下来三轮面试对 IR 印象还是挺好的。比如三面的时候，面试官提问很专业也很耐心，有的问题问得比较

复杂，会很详细的给我解释他们想了解的是什么。而且，他们不会就为了施压让你不知道该怎么答，而是不断在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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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让候选人把案例思考得更深入，感觉他们不是只想看一个结果，更想知道你是如何思考的，同时让你看到问

题的更多维度，能够感受到真的是一个互动、探讨的过程。后面也对我提了很多很有益的建议，感觉他们的确会

是非常关心（潜在）员工的发展的。候场的时候和小伙伴聊天，在我前面面完出来的姑娘也说面试官特别 nice，

不会为难，还很热心的和她讲故事分享自己工作的经验和心得。候场和 HR 小哥也聊得很轻松很开心，小哥又介

绍了一些公司和部门的情况，也对我们说，希望不管结果如何 这次面试的经历都会让我们有所收获。恩，我觉得

IR 的确做到了。下面开始一小丢丢 emotional。终面结束第二天收到了 HR 小哥打来的拒信电话。现在能收到封

拒信都不容易，所以虽然是拒绝我但是他们专门打电话过来我居然觉得特别感动。小哥和我聊了挺多，我也问了

一些反馈。最终没有拿到 offer 其实挺遗憾的，但没想到自己心里却还算平静，这是自己没有想到的。但事情还没

完。收到拒信的第二天傍晚又接到了小哥的电话，说他司另外一个部门有个 opening 现在在招人，问我要不要去。

大致了解了些工作方向和内容的情况，觉得还是和自己的方向有些不一样，虽然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IR 愿意再考虑

我，而且这种机会不常有，但还是婉拒了。第二次放下电话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感觉，但就是控制不住没志气的哭

了一场。恩，就这样，谢谢 IR，比心。 

 

 

  

 

2.4 培训部实习生 面试经验( 上海 ) - 英格索兰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013-1-1.html 

面试过程： 

首先是 hr 进行简单的英语面试，然后通知正式面试时间，第一轮是两个经理面试，问题很简单，首先自我介绍，

接着又问了很多基本信息，职业规划，性格特点等等。第二轮是部门 boss 面试，就是简单聊了一下。第二天接到

录用通知。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去报道。  

 

面试官问的面试题： 

自我介绍 职业规划 性格特点 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你有什么能力能做好这份工作 你的缺点是什么 谈谈你的经

历等等  

 

 

  

 

2.5 网络工程师 面试经验( 苏州 ) - 英格索兰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011-1-1.html 

面试过程： 

一面是小组面试，首先英文自我介绍，其次回答面试官的问题，比如家庭情况、学习情况、英语水

平、专业技能、对同伴的评价等等。接下来我们专业的都进入了二面，二面中一对一面试，主要考

核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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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官问的面试题： 

遇到的最大困难 

 

工作经历，相关设计知识，软件相关问题。 

 

 

  

 

2.6 英格索兰-ADP 管理培训生面试经验(上海)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007-1-1.html 

面试过程： 

第一面是群面，有两个面试官。我这次的讨论主题是选择一家食品公司的企业价值观，一共十二个

人分为两组讨论，最后分别派一名代表总结陈述。一上来给我们阅读题目的时间只有两分钟，很仓

促，看完还没太多思考就开始讨论了，中间讨论过程比较乱吧，整个讨论过程面试官是没有参与的，

最后突然告诉说要英文陈述，这个比较意外，然后再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就结束了，总体感觉很一般

吧。 

面试官问的面试题： 

主要是针对群面的总结陈述，提问多人有没有要补充的，另外还问了一下有没有学过汽轮机和燃气

机的相关课程。 

 

 

 

  

 

2.7 市场营销实习生 - 面筋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612-1-1.html 

因为是实习生，所以面试比较简单。我当时约得时间是早上十点，但是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部门主管对于

这一点很高兴，刚好她临时有点事，需要把时间提前。面试开始就是让我自我介绍，然后她问我以前有没有实习

经验，为什么想在这实习等等一些比较常规的问题。整个过程二十分钟吧，主管很温和。 

 

为什么想在这实习？ 

答：首先，夸英格索兰，因为公司在业界是领头者，我一直很想进入过公司。其次，与我的专业对口。最后，我

对这个岗位很感兴趣，对自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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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英格索兰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615-1-1.html 

其实都写不了什么面经的，因为我第一轮就被刷了，但这次面试我准备了很长时间，而且也是第一次把我的

正装穿出去，面试当天和我去通用体检冲突了，时间我调到了第二天的最后一场。 

下午来到人民广场来福士广场英格索兰的空调事业部，已经有一些人在等了，还有一些已经面完的，我和几个刚

来的同学说了几句话，谈了下对于面经上的那个 CASE 的看法，我们先到的 5 个人达成了初步的意向，但我们没

有和后来到的 6 个人交流，这是一大败笔了。 

进到面试会议室，就像面经里所写的，CASE 是一家公司在研发新的产品，但是根据调研显示盈利不如预期，所以

要削减预算，我们是各个部门的经理，现在需要我们商量如何削减预算。 

开始就像我们先期开始协商的一样，我开头 ice break，说了下我们应该尽快达成一个协议，先从各个部门开始说

下自己的打算，然后就是按照这个开始一个一个说，我们先期到的 5 个人，就按照自己部门的预算可以削减多少

来进行报数字，本来很顺利的进行到下面的部门了，杯具开始了，下面部门的同学可能是曲解了题目的意思，开

始死撑不削减预算，而是拼命的说我们还可以再减，最后的矛盾集中到一套软件升级的费用了，我的看法是软件

即使先不升级，员工稍微加班下，就可以把本来的任务完成，可以把这一大笔钱省下来，但最后我们还是没有能

劝动，讨论失败。 

最后我们组都没有入围第二轮，非常对不起杨昌龙，杨一君及施孝曾，你们真的很优秀，也很拼，祝福你们都能

找到满意的工作。 

英格索兰的面试不多说了，群面面的很混乱，也许英格索兰就是 prefer 这样强势的人才吧。 

PS：插个话，很多公司在性格测试或者是面试的时候都提倡 be yourself，其实这是很有道理的，假设你隐藏起你

的本来的性格进了一家和你不符合的公司，你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也不会开心的。 

 

 

 

  

2.9 11.9 ADP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8871-1-1.html 

下午四点，尚嘉中心 12 楼英格索兰。 

  签到后，领进会议室，3 个 Department 的头在周围。CASE 一页纸，中文的，比较简单，另外会给一页草稿纸，

5 分钟阅读.15 分钟的讨论，最后 1 分钟的英文总结。CASE 内容是一家合资服装公司，美国老板对投资回报率不

满意（4%），希望提高到 20%，他不希望继续扩大经营，追加投资。而中国区的 Manager 则希望收购当地一家

乡镇企业，理由大概有 2,3 点。CASE 的问题是是否要说服老板收购，还是直接表明老板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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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管理培训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65-1-1.html 

面试过程： 

分小组讨论，一起对一个案例进行分析，12 个人，人比较多，没说几句话。还要有英文总结，这个比较难。 

面试官提出的问题 

请用英文对刚刚案例分析进行总结。 

 

 

 

  

2.11 SDP 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64-1-1.html 

因为是 SDP 上海总部终面，全国各地的 SDP 的 candidate 都来了，有大连理工、西安交大、天津大学、华南

理工等高校的小朋友们。我们这波是来了 18 个人。面试当天每人先发了个袋子，里面有 IR 的笔、笔记本以及当

天面试的流程，在流程上，每个人的群面、单面时间、地点都安排好了。 

终面分成 2 块，先是 18 个人分成两组，每组 9 人，在 board 厅里做一个 case，这个 case 形式跟第一轮形式一

样，5min 读题，20min 讨论，最后 1min 每人做一个英文总结。在群面的 board 厅里，10 位全国各大区 manager

都会在旁边看着以及校招 HR 也都在的。 

两组 19 人都群面完后，接着就是单面，单面的面试官分成两组在两个房间同时面人，每次进 1 个 candidate，里

面有 5 个面试官，也就是各大区的 manager，最旁边还有个 HR 做记录。各大区的 manager 先是让你做个自我介

绍，然后就问一些关于销售岗位认识的问题。最开始，一个 manager 就说，我觉得你的群面表现一般。（我当时

心想，这次群面没像第一次群面那样做 leader，比较低调，妈蛋，也不至于这么表现一般吧，我中途好歹还是引

导大家转变了一下思路好吗？当时我一汗。。）。 

后来，是问了我为毛读研了还要来做销售，不觉得可惜吗？我当时说也许本科出来做销售更适合些，但我根据自

己的情况来讲，我现在可能比本科的时候更知道自己要什么，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可能要比之前更清晰；结果我打

完，被另一个 manager 打断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就是研究生出来做销售的。（汗，后来才知道前面几个包

括上来说我群面表现一般以及中途说我说的不对，都是压力测试啊，我汗，，真是醉了，还好当时顶住压力了）。 

单面有两次，我上午就单面了一次，也就是我以后领导的领导，当时面试的时候，给我感觉，他还蛮中意我的。

等到下午的一轮单面，就是另外几个大区的 manager 面了。进去了没问几分钟，就让我出来了，我也是醉了。 

 

 

 

  

2.12 高级销售工程师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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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63-1-1.html 

面试经历： 

面试过程：校招投简历，第二天通知面试。10 个人一组，中文案例讨论，全程 HR 不参与。最后用英文 1 分钟陈

述。整个过程还算可以，不过有几个面试者可能面试经验不足，总是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我感觉这是导致面试不

通过的最大原因。 

面试官提出的问题 

小组面试没有问题 

 

 

 

2.13 IT 部实习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62-1-1.html 

我主要是去面试实习生岗位，所以对专业要求不高，只问了我基本情况，然后当场就要我了。估计是正缺人

手，所以直接就说来了应该干嘛。 

 

 

 

  

2.14 ADP 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61-1-1.html 

面试过程： 

好不容易走到 ADP 的终面，今年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去年是 8 进 4，今年是 3 进 1，竞争非常激烈。 

终面前一天收到一个非常专业的商业 case，4 页纸加上 2 张表，都是全英文。 

面试过程第二天准备好了之后就去公司先 10min 讲做 case study，然后每个领导提问，问题五花八门。 

然后会问下 case 以外的问题，根据你的简历内容来提问。 

最后你给面试者提问的机会。 

面试官提出的问题 

您对英格索兰有哪些了解 

回 答： 

我提前从英文官网了解了英格索兰旗下各品牌的信息，以及最近公司发生的一些大事件（比如 2013 年将安朗杰

从集团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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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英格索兰 ADP：MKT/product management 发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3685-1-1.html 

 

 拿到 offer，待遇很低，7.7*12，所有都包括了，估计到手 5k 

两年轮岗，最后轮岗结束再看表现申请个名额留在某个部门，然后对于轮岗结束奖赏 15%另加 5%看个人表现 

2.16 英格索兰上海财务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6814-1-1.html 

 

看以前的面经面试好像都要群殴，本来已经做好被殴的准备了。去的时候才发现居然不是。面我的一个大概

是经理，另外一个估计就是一般的财务人员吧。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了一遍，问了几个会计分录，貌似挺简单。后

来拿出一张写满英文的纸张，叫我念了两段，表示压力也不是很大。等她们叫我翻译一遍的时候，我就卡壳了

。。。面试官貌似听不下去了，就说我知道了。我以前还对自己的英语蛮有信心的，这次受打击了。那个经

理又拿出电脑，问我 EXCEL 怎么样，我说还行，会做数据透视表。她就随便打开了一张表，叫我试试。我一看又

傻眼了，全是英文，连表的内容都没弄懂。尴尬了 。她们也看出来了，就说算了。然后随便说了些，就结

束了。。。。估计也没戏了。 

也算吸取教训吧！英语和 EXCEL 是重点啊，英语更是重中之重!希望后面的人不要像我一样。 

  

 

2.17 合肥英格索兰一面面经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82761-1-1.html 

昨天下午收到英格索兰群面面试通知，今天上午九点半群面 

LZ 踏上找工作征程的第一个面试通知~可怜 LZ 连身正装都来不及准备~ 

个人觉得英格的 HR 还是挺亲切，不多说了，上题目 

群面会提前十五分钟发题目，但是不能讨论，大家只能自己看： 

题目大致是这样的：假如你是一家母婴用品（好像是叫 B2C）的创业者，你公司的产品在 2010 年销量很好，业绩

上升了 200%。但是由于风险投资商的干预，要求将母婴用品换成个人消费品投入市场，投入市场后的前三季度的

业绩下降了 40%。如果你是创业者，在接下来公司的运营中，你是采取拓展业务还是回归母婴产品，说出理由以

及如如何经营。 

小组讨论时间是 20-30 分钟，最后每人一分钟的 Presentation. 

LZ 由于是处女面，倍儿紧张，表现不尽人意，估计要被 BS 了。个人觉得同组的 XDJM 们表现的都挺好。思路清

晰，口齿伶俐。 

要群面的筒子们不用太紧张，尽量正常发挥就行~加油啊，股的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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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合肥英格索兰一面，积点 RP，希望明天二面成功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83840-1-1.html 

昨天收到 IR 的面试通知，特别兴奋，这是我的第一个面试，也在网上看了面经。 

 

      流程和网上写的一样，题目我看前面一位兄台都写了，不过我们这组和别的组不同，总是遇到冷场的时候，

很尴尬啊~~如果有冷场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出来说一句，随便都是好的，本来想肯定开始就有人抢着当

leader 了，但是没人，开始几分钟后才开始讨论的 

 

      最后的总结，其实可以不说关于刚才群殴的，可以说点自己的事情，如果英文不好的同学可以事先准备下哦！！ 

 

    我发现明天我有 2 次面试，为什么啊！！知道的童鞋可以帮我解答下吗？谢谢啦~~~ 

 

   积攒人品哦~~ 

 

上海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还挺大。冒着纷飞的雪花中，去英格索兰遵义路上海总部群面。群面的题

目嘛：只有 5000万资金，但是售后部门以及研发部门都需要，而且各自一大堆理由。让群面的同学扮演公司决策

层，讨论一个方案解决这个问题（20-30分钟）。结束以后每人用英语 1分钟总结。 

我要感慨的不是具体面试的过程，而是英格索兰公司本身真牛。 

同学们注意了，如果你想去英格索兰，你务必要去参加它的宣讲会并当场投递简历。网上投简历？那无法参

加第一批面试的可能性极大（英格索兰很霸气吧，不来参加我的宣讲会，那一边等着去）。不过也不要紧，等过

1 个月，第一批 offer发出去了以后，你可能有机会参加第二批面试，当个备胎也不错。 

当然了，如果你在宣讲会当场投递简历，那你进入面试的机会相当大。不过你得有极强的突破群面能力。拿

今天的例子来说吧，一共 5个小组，每组 12人左右。这些人基本都是各大名校的硕士研究生，也包括少量本科生。

那么最后多少人通过群面进入 2面呢？2个。对，你没看错，英格索兰要的人才就那么顶尖（群面的淘汰率就如

此绝伦，后面几轮都不敢想了）。 

真得佩服一下英格索兰的 hr们，他们具有卓越的看人能力，这点时间就能看出那么多人的孰优孰劣。 

名气不算很大的英格索兰已经完全和世界最顶级公司的选材率接轨。他们招人就象古代公主招驸马，同时也

是一种广告宣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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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已经不是经济危机的 08年 09年了，现在是 10年年底，应届生求职形式大副好转。那些最终能突

破多轮拿到英格索兰 offer的同学想必是大牛。大牛一般都有很多 offer, 可是，你们真地决定去英格索兰吗？ 

 

2.19 英格索兰校园招聘终面 

 

近来一直在浏览应届生 BBS，在笔试面试过程中，受益良多！为了感谢大家的帖子和不断地贡

献，今天我也想把这周在 IR的面试流程 PO一下。 

 

我投的是 MKT ADP。相对于以往的 IR应届生招聘，我觉得我的整个过程就是背道而行了。 

 

2010.6.25一面，是一个 HRJJ 和 ADP项目负责人单独面我一个人。问题比较通篇一律了，就是

WHY IR? WHY THIS POSITION? STUDY EXPERIENCE？ADVANTAGES&DISADVANTAGES? etc. 我觉得这些

问题大家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也就不细讲了~~~ 

 

2010.6.28 终面，是一个案例分析（见附件），提前做好，然后给一个 10-15 分钟的英文的

presentation。不是特别难，就是要花一定时间整理一下思路。开始之前，公司提供白板纸和马克

笔供大家使用，可以在 30分钟内将自己准备的思路写于白板纸上，不需要用电脑 PPT的。我觉得

自己总体表现还行，就是说话的声音有点颤，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感觉不是很紧张，就是控制不

了声音。哎╮(╯▽╰)╭····但还好的是很流利，没有卡壳的时候。在开始之前，我把自己写

的东西打印了一份给考官。她对这点非常满意，并夸做得很好。然后就是问些问题啦！像 WHAT DO U 

THINK ABOUT UR PRESENTATION? HOW DO U PREPARE FOR IT?等。大概准备一下就可以了。结束后，

就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一个上司。然后又是一通很基本的聊天，不过是中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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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英格索兰战略实习生终面面经 

 

发贴鞠躬~ 

 

PART I： 准备终面 

 

      继上次莫名地去鸿仁学堂进行了群面和一面之后，于 2 天后收到了终面的通知。当时正在聚餐背景音强烈，

于是没有问究竟是什么形式和究竟还有几面。总之我感到意料之外地收到面试通知...因为一面的考官似乎不怎么

中意我的面试表现。 

      后来终面前一天还在怀疑，最后做功课的时候无意中去英格索兰的官网浏览，看到竟然有个“英格索兰战略实

习生终面名单”...服了...真有政府信息公开的精髓。可惜那个公告牌做的技术需改进，每次下拉都只能看到两三行

字，我就只能 ctrl+A 把所有公告内容贴到 word 里看。 

 

      果然还真看到自己的名字了，反复核对时间和手机尾号，确定是自己...比较喜剧。 

      可是的可是，终面竟然又是群面...一组有 14 个...绝对悲剧。 

 

      其实小明哥我真的不是群面的料啊！寝室有 2 位辩论队主力，自己就是不会吵架，每每围观，每每比赛被拉

去做亲友团...拍手挺卖力的，就是张嘴说不出所以然。所以终面前一天还是看了很多 AC 的资料的，比如题目类

型和 HR 评分权重等等，再次感谢应届生网这个平台和那些“过来人”分享面经。然后就抱着“观摩终面是什么样子

的”的和平心态睡去了... 

 

 

PART II: 终面进行时 

      面试在虹桥上海城的英格索兰总部。提前一个小时到了那里，没有心思逛商场，坏心情倒是马上随之而来。

因为很久以前和曾经喜欢过的人在虹桥上海城的那个 XX 咖啡馆 dating...还陪人家在那里上韦博国际英语...唉，伤

心地。花了点时间整理情绪，看到一大群西装打扮，学生气质的孩子们从办公楼电梯里鱼贯而出，我就知道他们

是我上一批的 candidate。很冲动想去问面试题，后来忍住了...正巧碰到一面的战友，先是互相鼓励来终面，然后

一起坐电梯到达了英格索兰前台。 

      面前工作人员让我们去填信息表，在 waiting room 里看到这次群殴的队友...各个西装笔挺，我慌 ing，我嫌天

热就穿了衬衫。5 分钟之后 HR jj 领我们到准备室，另一个号称是人才发展部的 jj 给我们发了群面试题。 

 

      内容是 case study，我们是一个旅游公司的销售 team，想在明年元月推出新的“一日游产品”，有四个选择： 

      1. 都市游  

      2. 乡村游 

      3. 拓展游 

      4. 高校游 

 

      我们需要在 20 分钟讨论时间内，权衡出唯一个最终产品在明年实施。然后 3 分钟总结，每人 1 分钟英文自评。 

 

      结果看完题目，我们就被领进 AC 观察室...里面 4 个 HR。椭圆桌会议室，我个人认为和我坐在一起的几位

candidate 相当被动，因为 HR 都坐在我们后面，他们只能观察到对面 candidate 的面部表情和表现，我们像被雪藏。

谁会对后脑勺感兴趣？事实证明了我的观点。两个 HR 一开始象征性地绕场一周，就开始看我们后脑勺了...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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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在 AC 过程中应该是保持安静的，我却听到背后一直有上海话干扰。结果就是整整 20 分钟，除了一开始有个

类似 leader 的人出来说让大家选说说自己的选择，剩下的时间就几乎都是西装男们扯着嗓子在争论“都市游，高校

游还是拓展游好？！”争得面红耳赤，吓坏了来参加群面的女生，我看她们表情很悲苦...而我面对面红耳赤西装男，

也再没有鸿仁学堂群面的淡定与斗志去抢总结了。最后争论的结果就是时间不够，勉强达成以拓展游为新方案。

英文自评的时候，大家都先是感谢 team，再自我总结，想必的确是终面选手，各个看到面经，知道强调自己知道

team work 的重要性，即使有些人根本就是在吵架，面红耳赤地吓唬脾气好的童鞋不让他们发表观点。:( 

 

PART III：英格索兰，再见。 

 

       6 月 10 日是录用通知日。 

       如我所料，我没有收到录用邮件。后来知道群面中有 80%的是申请 SDP 的，好家伙，我怎么吵得过 salesman？

我申请的是 ADP。后来去群面的时候才听人才发展部的 mm 说，我们申请了 ADP/SDP，也不是暑期就能进的项

目。先是要加入这个“战略实习生项目”。现在看来，还是做 sales 的气势汹汹，“打”不过他们...不过也算是攒下围

观面经，再一次见识了 AC。整个所谓“管陪”的申请过程中，一路磕磕碰碰，也见识了不同的人和事，算是收获吧。 

 

       英格索兰，再见。 

 

       童鞋们，继续加油! 

2.21 英格索兰一面面筋 

 

 

昨天下午接到短信通知,今天一早 9 点在嘉汇广场的 T1 幢面试. 

 

     第一次来到嘉汇广场,还以为是居民区,没想到原来每幢楼里都藏着这么多公司...排队坐电梯上了 17 楼,到鸿仁

的时候发现已经好多交大校友. 在一番查看学生证和身份证后开始群殴. 

 

     PART I: Assessment Center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 AC 了,即测评中心. 第一次参加这种小组讨论,旁边两位 HR 察言观色,还是很紧张的. 

 

     AC 的讨论题目是这样的: 一个机械制造企业(其实可以看成就是英格索兰),在 2010 年经济危机逐渐消退后,业

务呈现弥补式增长. 订单蜂拥而至,但是生产部表示公司产能不足,销售总监和 CEO 也默认了这一事实. 现在的问

题是,销售订单中有老客户,也有新客户.  要求小组成员扮演销售团队,一起讨论解决是怎样解决新老客户订单问题,

并最后要给出小组统一的方案.  

     20 分钟讨论时间,5 分钟英文自评/互评时间. 

 

     我们这个小组共11人,只有3位女生. 结果日语系的一gg一上来就问"大家看好了没有啊?" 一看就是想当 leader,

没问题,就让他当. 之后就是头脑风暴了,但秩序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没有吵架倾向出现,这还要归功于 leader 同志

几次及时的总结与引导. 讨论期间,HR 还会来看你针对案例做了什么笔记,有个写得规整的财大 mm 之后就是因为

笔记特出众, 被加到一面中去的.(毕竟,我们也可以观测 HR 嘛,所以就互相观察吧) 20 分钟讨论结束,有童鞋主动做

总结 presentation, 那位女童鞋还是比较 professional 的,把大家的观点都整合进来了,并感谢肯定了团队的合作,讨论

期间她也发表了很建设性的观点,比如新客户潜能和背景调查等,还有个女同学提到了外包,个人认为她非常有 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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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control 的 sense.  结果总结 presentation 之后的自评/互评比较恐怖. HR 会让你自己给自己评分,or 让你选一名童

鞋进入下一轮/淘汰一名童鞋. 相当于压力面试了. 说话语气也毫不客气,很 tough,并且还指出专业不对口这一问题

要减分. 个人认为,HR在面试现场透露评分标准是不专业的,尤其当你是在做AC的时候. 当然,面试官可以很 tough,

但无论如何都不要泄露评分标准呐. 

 

     PART II: Group Interview 

     群殴的结果是一半的人进了下一轮. 比例远远高于我的预想和面经,大概是我们投的职位不同的缘故. 两个 gg

投的 SDP,还有投的技术的,投 ADP 的,3 个 mm 投的 HR 的. 

 

     结果是一个 boss 状男士在小房间里群面,1 对 2 或 1 对 3. 面试流程大概是:(1)自我介绍--(2)他提问我们回答--(3)

被面试的童鞋互相提问，并互相就今天的表现排名--(4)向他提问并根据他的回答给他打分--(5)自由问答...我是尊重

面试官的,但是我很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对我们说,类似于说我们简历上的咨询或者银行实习经历会"让我们变得混乱

",还强调说没有 MNC 实习经历反而有管培的培养潜力?  非常不理解,求达人指教. 

 

     抱着打酱油攒 RP 的心态奉上面经如上,祝大家好运!:) 

 

     P.S. 我们这批面试应该是补招的,因为貌似都没有网申,只是在宣讲会上投了简历.。 

2.22 英格索兰面筋 

英格索兰 9.25 日在交大开宣讲会，投了张简历，结果第二天接到 HR mm 电话，通知 27 号一面。异常开心。 

 

英格索兰的一面采用的是小组讨论的形式，也就是群殴。之前在网上看了不少面经，但是由于是第一次参加

群殴，不知道会被殴成啥样，所以还是小紧张了一下。 

面试地点是交大就业指导中心二楼，下午 2：50 开始。2 点钟赶到交大，已经有不少人在外等候，小组讨论

12 人一组，讨论的题目属于角色扮演类型，题目内容大致如下： 

 

某公司要在市场上投放一种新型的高科技产品，但是根据数据显示公司估计的利润远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因此要求削减预算 60 万美元。如果预算不削减，则公司决定取消该产品的市场投放计划。小组每个成员都将扮演

公司各部门的部门经理，如采购、财务、市场、销售、生产等，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套预算方案，而大家的任

务是：尽力去为自己部门的预算进行辩护，同时与其他部门经理商讨制定预算削减方案。 

 

小组讨论 30 分钟，然后每人 1 分钟英语自我陈述，讲述自己的观点，然后派一个代表进行 3 分钟的总结。 

 

进入面试室，在两个 HR MM 的指引下就坐，小组讨论开始。我们的场面一开始就比较混乱，一名交大的同

学上来就开始谈自己是什么什么经理，自己的预算方案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削减…接着就提议大家挨个介绍，结

果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理由证明自己的预算是不能削减的，说的我都蒙了，说实话第一次参加群殴真的是没有经验，

包括我自己，想的都是怎么才能尽量避免削减预算，结果争来争去到最后也没有讨论出来个结果，当 HR MM 说

time’s up 的时候，我知道完了，我们中计了… 

 

总结一下，我觉得失误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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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分析！分析！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对于这个 case 的题目没有仔细考虑，这个小组讨论是考查什么？是团队合作！不是

单干，题目要求尽力为自己部门辩护，实际上一个巨大的圈套，讨论的目的是什么？是削减 60 万预算，如果没得

出削减预算的方案，那产品就会下马，无法上市。如果这个项目无法上市，各个部门有再多的预算都是 nothing!!!

我们就是在这里中了圈套，只关心自己，忘记了全局观，忘记了团队合作，结果讨论的一团糟。 

2. 

步骤的安排和时间的把握 

其实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环节，30 分钟讨论，12 个每人说也只有 2~3 分钟而已，所以如果没有一个

计时员的话进行导引的话，讨论很容易就会绕着某一个论点争执开了，结果超时了也没人提醒，时间没有被有效

的利用起来。同时该讨论什么怎么讨论这个大方向不明确，尤其是我自己，虽然意识到了但是却没有及时提出来，

到后来随大流就是不停的说，却没有讨论出结果。 

现在回想一下比较好的方式是应该首先跟大家明确一下讨论的目的，就是一定要拿出削减开支的方案，然后

就是一起商讨哪个部门该削减多少的问题，比如从我做采购经理方面，我有 45 万的预算，我愿意拿出多少多少钱

出来，然后引导大家各自想办法，从而都能够削减预算，完成任务。毕竟首先完成任务才是最关键的！！同时对于

各个部门预算的减少，寻找可以说服 HR 的理由，比如这部分预算我原来计划干什么，但是现在我可以通过什么

来进行弥补，从而节省开支，为产品上市做出贡献等等。 

总之今天的表现真是糗到家了，根本没考虑那么多，上来就喷，结果挂了…呵呵，英格索兰之路就走到这里，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兄弟们加油啊   

2.23 英格索兰处女面 

英格索兰——一家工业世界五百强企业，主要集中在制冷领域。 

10.21 下午让福爷替我投了份简历（现场头简历的概率真的很大），22 号下午就有人告诉我 23 号上午面试（小

组讨论），心想还要不要去呢，毕竟是处女面啊，呵呵。权当练兵吧！ 

上午九点面试，8：40 到场，签个到就进会议室，拿到案例材料，一看房地产销售计划，和昨晚同学说的一

样，心里就有点低了。加上自己对房地产一直很青睐，所以思路很清晰，大慨 15 分过后，被叫到一个稍微大点的

会议室，开始 pk 了。 

  案例大慨是这样的：我们是一家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帮助一个开发商卖楼盘，一个高档别墅群；这个别

墅群具有以下特点： 

  1、08 年初开盘，08 九月结束，只卖了三成。 

  2、楼盘周围有一处新开发的风景名胜，2010 年全部完工。 

  3、楼盘附近有三处别墅楼盘，开发较早，卖的较好。 

我们没有房子的产权，我们的的任务就是制定一套销售战略和计划，把房子卖出去，提高销售额，可能面对

的工作对象是：购房者，开发商，政府、银行、风景名胜开发商等。 

张磊第一个发言，说每个人发言一分钟，然后一个人总结下，后来大家再思考讨论，正想立马就反驳他，这

样不是共产党在开会嘛，时间总共才 20 分钟呀，哪有讨论的时间啊。不过人家刚说一句话就被打断，好像有点不

好，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按照这个程序走下去，过程中也没有打断这个思路，不知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突然

hr 说时间到了，无语，好在 hr 说给你多余的 3 分钟时间，我就想在这三分钟时间里把握整个现场，引导大家去完

成销售计划。可惜还是被一些不懂得市场如何操作的人、没有抓住关键问题的人给浪费了时间，大家一个劲地在

讨论楼盘没有卖出去的原因，寻找原因，后来又集中在产权问题上等等，结果当我总结的时候，hr 再次的叫停了。

没有办法，遵守游戏规，只能作罢。不过还是有些收获的。 

1、卖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08 年经济普遍不好，大环境决定，其他楼盘因开发较早，故销售情况尚可。 

  2、买房者是投资还是自住，对这个方案是很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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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政府——交通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4、银行——购房首付 

  5、风景名胜——房子增值所在，特别是对于高档别墅 

  6、其他楼盘卖的好的原因？以及自己楼盘的特色和亮点，结合已经买了三成的消费者调查 

  7、旅游房地产（这个居然没有想到，真想把自己给。。。） 

这些是关于案例本身的，还有人提到小产权房。下面说下再讨论过程的一些感受和需要改进的对方。 

  1、要抓住关键问题及重点，你如买房是投资还是自住（李文旭很冷静） 

  2、抢断别人话的时候要有礼貌，体现善于倾听和尊重人的素质（也好人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这样成为观点

的引导者和现场的控制者，出线的概率非常大） 

  3、不要有任何不耐烦情绪，别人说的再不对，也要耐心的倾听，也不要有任何的动作，如喝水、玩笔等 

  4、还是同一问题，用尽可能说的语言说出关键的话语 

  5、说话语速不要太快，也不要太 high，会显得你很紧张，即使我一点都不紧张 

  6、要有风度的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在吵架或者拌嘴 

  7、网上的一些面经还是值得商榷的，很有可能被误解，不是面经不正确，而是不同的情景下，相同的问题

解决方式也可能取得不同的效果。 

   8、不要做标新立杆者，这样的风险比较大，要么被欣赏，要么直接被拒。 

  总结一下吧，为处女面写了这么多。哈哈 

  1、案例分析一定要抓住关键问题 

2、讨论过程中要么引领大家的观点，做一个领导者，并能很好的控制时间，在有效的时间段内把问题阐述清

楚；要么做一个很好的补充者（必须是非常好的构思和想法，不要多，一到两个具体的点就好，比如，李文旭的

房产价值，而且要一直坚持下去） 

  3、小组讨论还是学要考察团对合作能力的，所以不要过于自主化（这个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特点，不知是

好还是坏，可能无所谓好与坏，看用在什么场合和公司，面对什么样的人了，只有适合之分） 

4、面了几次小组讨论（合景泰富、零点咨询),感觉还是做个很好的补充者出线的概率比较大些，毕竟合景泰

富和零点咨询的 offer 都拿到了，只是没有去而已。 

  5、多面、多笔才是硬道理！专注一个领域，行业，然后广种吧！ 

 

第三章 英格索兰综合求职经验 

3.1 应聘英格索兰全过程无疾而终 

 

英格索兰是我面试的第二个外企。随着我求职过程的进行，分别进行了一面、二面、电面，最后电面通过，

通知去上海进行终面。终面我没有去。受金融危机影响，英格索兰今年在招聘上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以前去上

海是报销飞机票的，今年一律改为火车，而且只提供一晚的住宿。   对英格索兰的感情也是一直在变化的。因为

从上届师兄找工作，他们就说英格索兰很好，很不错的单位。所以开始一直还是很向往的。包括面试的过程，以

及在面试中学到的东西，都让我难忘，印象一直很好。但是后来随着招聘进行，自己也不断审视和权衡--外企做

技术？向几个师兄了解了一下情况，也道听途说了其他一些消息，终于还是放弃了到外企做技术的念头，最后，

希望走技术路线的我基本上不再考虑外企的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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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16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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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索兰一面，在宏嘉酒店。无领导小组讨论，还是那个卖别墅的问题。感觉很乱，根本没有一个方向。最

后的英文陈述也很挫。二面基本没戏。 

考虑到以后还有一些可以的外企，这段时间有必要对英语进行英语强化！ 

 

2008.10.17 二面 

 

今天英格索兰二面，算是让我真正意识到了面试的技巧性。 

下午 1 点 50 左右开始面试的，面试官是昨天群面的那个女士，人感觉还是很好的，也很客气。首先说，你是

山东泰安的，我以前在山东读书的啊！有素质的 hr！很容易拉近距离，不让你感觉紧张，虽然本来也不怎么紧张。

她继续说我每次回家都路过泰安的。又问我家里有什么人之类的。 

再问，你感觉你的英语怎么样？我说我阅读和写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口语要弱一点，没有进行过什么强

化训练。她就说那我们可以用英语简单谈一下么？晕死了。第一个问题：你做了这么的课题还有学生工作，你是

如何安排时间的，你不觉得对你的学习有影响么？我实际上听得很清楚，就说课题只会增加我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她说，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你的时间是如何安排的？晕死。我就磕磕巴巴地说我从来不感觉学生工

作对学习有影响，而且大学里只要稍微努力一些成绩就应该会不错。然后继续问：你的课题最成功的那个给我描

述一下可以么？我想说是简历上的第一个吧，（说第三个病床的还好些，毕竟以前做过英文的发言的），无奈已经

晚了。那她就说你描述一下可以么，我说 ok，她就说那用中文吧，呵呵，英文面试结束，估计她知道我的英语实

在是不可能把项目描述清楚了，第一个硬伤暴露无疑。 

中文描述课题，很容易。说得还不错。继续问：你感觉在做课题的时候哪些事情是你最难忘的？我说了一个，

应该也还是可以的，感觉回答的也不错。 

然后问我：你去过哪些城市，我就把自己去过北到齐齐哈尔，南到东莞的就说了。她问：那你对这些城市有

什么看法？我就说大城市机遇和挑战更多一些，而中小城市更适合生存一些。她就说你了解苏州么？你报的职位

是苏州的。我说没有去过，只是比较浅显的理解而已。她问你为什么选苏州？我就说苏州作为中等城市，一个比

较适合生存，另一个靠近长三角，对以后的发展….打了顿了！我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她的圈套，哎，人太实在了，

不会撒谎，这是致命的弱点啊！她接着替我说：反正是对自己以后发展有利是么？我只能笑笑，表示同意，她也 

笑了笑，我也知道，自己彻底不可能有希望了。 

继续面试，问：你作为 80 后的一代，有什么感想？我就说我们这一代是一路跟改革走过来的，为了改革我们

付出了很多，但是这对我们的成长也是有利的。她又问：如果你以后跟 90 后打交道，如何处理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说：90 后也就是所说的非主流，我做班主任也遇到很多，但是从来没有感觉他们有什么不好的想法，虽然想得

很多，幻想很多，这样我就可以站在他们成长的角度考虑，来做出一些判断。 

继续问：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我简历上写了我喜欢阅读)。我说最近一直在准备找工作，都在看一些专业书籍

了（汗，不过实话实说吧，也不管了，就诚实到底吧！）那你以前看过什么书？感觉哪些书对你的影响最大？我说：

传记比较多，知音杂志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小时候看知音，大人都说我不适合看，但是我确实受益匪浅，至少

学到很多道理，拼搏的，奋斗的，人情冷暖的等等，而且因此而成绩如飞猛进），并解释了一番为什么。 

继续问：你对现在的金融危机有什么认识？我说我感觉政府还是要承担一定责任，而且还尚未制定有效的措

施来缓解。问：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我说：中国政府，我感觉政府应该站出来承担更多责任，并制定有效

的措施。关于金融危机，我以前多少看过一些文章，有一定了解。不过感觉回答得差强人意。 

继续问：你即将步入社会，你感觉你准备好了么？我说：自己的专业知识很牢固，又有一些学生工作经验，

所以不论是在专业上还是人际将往上都已经不存在问题，当然自己有一些弱点，还是要不断改正。（我后悔死了，

我加最后一句干嘛啊！）。问：那就说说你有哪些弱点吧！哎，实在人啊，没啥了，说吧！讲了一下，感觉自己所

有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 

她说：我感觉你回去以后至少要准备两点，一点就是：把你要应聘的公司了解清楚，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适

合我；二是把你要去的城市了解清楚，对城市是什么状态要有数。苏州已经实现转型了，已经可能不只是你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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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的风景秀丽的城市了。她这一说，我就感觉她认为我没有做职业规划了，不过这时候我也不想再解释什么了。 

然后给我讲了很多关于现在公司发展的情况，说公司在苏州建立了亚太地区最大的制造厂，估计主要是把特

灵并购后的重组。她这样说让我感觉还有一丝希望，就是英格索兰可能需要人才，今年可能会扩大招聘计划。 

最后：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么？我说：恩，为什么贵公司现在放弃工程机械？ 

她问：恩，你那天宣讲会没有去吧？我一愣，继续晕！我说：是的。她就给我讲了一些，说受国家政策影响，

周期很长等等。 

就这样结束了我的英格索兰二面。说实在的，本来就是为了去赚面经的，这次确实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重

要的一点，不该说的千万别说，不要以为你很诚实别人就给你机会。一定记住：扬长避短！至少要短处不要说对

应聘的企业或者岗位有任何不利的影响！还有关于城市的，有利于发展太自私了，要说我就是想去这个企业，而

不会考虑它在哪里，因为我已经对企业做了深入了解，我感觉这样的企业适合我，而且这样回答本来也不是撒谎。 

 

2008.10.26 英格索兰终面通知 

 

 

前天下午，收到了英格索兰终面通知的邮件！ 

很惊奇自己可以进终面，也挺高兴的。应该说英格索兰的二面让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面试官很好，给自己

也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挺感谢她的，但是也从来没有想能进终面。也许这次英格索兰合并特灵后在中国制造工

程确实还是需要一些工程师。但是听师兄说研发类的招机械的比较少，主要是招能源的。但是我想这次既然有机

会，就要好好准备一下，包括对公司的了解，对苏州的了解，以及口语水平。 

 

2008.11.19 英格索兰电话面试 

 

（接到英格索兰电面通知时，我已经把自己的三方协议寄出了） 

 

刚电话面试了英格索兰，感觉她们很着急，好像在赶时间。本来说要面试 15 分钟的，但是 7 分钟就挂了。女

hr 的语速非常快，我一起跟着也有意加快了语速。 

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你感觉自己做的哪个项目做有成就感？你的职业规划？你的户口在哪里？你意向的工

作城市？你期望的薪资待遇？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你的朋友如何描述你？回答的还可以。 

问我哪些课程学得不错，我直接就不谦虚地跟她说我的所有的专业课程都很好，我的排名很靠前，应该可以

看出来。男 hr 就问了一个的问题，你们做课题用的什么泵？我说华德的双向液压泵 AF-45！他说是柱塞泵么？我

说是。哎，现在就柱塞泵多。 

问我期望薪资，我说 5500-6000 吧，女 hr 说达不到我的要求。 

还说如果通过这次面试还有一次面对面的面试，估计是去苏州。 

 

2008.11.20 收到终面邮件 

收到了终面邮件，回邮件说明情况，婉拒。 

3.2 求职年度总结——英格索兰 

其实 IR 很早就在交大展开了招聘活动，当时我网上也投了简历，可惜石沉大海，本以为没希望了，可是在

11 月底居然在复旦开了宣讲会，于是呼，我又蠢蠢欲动，带着简历去了现场。hrjj 现场做了介绍，是制造类公司，

去年全国收到 4000+，最后录取了 40 个人。感觉希望渺茫，不过管不了那么多，先投简历吧，虽然心里不抱什么

希望。不知道他们要什么职位，只知道要招 mt，于是，就在简历上添上申请 mt，投了了事。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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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页 共 27 页 

没想到一个星期以后，居然在晚上收到了一面通知，让我第二天去公司面试，真是很意外啊。第二天 10 点很

早就到了徐汇苑大厦 7 楼等待，发现原来一面是 groupdiscussion，而我这次面的是复旦和华理的那场，不过大部

分人都是华理的，我们那组 8 个人，就我一个同济，两个上海理工的，其他都是华理的。偷看了名单，发现今天

面试的有 5 场，一共 50 个人不到。groupdiscussion 的题目是关于交通的，每个人选一个卡片上的职位，然后根据

这个职位说明交通的情况和改进方案。先是单独称述，然后小组讨论，最后每个人总节。我是第一个到的，于是

我成了一号，第一个说，不过我认为第一个说的人还是很有优势的。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就发现两位华理的同学不

错，而其他一般，上理的有一位实在是不敢恭维。结果也是，那两位华理同学和我一起杀到了 final。那天还留了

联系方式，相互交流。一面结束后，hrjj 说二面通知会在第二天晚上之前通知。 

第二天傍晚，其实也是我等待开利 mt 二面的时候，我同时收到了 IR 的二面通知，让我第二天去二面。二面

的形式是 1 对 1，全英，问了一些常规性问题，自己感觉不是很好，有点冷场。HR 说应该下周通知是否进三面，

我问是电话吗？她说是 email。我以为发 email 肯定是拒信了，再加上感觉不是很好。没想到当天晚上就收了进入

final 的 email，真是意外啊。后来想想，那天感觉不好，可能是因为我已经面惯了那些不停追问的很 tough 的面试

形式，现在没人追问我，我倒反而不习惯了。 

IR 的二面之后三面之前有个网上的性格测试题，一个多小时啊，累死我了。那天看到测试名单交大 14 个人，

华理加复旦一个，同济一个就 5 个人。本以为这个不会删人，不过 final 面的时候发现交大那里居然删人了。 

IR 的 final 等了很久，一直到 12 月底才发了 email 先是一封面试确认信，包括他们的要求，和外地学生过来

的费用报销什么的，要发传真过去确认。确认后，又是一封 email，详细说明了地点，面试名单等等。后来又发了

email，说明面试时间，内容安排和参观工厂的安排。HR 还是很负责的，这点要赞。因为不同职位面的形式不同，

每个人安排不一样，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被安排在 bdp 了，就是 business develpmentprogram。我有一个 competency 

interview 和一个 case study。casestudy 的题目要在前一天去公司拿，那天正下着大雨，好不容易从学校赶过去，然

后冒雨回家。case 是关于一家效益不好的 subsidiarystore，要你提出一些方案，使公司在短期 run。弄了我半天，

还请教了我读管理的同学，好不容易弄好已经是很晚了。累得我要命。 

第二天早上九点面 competencyinterview，我到了之后得知我不用面了，直接面 case。我晕。不过也好，我也

轻松了。case 之前，把大纲列在 plasticslide 上，然后进去面 case。早上一开始进去的同学说中英文无所谓，不过

我用英文准备的，所以就决定用 english。不过 10：50 等我进去的时候 hrjj 要求 english 了，汗。我把我的计划分

为三个方面走，也算是说的很具体，自己觉得说的不错。hrjj 有追问了不少蛮尖锐的问题，还好能过关。最后，

hrjj 说我英语很棒，presentation 也不错，会很快给我结果的，我知道这关我肯定过了。其他部门都是今天面完晚

上出 offer，可惜我们这个 bdp 第二天要 final 的 final 面才出结果。下午是参观闵行的工厂。期间和很多外地来的

同学都混的很熟了，真是卧虎藏龙啊，大部分人都有了很不错的 offer，象 P&G，华为，四大，比比皆是，都是名

校牛人啊。大家聊天闲侃，特别有意思。闵行的工厂是做压缩机的，我和复旦的 mm 边看边聊，反正我对参观就

没什么兴趣。复旦 mm 很强的，拿到了 dtt 和仲量联行的 offer，真是让我敬仰啊。晚上，如期收到了通知，参加

第二天的 final 面。同时，也得知有几位同学落选，真是事事难料。 

第二天面试在下午，我早上还有一个瑞安的 final，于是面完瑞安 final 后，拿着 IR 给的饭票吃了午饭，就上

楼等面试了。大家在办公室又是畅聊。这时，大家就开始对这个工作岗位的地点，内容还有待遇开始探讨了。再

问了 hrintern 情况后才知道这个职位居然不在上海，是全国轮岗的。我晕，后来又知道要去两年，两年后能不能

回上海都不知道。最后又知道待遇 ms 也不行，正常男子就是 25 元/斤/月。一下子就没了兴趣，要知道我只要留

上海的。最后面的是这个部门的经理，应该是马来西亚人。随便谈了谈，然后果然就说到了地点流动，说了很多

地点，有的地方我都没听说过。晕死。我说我要留上海的。这么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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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收到电话，说是有位小姐想和我明天再谈谈，让我第二天 10 点去 IR。复旦 mm 收到了 offer。最后，

我们还是决定去看看，顺便吃吃 IR 的商务午餐，呵呵。那天面我的是 IR 冷冻方面的经理，说看了我的简历，对

我挺有兴趣。我的职位是 applicationengineer，协调 sales，工作在上海外高桥，以后可能会在闵行。然后和我说了

具体的工作情况什么的，其实应该和开利林德的职位一样的。这样，我就出来了，和复旦 mm 约好在餐厅碰头。

到了餐厅，已经有同学吃饭了。复旦 mm 说果然待遇是昨天说的那样，所以 1 是不会签的。很多同学都没签，因

为价格。我说我被调动到冷冻那里了，或许是因为我一定说要在上海。不过，如果待遇最后是这样我也不会考虑

的。于是，大家吃饭，然后陆续有人拎着行李走了，大家一一告别，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后来网上联系

同学，他们传给我了那天回程时的照片，呵呵。 

本以为 IR 要告一段落了，没想到一周后又接到了那位经理的电话，说想让我到那里工厂去看看，我说好，她

说联系好车子会在联系我的。 

我的 IR 到现在就进行到这里了。 

3.3 英格索兰求职全过程 

    生活里总是充满了惊艳，此刻回顾缘聚“英格索兰”的那一段光阴，依旧让人感觉心暖如春，沐浴幸福…… 

    我是同济大学 06 电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 2009 年 11 月 20 日这天拿到了人生的第二个 offer——英格索兰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由于这段经历蕴涵了太多的感动与温存，因此我用心记录于此，希望能给在漫漫求职路

上等待的同学带来一些帮助和一缕温馨。 

 

    简历是在英格索兰同济宣讲会投的，虽然中途有急事我离开了宣讲会，但同去的朋友依据我的性格能力特点

帮我选择了 SDP(Sales Development Program)，事后证明正是她的举手之劳成就了我的第一份工作，不胜感激，也

想通过这件事告诉每一位朋友，机会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光顾有准备的人，从那一刻起，我与 Ingersoll Rand 开始了

一段美妙的邂逅...... 

    接到 IR 一面通知的时候，我正在宿舍床铺上神游天际，电话那端传来的声音 Nice 的犹如天籁，顿时睡意全

无，一切都像是冥冥注定的，那个电话开启了我人生的另一扇窗…一面是在上海来福士广场 10 楼进行，我被安排

在 11 月 3 日上午 10：40 那组，形式为群殴，由于第一次参加这种正规公司的面试，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外企，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激动和兴奋，但想象中的紧张好像并不存在，也许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当你把一切束缚都置

之度外，你就能坦然地应对这一切，展现出最真实最出色的自我。群面环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三点：首先，认真

听清、看懂题目，理解群面题目的要求和目的，千万不要盲目地去进行思考和小组讨论；其次，不论发生什么事

情，保持严谨条理的逻辑思维是非常关键的，可能你会遇到抢着说话的小组成员，可能你在讨论中会遇到很尖锐

的质疑，但不管发生什么，不要桎梏于别人的引导，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好；最后，我觉得也是很基础的一

点，在整个群殴过程中，保持自己的微笑与气质，维持自己的风度和魅力，每小组十名左右的成员第一轮之后能

留下的也就两名左右，我觉得细节印象分会占很大比重。 

    懵懂地通过了初面，11 月 5 日晚在网站公告板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赶赴虹桥上海城 B 座 9 楼进行二

面。第二轮面试我的是位准妈妈——Laura，很和蔼可亲的一位 HR，整个面试过程中充满了欢笑，我觉得也比较

放松，因为每位 HR 基本都是阅人无数，如果你想通过临场掩饰或者谎言来为自己加分，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还

不如放下包袱，彻底真诚地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性格特点，这也是我在二面的时候唯一得出的结论，不过我的好心

态这一次似乎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 

大概一周之后，收到邮件通知被下放到 waiting list，我认为自己一定被婉拒了，略感遗憾和一种挫败感。但意外

的是，两天之后我竟然又接到电话通知去面试，第三次踏上了漫长的面试路，尽管起死回生，峰回路转，但面对

很 beautiful 同时也很有活力的 Amy，我却感觉自己发挥得糟糕到家，因为那时候我的身心状况真的已经很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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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IR 的那段时间，我刚刚四十度高烧的后遗症还没全恢复，女朋友又被初诊为胃癌让我的心如坠冰窖，因为同时

在考驾照和参与一个创业项目的原因每天睡眠时间不足五小时，再加上学习的压力和学校的工作，我每一刻都感

觉疲惫不堪，感觉自己随时可能承受不了那么多的负荷，尤其是心理上的痛苦和压抑，所以在这轮面试的时候我

就像强弩之末，只是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 idea 和能力个性，却没办法展现自己完美的状态，因此这轮面试结束之

后我感觉很难过，我觉得自己会被淘汰，会因为这些客观原因而非我主观能力不合格而被拒，这点是我所不能心

平气和接受的。但往往事情总是充满了转机，没想到我又一次得到了命运女神的眷顾，在当晚六点左右我接到了

最终面试确认通知。在这里需要特别感谢 Amy 理解我并给我这个机会，感谢她提醒我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

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在面试官前，也感谢她让我更相信，只要你努力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上天就不会辜负你。 

     11 月 18 日，终面的第一天，我心情已经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因为女朋友刚确诊虽然胃炎比较严重，但庆

幸地不是癌症，我已经没有更多地奢求，因此抱着一种很平常的心态参与到了这一轮面试环节。最后一轮面试第

一项是群辩，根据一个已给论题小组内成员分正反方进行辩论，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方法可言，更多地是讲究一种

随机应变的能力和一个人的思维特点，以及临场发挥的表现，我觉得沉稳、灵活和缜密的思维习惯是比较重要的；

终面的第二天进行的是多对一单面，分两场不同的人来提问，级别基本都是亚太区副总裁、市场总监或者销售经

理等高层，问的问题相对来说也更灵活，给面试者的感觉也会更严肃些，个人认为我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在这一

环节帮助我赢得了很多加分，那就是真诚地展示自我，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态度，诚实地表达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观

点。 

    终面的第二天晚上六点左右，又是那个熟悉的电话，终于在我即将放弃、望眼欲穿的时候接通进来，是 Janny

甜美悦耳的声音——Janny Zhang，每一轮通知协调面试的都是她，美好的笑容，动听的声音，热情的安排，她总

是能让人平静很多，感觉到很亲切很舒服——Janny 先询问了我的身体和女朋友的情况，然后把好消息告诉了我，

我的 offer 在历经了这么多坎坷之后终于如约而至。真的非常感谢 Janny，感谢她对我的关心，感谢最后 offer 通知

那一刻的真情流露，更感谢英格索兰，正如我在电话中向 Janny 诉说的一样，这份 offer 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份

工作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几乎无法承受的日子里，我感觉到了一种认可，一份关爱，

我真的很感动。 

      11 月 20 日，终面的最后一天，我第六次轻车熟路地来到了英格索兰上海总部，心态很轻松，选择 offer 的

时候我比较看重的三点是薪资福利、location、发展空间，很幸运地，IR 提供的都是我最满意的选项，因此我签

offer 的过程很顺利，最后，再一次感谢你们，全程陪伴我们的 Janny，让我获益匪浅的 Laura，给我信心的 Amy，

鼓励支持我的 Tomas，最后为我们作部门详细介绍的朱总，以及招聘过程中付出辛苦的全体 IR 员工，谢谢你们的

服务和付出，顺便提一句，公司的咖啡很赞，祝福所有一同获得 offer 的未来新同事，希望所有求职人都能前程似

锦，如果有需要咨询讨论的，可以发邮件到 chu494375221@sina.com 一起交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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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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