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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http://www.yingjiesheng.com）收集、整理、编辑，内容来自

于相关 

企业的官方网站及论坛热心同学贡献，内容属于我们广大的求职同学，欢迎大家与同学好友分享，让更多

同学得 

益，此为编写这套应届生大礼包 2023 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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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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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宝马简介 

1.1 概况介绍 

宝马集团是全世界成功的汽车和摩托车制造商之一，旗下拥有 BMW、MINI和 Rolls-Royce

三大品牌；同时提供汽车金融和高档出行服务。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宝马集团在 14个国

家拥有 31家生产和组装厂，销售网络遍及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5年，宝马集团在全球共售出约 224.7万辆汽车和近 13.7万辆摩托车。2015财年，宝马

集团实现税前利润约 92.2亿欧元，营收达 921.8亿欧元。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宝马集

团的员工总数达到 122,244 人。 

 

宝马集团的成功总是以前瞻未来和承担责任为基石。因此，宝马集团在整个价值链中贯彻生

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策略，全面的产品责任以及明确的节能承诺已成为宝马集团长期战

略的重要内容。 

 

1.2 发展历史 

   1994年 4月，宝马集团在华设立代表处——宝马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标志着宝马集团

正式进入大中华区市场。2005年 10月，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宝马集

团对中国市场长期承诺的又一里程碑。 

 

    目前，BMW旗下几乎所有的汽油发动机车型均已引入中国市场，2014年 9月，BMW子品

牌——BMW i 旗下两款新能源车型——面向未来的跑车全新 BMW i8和纯电动 BMW i3 正式登

陆中国市场。 

    2003年 5月，由宝马集团与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合资企业——华晨

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成立，生产厂位于沈阳。经过十年发展，华晨宝马在沈阳拥有大东和铁西

两大整车厂以及一座发动机工厂，总产能目前已达每年 30万辆。 

 

    2014年 7月，宝马集团宣布与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合资协议延长至 2028 年；

宝马同时宣布拓展国产车型产品线，从 3个系列增加到 6个系列。2015年 1月 8日，华晨

宝马生产的第 100万辆 BMW 车型下线。 

 

    2013年 4月，华晨宝马宣布创立一个全新汽车品牌：之诺。“之诺”在发展初期将致力

于新能源汽车，并在长期规划中同样强调产品和技术的节能环保特征。其首款产品之诺 1E

是一款全电力驱动的汽车，已于 2014年第一季度推向市场。 

 

   2015年，宝马集团在中国大陆市场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势头，共售出超过 46.3万辆 BMW

和 MINI汽车，同比增长 1.6%。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宝马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宝马官方网站：https://www.bm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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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宝马笔试资料 

2.1 ELIGO 笔试血泪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4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4874-1-1.html 

 

写在最前，真的有能力的去 tb买题库吧因为舍不得 100块钱这么贵 

就自己做笔试了 

可能是自身数学不过关，数学只拿到个位数分。100分制！very below average！是的你做

完笔试题会马上生成报告，告诉你人家的平均值。 

一共 4模块，每道题给 75秒或者 60秒 

 

第一个是阅读理解，就跟 gmat的阅读一样，一小段话，问你 true FALSE not-sure 

第二个是数学，跟你图表数字问 true FALSE not-sure。我从未试过这么讨厌 not-sure这

个选项！这计算还很难！数学这玩意儿，对就对错就错，为什么会有 not-sure！而且不能

慢慢看因为在计时 

我真的给中国人丢脸了，数学考成这个狗样子 

第三个是图形规律 

第四个是 10以内加减乘除法，更加恶心，图形对应 10以内数字图形一直变来变去，比 larger

还是 smaller还得看清题。只有 30秒 20秒 10秒计时 

 

我算是彻底黄了，就是笔试还没过就黄的那种。毫无机会了。无缘宝马，再也不见！ 

我已经是第三次投宝马毕业生的岗位，每次！每次都是栽在笔试！ 

闲 yu上面有物美价廉的 SHL笔试题库，我买了真的很好用，这次还以为，宝马会继续用 SHL。 

哪知道他们自己开发了 ELIGO 这么个鬼玩意。 

 

最后，一切不用 SHL笔试平台的公司都不厚道！over！ 

 

 

2.2 GLDP Eligo 网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7 月 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76573 

 

今天刚做完的网测，看网上经验贴很少，来分享一波 

四种题型 

1. 图表阅读，推断给出的 statement是对，错，还是无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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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应测试：一串图形编号赋值，然后问你哪个图形值大，值小，或者比较两个图形值之

和之差大小 

3. 图形推理 

4. 逻辑判断，每两个 statement，判断 6个逻辑推理是否正确或者无法判对，貌似一共有 6

组 

 

其实题难度不是特别大（除了图形推理），但是每道题都有计时，真的很容易紧张呀，楼主

每次看到那个倒计时快到时间了，就脑子一片空白，最后几秒完全无法思考。。。估计大概率

凉了，只希望攒点人品奇迹发生了 

其他评论： 

-请问笔试开摄像头么，需不需要给电脑装个摄像头 

-不用摄像头的 

 

 

 

2.3 OA 体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7 月 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6352-1-1.html 

 

 

刚答完，来攒个人品 

 

一共 4个部分：图表分析；数字运算；图形逻辑；文字逻辑 

图表分析：给你一些统计图然后给你一个 statement 你判断 true false intermediate 

数字运算：一些几何图形和数字对应，然后让你判断那个几何图形的运算数值更大更小 

图形逻辑：找规律，时间好紧，有三道没答上/时间不够蒙的 

文字逻辑：两句话“定理”，让你选题目的这句话对错还是居中 

 

我感觉这个笔试服务器非常有问题，我答图表分析的时候真的是答一道 connection 就

broken一次=-=，发邮件给 support team也没啥好的解决办法，后来我仔细看了下刚开始

登录前的一下 notification，说只要 broken就不要离开页面原地刷新。靠着这个招断断续

续答完了。。。。。。答的没脾气了 

 

建议大家找个网速特别快的地方，然后就是，多刷新吧。我家网速也不慢 but就，玄学=-= 

 

祝大家好运，也祝我能进入下一轮面试~！ 

其他评论： 

-哇！！谢谢同学分享，感觉难度大吗？ 

-还行吧，主要是时间让本来不是很难得题也变得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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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宝马面试资料 

3.1 高级硕士-沈阳人力面试被拒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1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4172-1-1.html 

 

刚收到被拒邮件，心里觉得还挺难受的。今年秋招第一次单面被拒。楼主德国留学生，还在

德国待着呢，基本机票不便宜也根本回不去国。2021.8 月能不能毕业存疑，不过秋招总是

要踊跃参与。我家是辽宁的，户口沈阳的，之前有过人力实习经验，不过方向不一样，面试

之前我点进去网站上 JD都没了，一脸懵逼。 

 

主要是电话面试，围绕着个人实习情况展开，本人有相关实习经验所以谈得比较多，面试官

很和善所以给你挖很多坑你都不自觉跳了下去。 

比如为啥转学啊？考察你的稳定性，可惜我当时很直接的就把真像暴露出来了。 

看没看宣讲会啊？我申请的时候宣讲会早就讲完了，后来也没注意，所以同学们如果要准备

面试的话，宣讲会必看，对公司文化啥的有个了解，显示你对职位的兴趣。 

之前做过啥啥啥，我们这个是啥啥啥 hrbp，你应该没接触过。其实我确实没太有了解到，

当时实事求是就行了。 

我觉得可能性格也是很重点考查因素，和公司感觉契合不契合。可能我话太多？性格不够

稳？ 

电话面试很容易暴露出一些问题，个人觉得现场面会简单一点，很多东西感受也更深。 

他们这个岗秋招只招一个人，群面放最后，12月开始要去实习，对于国内的人来说还是挺

难的。 

薪资压根没谈，沈阳应该也一般。 

 

虽然不太可能回家乡就职，不过被拒了还挺意外的，可能被看穿了 hhhhhh 

因为比较想参加群面，现在就被拒了没机会了。给以后的同学们参考吧。 

 

大家秋招加油！ 

 

 

 

 

 

 

3.2 慕尼黑 BMW 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596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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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是德国巴符州某大学 BWL在读，昨天 19.06.2018收到了 BMW慕尼黑分部的面试邀请，职

位是国际定价管理。 

面试在 20.06.2018早晨 9点，持续了 1小时，全程德语，两位面试官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

份：Pricing Manager，面试官并不是给我发邮件的人。他们问了一些关于宝马本身的问题，

以及常见的定价模型，以及如果我是价格决策者，我如何在亚洲市场定价。其他的常规问题

例如爱好，简历活动等等。大概问了下入职时间以及能否解决住宿，表明 BMW可以提供员工

宿舍。还问到我投了几个部门，我如实回答 Controlling和这个定价部门。 

轮到我提问时，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有幸被录取，需要在入职前提前准备什么？答案是什么

都不需要，可以在实习当中去学习；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多久收到 Rückmeldung，答案是下周，

因为还有几个面试没用进行。 

今天面试完很兴奋，没有想到 BMW会给我面试邀请。虽然我觉得录取概率几乎为零，尤其是

看到另一篇帖子中写道，“如果面试官说还有几个面试者，那说明这次面试是没戏的”，但是

权当积累经验了。 

也不用那么悲观，只是你并没有明显压到别的候选人的优势。 

也是，本来也不求全程德语面试有什么太大的亮点，毕竟德语对于竞争对手来说都是母语。 

没进会死人么不会就没关系。大公司有优势也有对个人发展的掠食，小公司对个人发展更好，

个人看法 这里谈的不是钱。 

还好放平心态了，毕竟我申请的是 freiwilliges Praktikum，并且没有实习经验，BMW主动

给我发邮件邀请我已经够意思了:) 

BMW 

昨天中午给我打电话，给了一个 Zusage，然后需要提供签证等，程序没问题就可以 9月入

职实习了。 

 

感谢萍聚，那篇“面试官说什么话代表没希望”帖子我越看越慌，中了好多条…希望大家也

有个好运气，得到好消息。 

就是工资待遇什么的，电话里边并没有说清楚，也不知道现在这个阶段发邮件或者打电话问

待遇合适吗？给我发邮件的是 Herr Tausch，有没有人有过和我一样的经历？ 

 

 

 

3.3 沈阳华晨宝马 2017 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5959-1-1.html 

 

投的是分析中心的项目管理的岗位，先是网投，过了会通知参加笔试，看的是一些行测的题，

过了会通知去面试，面试是在一个酒店，上午群面，考题是负责一个赛车场的项目活动，最

后陈述需要用英语，讨论时汉语就行。下午是单独面试，两个部门领导加一个 HR面试我，

英语自我介绍，对项目管理工作的理解，对宝马的认识，全程英语，如果英语表达困难会跟

你说汉语，不过应该也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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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实习生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392-1-1.html 

 

先英语自我介绍，再英语回答一些问题，尤其是进出口部比较注重对电脑技术的考核，需要

熟练运用 excel，需要维护数据库，因此很注重应聘者的性格，耐心，细心和不怕事多，麻

烦。普通的 TA岗需要负责预订茶歇，酒店，机票等，需要负责报销工作，所以事情很烦很

杂，一般更愿意招收女生。 

一是会要求做英语自我介绍，会考核应聘者的口语能力，然后会用英语进行提问，结合简历

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来问应聘者相应的实习经历，或者学生干部工作经历。三是询问会不会

使用数据透视什么的，比较注重 office使用能力 

 

 

 

3.5 华晨宝马-模具工程师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391-1-1.html 

 

每组 12人，我们那组缺了 2个，也就是两个人没有来。面试官 2人，其他人围着桌子坐成

一圈。 

一共 30分钟，前面 5分钟是读题时间，在读题的时候，面试官会检查你的材料（六级证，

三方协议，毕业生推荐表，学生证，身份证等），然后开始讨论。 

我们学校的题目好像全部是一样的，就是在材料提供的六个人中，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和

资料背景来确认一个研发领导。讨论的过程是先每个人表达自己的看法，然后随意讨论，最

后小组一定要达成一致意见，否则全员被扣分。 

我个人的意见就是不要不说话，但是也不要过于积极，团队要和谐，尽量不要打断别人的话。 

 

面试官一共两人，一个人负责问，另外一个人全程“冷眼旁观”，偶尔也会问你一两个问题。 

 

我今天的表现其实比较糟糕，有些紧张，英语环节杯具了，最后竟然连一些材料都没有带回

来，所以成功的机会渺茫啊！！ 

 

最后我透漏一些终面的专业吧，主要是车辆工程和机械，机电的，还有材料成型，金属材料，

化工工艺，高分子，还有一个工业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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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实习生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390-1-1.html 

 

先就是网投之后会有人筛选你的简历，如果你差不多，就会给你打电话先来个电话面试，大

体就是问你几个英文问题，做个自我介绍等。最主要的还是问你实习时间是否能达到要求的

6个月和你是否能得到你导师的允许，如果你回答的让她满意了，会让你等之后的群面，大

概过个一个星期会给你发邮件通知去面试和一些面试需要携带的资料。当面面试的时候部门

都是之前你自己投的或者他们根据你简历的方向给你分的。所以到那之后就开始面试，大概

会有 3，4个面试官面你，如果部门领导是歪果仁那么面试英语要求就高点，都是英文问答。

巴拉巴拉问一堆，然后就走，回去等消息。悲剧的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我木有被录，很郁闷。 

 

为什么选择华晨宝马？能实习到什么时候？说说你之前的实习经历，和你有意向的部门。基

本都是按着简历来问的（英文问答） 

 

 

 

3.7 宝马-学徒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388-1-1.html 

 

面试了三个小时，先是人事经理面试，然后是技术总监，最后老总面试，面试完以后要我回

去等通知 

 

发动机的做工顺序 

空调系统的组成 

悬架系统分类 

然后问了一些学习情况以及家庭地址为什么要学习汽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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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宝马中国公司人力资源专员-实习生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387-1-1.html 

 

面试心情比较紧张，但是过程很轻松。 

首先要先去审查身份，带上你的学生证等证件，然后会一个一个进行结构化面试，面试考官

是人力资源等几个部门的领导。 

 

问给了一个事件，让你解决。在人们离职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很繁琐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而

那个人又很急，你主管不在，如何做。 

答第一翻阅相关规章制度，按照离职手续办理，拒绝不合理要求；第二，跟副主管反映，听

取主观意见并请副主管解决。 

 

 

 

 

3.9 宝马中国公司实习生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385-1-1.html 

 

看具体岗位，有的会有外国同事面试，有的直接就是中国同事面试 

 

先是投简历，过了之后会收到电话面试，这中间时间具体不能确定吗，因为有的岗位会提前

招实习生作为储备，有的会比较急，但是投了以后就要做好准备；电话面试会有英文自我介

绍，很简单，准备好就行；面试过程有时会有外国人，这时候不要紧张，好好准备就可以。 

 

问自我介绍 

答我叫***，专业是***，我现在的学历是***，很喜欢这种国际化氛围的公司，也喜欢贵公

司企业文化，想加入贵公司。。。。说一下以往有关经历。这时候会有面试官提问，如实回答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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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宝马中国公司实习生四轮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383-1-1.html 

 

宝马实习生面试经验分享。 

 

一轮是投简历，尽早投，需要中英文简历，最好和岗位匹配 

二轮是电话面试，根据你的简历上问问题，还有就是对宝马的了解程度 

三轮是 Manager面试，不需要英文面试，在电话面试的基础上在深入挖掘你的经历 

四轮是 Senior Manager 面试，自我介绍有可能需要英文，问题也会涉及到英文，需准备英

文。 

 

 

 

 

 

3.11 宝马中国公司财务岗实习生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382-1-1.html 

 

中文一对一面试 没有电面 一天出结果 

 

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投的宝马中国 突然接到电话问什么时候可以入职和面试 然后就去面

试了 公司在三元桥 因为我认路不认楼 虽然提前了快半小时去 但最后是准点到的 面试官

已经在等了 不知这个有没有影响 我看不出面试官是 HR还是部门经理 一去做了自我介绍 

然后就开始问我的家庭情况 然后聊了很多关于家里的事情和成长经历 也不知道有什么关

系 后来又问了些关于实习的问题 没什么很难的问题吧 但是都是些开放性的问题 不知道

自己答得对不对 还问了关于职业规划 和下学期课程安排 面了快半小时的样子 然后告诉

说一天会出结果 但是我并没有收到电话 TT 

 

 

 

 

 

 

3.12 2015 宝马校招高级零件服务专员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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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381-1-1.html 

 

华晨宝马的面试是我见过比较复杂的。分别是简历筛选-英语测试-英文电话面试-SHL在线

测试-面试-----目前我进展到 SHL测试，刚刚做完。感觉脑子还是烫的== 

 

九月份提交简历后，得到 10.10的北大计算机中心的英孚英语笔试机会，大概一个小时，参

加的人超级多。按等级评判的，姐当时人品爆发考了 12级嘿嘿嘿。好吧，其实主要是因为

简单，听力可以随便重复听。之后就等着电话面试，过了一周多，我正在地铁站，突然打来

电话说要电面了，而且是英文的，当时就傻了，只能硬着头皮胡说了==打完万念俱灰，感觉

肯定跪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 SHL测试的链接。这不，今晚抓紧时间就给做了，数学题有

点难，应用性很强，很慢才进入状态，所以发挥不好，整体感觉时间比较紧，千万别较真。

不知道在线测评能不能过，过了还是要去面试的。。。。 

 

 

 

 

 

 

3.13 2015 宝马校招管培生沈阳面试记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380-1-1.html 

 

通过无纸化笔试（英孚英语测评）后，会进行电话面试，问一些简单的英文问题。如果通过

了，会通知去沈阳面试。面试的交通、住宿费用是全额报销的。 

 

面试要求穿着正装。面试当天会有大巴来酒店，到到达面试地点后，签到并等待面试，中间

会提供少量茶点和饮用水。期间 HR主管会在等候区，如果有问题可以和他们直接沟通。面

试要求准备中英文两版简历。两位面试官共同考查候选人，一般是一位人力的 HR，另一位

是你未来工作岗位的直线经理或者伙伴。之后和候选人们交流，发现所有的面试官都很和善、

人都很好，像大哥哥姐姐一样，所以不要紧张也不要害怕。 

 

面试可能会涉及到英文自我介绍，所以可以提前准备一下。问的问题主观性比较强，比如大

学期间的经历、职业规划等等，也会对简历上的内容提问。也会有很多同学被问到技术类相

关专业问题，但比较基础。面试过程大概十几分钟到二十几分钟不等。如果你有问题，比如

待遇、工作内容等等问题，可以直接向面试官提问，这是合乎礼仪的，不用担心是否会对自

己有负面影响。这样的提问，反而会让面试官觉得你对这份工作感兴趣、想了解并得到这份

工作的。 

 

面试之后会赠送小礼品。然后就可以离开了。过些天可以把相关的材料邮寄到公司人力部，

会有专员协助完成报销。面试通过后，会通知安排体检等等。整体面试过程中，BBA给我留

下的印象还是非常好的。公司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尊重候选人。祝大家都会得到想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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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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版，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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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届同学求职推荐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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