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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航国际简介 

1.1  中航国际简介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国际深圳公司”）作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国

际”）全资子公司，是航空工业发展的“先锋队”、改革的“试验田”。旗下拥有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物业资产经

营三大业务。 

中航国际深圳公司创立于 1979 年，是最早参与深圳特区建设的央企之一。三十多年来，中航国际深圳公司

依托航空工业技术、质量、管理与深圳特区市场化、国际化的政策和环境，成为中国相关产业发展的初创者和深

耕者，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最早参与者。经过多年发展，中航国际深圳公司属下拥有中航国际控股（0161,HK）、

深天马（000050,SZ）、飞亚达（A:000026, B:200026）、天虹股份（002419，SZ）、深南电路（002916，

SZ）等五家境内外上市公司，以及格兰云天、上海宾馆、亨吉利等一批在业内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和企业。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中航国际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官方网站：https://www.avic-intl.cn/ 

第二章中航国际校招求职经验分享 

2.1 中航供应链一面记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4548-1-1.html 

 

楼主已经凉 

记录一下 

 

等了 1 个小时 

一开始自我介绍 

 

英文 楼主介绍一半没有了 

 

然后开始扣简历 

 

说楼主税务的专业太细  

 

然后问你的爱好 

你投了什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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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公司了解多少 

你对行业了解多少 

你觉得你适合这个岗位吗 

 

总结：其实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好好面试 表现自己和岗位的契合度（知易行难） 

 

 

面试总会遇到突发情况 要随机应变  

2.2 网申后的在线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4739-1-1.html 

 

网申类似于性格测试之类的，一共 40 分钟，24 页题目 

2.3 2018 年校招管培生面经+签约会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6501-1-1.html 

 

今年秋招第一个到了签 offer 环节却选择拒约的企业，感慨万千，遂于论坛写点回忆。 

 

LZ 某十八线省会双非一本财经类院校本科毕业，按地域划分来说属于天虹的华中大区，之前一直很想在零售业发

展，所以给天虹投了四次简历（大街网，微信，双选会，宣讲会），但只有宣讲会完让我去面试。 

 

天虹的时间安排的很紧凑，宣讲会是在上午开的，10:30，讲完已经快 12:20 了，HR 们就先让现场的同学们投了

简历，在上面写英语水平、意向城市、期望薪酬、岗位四个信息，进行第一轮筛选。 

 

大概 12:50 左右，LZ 正吃饭，发短信通知下午两点面试。 

 

本来以为一面就是简单的自我介绍加问一些个人情况什么的，结果直接就是无领导小组讨论。但形式和一般遇见

的都不一样！LZ 那批十二个人一组，HR 每给个人发了两到三张卡片，用卡片上的图像拼成一条有逻辑的画，自

己的卡面不能给别人看到，只能通过言语描述。先是轮流说出自己的卡片，再自由讨论，大家找到一个顺序开始

排序，时限 30mins。答案不确定也不会告诉我们，HR 主要看大家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合作能力，所以要找机会发

言，LZ 轮流发言阶段被坐在前一位的妹子抢了好久的话，忍无可忍打断之，后来自由讨论也在大家纠结的时候开

了个新头。没有 LEADER 只有一个 TIMER，总体来说 LZ 的发言不如活跃的那几位，但坐的离 HR 近而且声音比较

响亮（自我感觉），还是过了。 

 

小组讨论完当场宣布进入下一轮名单，HR 说我这组是讨论气氛最好的，12 个里进了 10 个。 

 

接下来一对一终面，进去先和 HR（不是同一个）进行一些自我介绍，然后根据简历问一些问题，家庭情况，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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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的。LZ 在某个旅行社实习过 HR 就让我安排一下在家乡的旅行线路，自我感觉说的挺烂的。 于是

在其他方面做了点补救。 

 

第二天上午 10 点就短信通知过两天去带三方签约，此时同我一起的剩下 8 个。 

 

重点来了！ 

 

之前天虹根本不告诉我们具体的工资，福利，食宿什么的，就说在签约会上说明，而签约会当场就要决定签不签

三方或走人。去了天虹的某个商场会议室，依旧是群面的那个 HR。跟我们说了一下南昌的天虹实习期 6 个月（包

括一个月试用期），工资 3500 不包食宿包含五险一金没有福利（除了春节和中秋,比正式工少），以及夏秋季每月

100 左右的高温费，试用期 1900+（LZ 报的超市管培生，试用期需要当超市营业员或者收银员，呵呵），转正后

大概加个 800，还要扣掉 500 的五险一金。深圳的转正后工资也是 5000 不包食宿，非省会或一线城市还要少 400

的工资，研究生也没高到哪里去，违约金 3000。 

 

综上，熬过把你当普通收银员的一个月之后，你还需要拿着到手三千出头的工资自己负责吃穿住行，期间各种考

核，就算转正了也不知道何时能存点钱，平时更是倒班、单休，带薪年假五天，零售行业的性质也决定了你节假

日也不能放假（三倍工资），商场一搞活动更是要加班，所以 LZ 果断走人，一起去签约会的 10 个人只留了 1 个

签约，HR 也只表现了一下礼节性的挽留。 

 

奉劝对天虹有点幻想的同学们别报了，想从事零售业不如选择沃尔玛/华润万家/大润发等一线企业，或者干脆放

弃这个想法，想一想是否能接受倒班制，或者拿着低廉的工资却干着各种苦活儿。 

2.4  中航国际财务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9854-1-1.html 

 

先开始写一下中航的流程。昨天收到了中航参加笔试的通知，今天早上去到教室发下试卷一看全都是专业题目。

两道大题，一道是财务管理的，让你计算财务比率以及每个指标上升下降的原因；另外一道大题是财务报表合并

确认合并数的，存货，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的余额。还有确认商誉。论述题有两个是开放性的，其中

一个是选择工作的因素有平台、环境、待遇、升迁、等总共有六个指标让你排序，并说出原因，还有一个忘记了。

最后有五个论述题让你选择一个作答并要超过 1000 字。我选的是财务管理盈余。 

       笔试后中午收到下午一点半参加无领导小组讨论的通知，中午睡到一点还是困，一遍磨蹭一边不想去，很

不情愿。因为之前没有听宣讲只是网申了一下，不是太了解做什么，就感觉应该和地产差不多，后来又听说整个

招聘流程总共五轮。特别不情愿，面试之前还要提供荣誉证书之类的。但是后来睡醒了还是有点精神走了半个小

时从学校北区走到南区。 

       无领导小组我们题目都是一样的，说是一个新设的企业需要设置财务部门，财务部门的人员将在参加面试

的人中选出，我们组答的很烂 思路完全乱了。一开始我的思路还好，后面被打乱了就没再说什么。讨论完得出结

论总结。。。。之后 HR 会问一些问题。问了我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看你的思路清晰很有想法，但是后来为什么不说话

了。我说我不是太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后面服从大局只能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无领导之后过了 5 分钟会通知下

一轮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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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面是面对两个女面试官，一开始以为都是 HR。大概会问三个到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简历上的问题，

你简历上写的问题都会闻到，我就被问了半个多小时，问你本科学校和研究生的学校在会计教学方面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选择会计专业，实习经历都是事务所，是否有这方面的就业倾向。然后问对自己的职业规划，还有如果在

企业能不能抗压，如果有人比你优秀你会怎么做，或者你无论怎么努力都超不过他你会怎么办。还有得奖情况问

的比较少。问考了多少注会了。然后就会问你专业问题，财务报表合并流程、什么是控制、如果一个公司控股 30%

但被纳入合并报表有什么原因。我没有表达出我想表达的意思。然后中间突然来了一句，用英语介绍一下你的家

庭。我就说了四句我来自哪里家里几口人都是干嘛的就 ok 了。然后会问到论文，说你写的论文怎么写的，得出了

什么结论。还有你最感兴趣的课程，说出理由。到此就结束了第三轮，第四轮和第五轮要到总部去笔试和面试。 

2.5 中航国际深南电路面试.......纪念一下，终面被刷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1582-1-1.html 

 

重新出发，开始找工作了，分享下应聘流程吧，本丝是学机械，可以投工艺、设备维修等岗位： 

1、宣讲会后简单交流后晚上去笔试，笔试内容为综合能力测试，不是专业知识，都选择题，没做完，后面就乱做

了（结束后叫第一位那个人收卷，大部分人都走光了，剩下几个人收卷，包括我，收完面试官叫我们留下名字，

可能会优先考虑我们吧）； 

 

2、群面，经历过最恶心的一次，先是每个人抽个话题，说说对它的理解，加上自我介绍一共一分钟；然后是辩论

题，小组的人分成一正一反两组，时间过半后突然叫我们正反方互换； 

最后是讨论题，我们这组是讨论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是最少发言那个，而且表达也不好，偶尔插几句无关痛痒

的话，可能面试官不喜欢太突出的人吧.....） 

 

3、很荣幸的我竟然参加终面了，四个面试官在酒店的房间跟你聊天，家庭情况、项目经验及如何解决困难的等（我

很多问题都答的不好，很多不会答就含糊的过了） 

 

不管怎么样，以我的表现能参加终面已经很感激几位面试官了，只是浪费我几块钱打印简历和坐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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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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yingjiesheng.com 

该电子书特色：内容涵盖了包括职业规划、简历制作、笔试面试、企业招聘日程、招聘陷阱、签约违约、户口问

题、公务员以及创业等求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同时包含了各类职业介绍、行业及企业介绍、求职准备及技巧、

网申及 Open Question、简历中英文模板及实例点评、面试各类型全面介绍、户口档案及报到证等内容，2022 届同

学求职推荐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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