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出版集团 

应届生论坛中国出版集团版：  

https://bbs.yingjiesheng.com/forum-1013-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2023 版-其他行业及知名企业资料下载区：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6-1.html   

  

应届生求职招聘论坛（推荐）：  

http://bbs.yingjiesheng.com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forum-1013-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6-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国出版集团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2 页 共 32 页 

目录 

第一章 中国出版集团简介 ............................................................................................................. 4 

1.1 概况介绍............................................................................................................................. 4 

第二章 中国出版集团笔试资料 ..................................................................................................... 5 

2.1 2022 届高等教育出版社一笔 ............................................................................................ 5 

2.2 10 月 31 日中教集团一笔（人教社） .............................................................................. 5 

2.3 2022 中国出版集团一笔 .................................................................................................... 6 

2.4 2022 届中版集团一笔 ........................................................................................................ 7 

2.5 2021 中版集团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二笔记 ........................................................................ 8 

2.6 2020 年 11 月中版集团编辑类一笔回顾 .......................................................................... 8 

2.7 中教图进出口笔试经验贴 ................................................................................................ 9 

2.8 2020 中国出版集团 1 笔真题回忆 .................................................................................. 10 

2.9 中国出版集团 2020 年招聘考试（初试） .................................................................... 11 

2.10 2020 中国出版集团笔试回忆 ........................................................................................ 11 

2.11 中国出版集团一笔 ........................................................................................................ 12 

2.12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19 年校招真题回忆 .................................................................. 13 

2.13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部二笔(专业笔试) ................................................................. 14 

2.14 2018 华文出版社复试 .................................................................................................... 14 

2.15 2018 中国出版集团笔试 ................................................................................................ 15 

2.16 2018 中国出版集团综合素质测试（一笔）B 卷经验帖 ............................................. 15 

2.17 【2017 年中国出版集团笔试经验贴】编辑卷综合素质测试 ................................... 16 

2.18 2017 年中国出版集团笔试 ............................................................................................ 17 

2.19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二笔归来~ ...................................................................................... 18 

2.20 【2017 年校招】中国出版集团笔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笔二 ..................................... 18 

第三章 中国出版集团面试资料 ................................................................................................... 20 

3.1 人教社中学语文一面 ...................................................................................................... 20 

3.2 人教社物理一面 .............................................................................................................. 20 

3.3 大百科全书运营岗面试 .................................................................................................. 20 

3.4 华文出版社面试回顾 ...................................................................................................... 21 

第四章 中国出版集团综合求职资料 ........................................................................................... 22 

4.1 东方出版经济图书编辑笔试+面试 ................................................................................ 22 

4.2 中华书局编辑岗笔面试经验 .......................................................................................... 23 

4.3 2019 中国出版集团校招－人民文学出版社经验贴（完整）三峡某子公司面经 ...... 24 

4.4 【给面试攒 rp】出版集团统一笔试+商务印书馆专业笔试经验 ................................ 25 

4.5 【2017 中华书局】求职经验贴 ..................................................................................... 26 

4.6 新华书店总店二笔+面试 ................................................................................................ 29 

4.7 中华书局二笔+面试经验 ................................................................................................ 29 

4.8 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分社英语编辑笔试+面试经验 ........................................ 30 

4.9 东方出版中心二笔＋面试经验 ...................................................................................... 30 

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 32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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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国出版集团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3 页 共 32 页 

 

 

 

 

 

 

 

 

 

 

 

内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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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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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出版集团简介 

1.1 概况介绍 

 

中国出版集团是适应出版业改革发展的需要，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于 2002年 4月 9

日成立的国家级出版机构。2004年 3月 25日，国务院授权成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国家

相应计划中单列，对原中国出版集团所属成员单位行使出资人权利，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责任。2011年，经上级批准，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并于 2017年 8月 21

日在上交所上市。2018年，经财政部批复，改制为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以出版物生产和销售为主业，是集纸质出版、数字出版、版权贸易、出版物进出口贸易、

印刷复制、出版物流与发行、艺术品经营、翻译和大数据服务、信息服务、科技开发、金融

投资于一体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集团。集团连续 13年入选“全国文化企业 30强”。 

 

 

集团拥有各级子公司、控股公司等法人企业 198 家，拥有各级各类出版机构 40家，每年出

版图书和音像、电子、网络等出版物 2万余种，出版期刊报纸 58种，出版物在全国零售市

场占有率为 7%左右，持续位居全国第一；每年从事版权贸易 2000多种，拥有中国最大的出

版物进出口企业，每年进出口各类出版物 20多万种，进口和出口分别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

60%和 30%左右。截至目前，集团资产总额 260亿元左右，净资产 160亿元左右，营业总收

入 130亿元左右，稳居“三个一百亿”集团行列。 

 

 

展望 2035年，集团将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出版企业。发展质量、综合实力、治理能力持续提

升，文化引领力、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十四五”时期的目标任务是增强发展动力、提升

治理能力、扩大品牌影响、打造新型企业，进一步提高出版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为建成世界一流出版企业打下坚实基础。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中国出版集团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中国出版集团官方网站：

http://cn.cnpub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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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出版集团笔试资料 

2.1 2022 届高等教育出版社一笔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5446-1-1.html 

 

发现没有高教社的板块也没有什么笔经，所以就发在这儿啦～攒个人品 w 

基础测试 2小时+专业测试 1.5小时，线上测试中间有 10分钟测试时间。需要两个机位在线

监考。 

基础测试： 

题型类似公考行测（言语数量判断推理资料分析），时间紧张没办法回头改错。 

专业测试： 

英语完填+阅读综合题，多道语病选择题，多道改错题。 

整体感觉凉透了 1551 

——ps：希望本楼能成为一个高教社编辑岗讨论综合贴，如果有人收到面试通知或者官网出

结果了请让我死个心（。 

 

 

2.2 10 月 31 日中教集团一笔（人教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6314-1-1.html 

 

10月 31日人教社学科编辑岗考题回忆： 

 

第一门 职业能力测试（14:00-15:30，90分钟，总分 100分） 

        这部分是行测，难度比国考稍微简单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次是线上笔

试，考试过程中经常会有弹窗跳出来提醒你桌面不允许放杂物啦（可以用空白草稿纸），头

和肩膀没有出现在二机位画面里啦等等，有点分心，所以不习惯线上笔试的可能要多练习，

心态上做好准备。其次是答题界面是分很多页的，答完这一页的选项，翻页之后就不能跳回

之前的页面了。 

        分值分布（如果没记错的话）：常识判断 20分，言语理解 25分，数量关系

10分，判断推理 30分，资料分析 15分。 

楼主因为不打算考公，所以行测复习得不充分，加上又是线上考试不习惯，导致做题效率和

时间分配上都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死磕了几道数量关系题，导致后面的资料分析部分只剩

10分钟答。现在回头去看，数量关系只做 2、3道甚至全蒙都是可以的，还是应该把时间留

给后面分值更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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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门 专业知识测试（15:40-17:40，120分钟，总分 100分） 

 

        这部分只有两道大题，文章改错和大作文。首先提醒大家，这部分要好好准

备，因为岗位信息里写了“专业知识测验成绩占笔试总成绩的 70%”。我在考完后才看到这

一点，其实当时做完一套行测，脑子已经很累了，甚至有点想放弃了，构思作文的时候甚至

发了一会儿呆...所以这部分并没有尽全力去答，现在就是非常后悔。这部分的时间是完全

够的，但楼主因为脑子懵掉导致作文最后有点草率收尾，甚至没有达到 1200 字的字数要求。 

        改错题的原文，后来查了一下，是复旦陈尚君老师在《文汇报》上的一篇文

章：《司马光的团队》。链接 https://www_sohu_com/a/192031563_488357 

         并不是全文都放上去了，是有节选和改编的。让挑出里面的错误，考察编

辑能力。比如【编篡-编纂】【记较-计较】这些。（有个点楼主当时看到但没有写出来，题

目中出现的是“一截圆木”，陈老师原文里是“一节圆木”，当时纠结了一下，觉得好像都

可以，甚至觉得“一截”更合适因为木头不像竹子一样有节，所以没把这处挑出来。但后来

看原文还是用的“节”。这个问题如果有友友知道还望赐教！） 

        作文给了一段材料，大意是针对《摩拜创始人套现 15亿：你的同龄人，正

在抛弃你》《第一批 90后已经出家了》这些“贩卖焦虑”的文章以及年轻人当前的生活状

态发表看法，题目自拟，字数 1200。这个主题倒是挺贴近现实的，也够扎心  大概

是想通过这个考察写作能力和思想水平。 

 

 

以上就是一笔的大致情况。11月 9日出了面试通知，楼主这个岗位面录比是 6:1，当然是意

料之中地没过。确实准备得不够充分，就当练手吧。写下一点经验，供后来者参考，也给自

己之后的考试攒个人品~ 

 

 

 

2.3 2022 中国出版集团一笔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2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7740-1-1.html 

 

 

 

时事政治（这次没有跟集团相关的题目……全是社会主义之类的）、言语、数量、资料分析、

两篇英文阅读、公文改错、写作（盲文阅读以及对盲文阅读出版的行业看法，不少于 500

字） 

吐槽！闪了好几次弹窗笔试警告，好像只要坐的不端正就会这样……当是纠正坐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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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22 届中版集团一笔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8482-1-1.html 

 

简历筛选阶段等了很久，11月 2日截止投递，11月 18日收到的集团笔试通知，通知两天后

即 20日考试。 

考试时间上午 9:00-11:00，线上考试 

 

分三个部分：行测、公文改错和大作文，一共 56道题，忘了是 100分还是 120分 

一、行测 

和往年形式差不多，但时事常识部分内容有很大变化，没有考集团新闻和科技文化常识，全

是政治，像十九届 N中全会的内容什么的。 

 

然后是言语、推理、数量、资料分析，具体分值分布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数量有 10道，资

料分析有 10道。这次比较人性化的一点是答题页面贴边有一个计算器，像数量和资料分析

可以点击这个计算器算，不过由于题量比较大（也可能是楼主比较菜），哪怕有计算器辅助

也不建议在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这里死磕... 

 

最后是英语阅读，两篇，一篇 5道题。都是经济类的，一篇是关于股票牛市，另一篇记不太

清了，难度比六级难一些。（考的时候有一道问划线句的作用，不知道是楼主电脑显示问题

还是考试系统问题，没有显示出有句子划线，本来想打电话问考务的，想了想时间太紧张还

是算了，只好放弃随便蒙了一个，希望以后可以改进吧） 

 

二、公文改错 

给了一个民营企业的公文，让挑 10处错误，10分。这部分楼主考前没太复习，感觉没有全

部挑出来。只找到一些基本的日期格式、标点、抬头落款之类的错误。 

 

三、大作文 

给了一段不长的材料，关于盲文日和盲文阅读的，要求不拘泥于材料，以盲文阅读与盲文图

书出版为主题，谈一谈看法。500字以上，40分。 

因为材料不长，要求又不拘泥于材料，所以内容应该是尽量不重复材料的内容，要自己写的

还比较多。因为对这个领域不太了解，楼主谈得也比较空泛，主要是结合盲文阅读的特点为

盲文出版发展提了一些对策，不知道是否对考官的胃口啊。而且答题区没有字数统计功能，

只能自己估摸着够不够字数，时间比较紧，我写得也不多，希望能过 500 吧。 

 

以上就是一笔的基本内容。写出来抛砖引玉，供后来者参考，也给自己接下来的求职攒点人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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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21 中版集团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二笔记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0181-1-1.html 

 

 

又是我。今天早上刚考完的新鲜热乎的，记录一下，造福大家。 

 

直接上重点： 

线上，两小时考试，38题。30道英语客观题，剩下都是主观题。 

第一部分：英语句子选词填空，10题，1题 1分。全部考查单词，间或考查语法。难。不夸

张，楼主全都不认识，所以全是蒙的。各位如果有志向考大百科的，可以提前把四六级单词

背起来，顺便也是复习 12月的四六级考试了。 

第二部分：完形填空，10题，1题 1分？2分？。考查文章理解、介词连词使用、语法、单

词。文章短，中等难度。 

第三部分：阅读理解，5题，1题 2分。考查文章理解。文章简单，且没有迷惑选项，因此

很容易做。 

第四部分：病句改错，5题，1题 2分。五个句子都有错，要求写下正确的。楼主也不知道

写对没写对，总之改就是了，看上去不难。 

第五部分：错别字改错。1个文段，10分。线上考试改错别字……其实只要打一遍就知道哪

里错了。以后如果还是线上考或许会改个形式？ 

第六部分：作文。题目大概是“我心目中的网络百科全书”。不难，只要提前浏览一下跟公

司业务有关的资料，基本上就能有想法了。线上考没有字数统计，但楼主多半是写超了，因

为写了 1个多小时甚至没时间结尾 

考试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如果要复习的话，最容易提高的还是英语吧，练练阅读，背背单词什么的。病句和错别字还

是看平时积累了，也可以把高考复习资料翻出来看看。大作文的话，看起来大概率题目是固

定的？不过也说不好，充分准备还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祝各位旗开得胜。 

 

祝我武运昌隆（？）吧 

 

 

2.6 2020 年 11 月中版集团编辑类一笔回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2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4952-1-1.html 

  

 

今年头一次线上考试，楼主自我感觉考得一般，悬悬的。论坛其实也没多少人在逛，但还是

记录一下，造福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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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题目类型跟前几年差不多，但是也不能像他们说的就按照国考准备，区别还是有的，非

要说应该更接近事业单位考试的公共基础知识。 

整场考试总共 72题，70道选择题 2道主观题，选择题 1分一道，主观题一题 10分一题 20

分，限时 120分钟。比较坑的一点是，考试须知中没说清楚能不能拿纸笔打草稿，只说如果

有疑似抄题的行为会被判定违规。楼主寻思打草稿跟抄题在监控下看起来也差不多，遂专门

发邮件询问了这件事，结果石沉大海。楼主不敢冒险，就没用纸笔。后果嘛……看到数量关

系和资料分析当即裂开了 TAT。 

 

好吧这都不重要。下面讲讲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时政和常识（10题）时政考得很简单，有一道是四个自信是哪四个，还有一道是

下一个五年计划是第多少个。还有一道集团新闻，不难，考前浏览一下官网新闻中心就能答

了。常识题看运气，完全不知道的只能瞎蒙。 

第二部分 言语表达（20题）形式和难度都跟国考差不多，楼主甚至做到了好几道做过的

题…… 

第三部分 推理判断（10题）两道图形推理，几道加强削弱，一两道命题推理，难度跟国考

也差不多。 

第四部分 数学计算（10题）看起来比较简单，列式就能做。然而楼主没准备草稿纸，脑内

计算得快吐了，最后时间不够瞎蒙了几道。还有几道数字推理，这种题型国考没有的，也不

是很直观，需要多加加减减一下。 

第五部分 资料分析（10题）简单，题目比较短。楼主脑内计算做完了全部。 

第六部分 英语阅读（10题）如果你近几个月没参加过英语考试，强烈建议你提前准备一下，

至少做几道题找找手感。虽然题目难度不大，但文章一眼看上去有点难，做的时候一定谨防

心态爆炸。 

第七部分 公文改错，10分主观题。5个错点，要求改好并说明理由。这个题型是国考没有

的，要提前准备。看机构的讲解会比较快，然后再做点真题。如果完全不准备这个的话，有

可能一个都找不出来。 

第八部分 写作，20分主观题。今年主题是出版行业融合发展，600字以上，自拟题目。资

料不多就三段，但是点比较清晰。不过题目要求“结合自身经验”，根本没提结合材料。楼

主犹豫了一下还是按照申论写法写了，稍微加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另外，由于没有字数统计，

楼主写完也不知道到底写了多少字…… 

 

大概就是以上这些吧。综合下来感觉线上考试比纸笔考要难，因为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做言

语的时候好多题看了两三遍都没进脑子。以及，字真的很小！太小了！！做英语感觉人要瞎

了（不能放大网页，否则可能误判你作弊……） 

 

就酱吧，楼主考完感觉不太好，自闭去了╭╮ 

 

 

2.7 中教图进出口笔试经验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695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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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是中教图进出口产品编目岗，给以后的学弟学妹提供个参考，顺便攒一下人品 

 

今年受疫情影响笔试线上考，而且职业能力测试和专业能力测试同时考了，不知道以后会不

会仍然这样，需要自己按照邮件提醒准备摄像头录屏，入了面试需要上传考试录像。和其他

网测不一样的是这个系统不能回头看原来做过的题，不能修改… 

 

职业能力测试题型和公考行测差不多，90分钟 100道题，不过言语题比例特别大，而且整

体感觉不像以前的经验贴说的那么简单，也可能是因为我太菜了…总体上常识 20道，言语

和判断推理加起来 60 道，资料分析 10道，数量关系 10道。时间有点紧，具体可能记错了，

欢迎纠正。 

 

专业能力测试我报的岗位考的图情专业相关知识，90分钟，可提前交卷，选择题 15道，填

空题 7道，还挺基础的，比如 ILL缩写的含义，检索策略之类的，不过居然还考了三道 Excel

的快捷键和 vlookup 另外一道简答题是给了一篇关于 open access的英语材料，关于材料

内容回答一些细节问题和全文概括，还挺简单的。 

 

另外想顺便问一下有没有朋友了解这个岗位待遇，户口和面试内容之类的？网上几乎没有资

料啊… 

 

 

2.8 2020 中国出版集团 1 笔真题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9894-1-1.html 

 

 

昨天刚考完，趁记忆还在线写出来造福后来人~我选择的考点是上海，分编辑考场和非编辑

考场，我们编辑考场共 57人，上座率约 85%？（我猜的） 

 

我报的岗位选上海考点的就俩人，另一个姑娘还没来。在考场门口看考生姓名的时候我都懵

了，一直以为自己的岗位是非编辑岗...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报考的岗位更倾向于非编

辑.. 

题真的真的很简单！！但是抵不过我根本没有文化素养哈哈好多题都不会.. 

题型：出版社相关信息（三道吧，不会瞎蒙的），言语（感觉很简单，都做对了，实际上不

知道到底对了没），数学计算（感觉是小学高年级数学题，但是我数学真的差到极致，并且

当天发烧了，脑子根本不转，乱蒙了 8、9道吧），标点符号（三道左右，不是太会，凭感觉），

类比推理（凭感觉乱蒙的），还有一种图表的题（乱蒙的），对了，还有两道不太长的英语阅

读。大题有两道，分别是 10分的公文改错（完全没复习过，乱找了五个点改了）和 50分的

大作文（1000字，题干给出的信息很多，够你延展出 1000字了，我觉得自己作文写的还蛮

不错哈哈）反正我会的都写上了不会的也都蒙上了，静等结果啦哈哈。就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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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国出版集团 2020 年招聘考试（初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9289-1-1.html 

 

 

中国出版集团 2020年招聘考试（初试）毕业季攒攒 rp，趁着还能记起来就敲下来，留给以

后参加笔试的盆友们，题总体来说不难，题型和国考的相似，但是难度系数远远小于国考，

认真准备公务员考试的同学来做这些题应该是没问题的，没有准备公务员相关考试的来打这

些题基本也是 OK的，可能就是资料分析的一两道题的专业术语不懂，其他的基本都能做。 

 

笔试时间： 2019年 11月 17日（周日）上午 9：00—11：30 

地点：北京科技大学逸夫楼    

题型： 

一、出版集团常识+言语理解（20*1） 

集团常识基本就是集团简介，大概有三道题的样子 

二、判断推理（20*1） 

三、数量关系（10*1） 

四、资料分析（10*2） 

五、英语阅读理解（10*2） 

六、公文写作 

1.一段请示报告改错（10*1） 

2.一段材料作为背景，谈谈未来出版行业的创新思路（50） 

 

2.10 2020 中国出版集团笔试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9329-1-1.html 

 

记录，求过。  

 

今天早上刚考完，热乎的。 

1.网申，十月底截止，宣讲会现场也收简历，说是优先考虑。 

2.报名考试，今年在 11月 17 

 

早上八点半到的北科逸夫楼，同时还有选调生考试也在逸夫楼。考场都在阶梯教室，找到考

场排队进场，检查学生证和身份证（所以看起来邮件通知页面打不打都行） 

 

九点到十一点半，两个半小时，150分，时间紧紧巴巴，刚刚够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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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划分和国考的一样，但是考察点不太一致。没有出版基本知识。 

 

第一部分是言语理解，前三道是出版社的情况，言语倾向考察虚词、关联词。 

逻辑推理有些是考到包含关系，现在做国考模拟基本没这类题。 

数学比较简单 10题，至少我这个文科生还能做不少出来。 

两篇资料分析 10题，也不难。 

两篇英语阅读理解 10 题，看不懂没关系，答案原文里明晃晃的，它都能看到你，不信你看

不到它。  

选择题 70道，90分 

 

一篇公文改错，通知、批复之类的要知道用语（我是眼瞎，真心不会）,10分。 

作文考传统出版在新形势下创新。材料连思路都给了，基本不会跑题，1000字左右，50分。 

 

签到的时候看到了还有很多留学生，斯坦福大学，我都懵了，我同学考场好多北大= =今年

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吗。。。  

 

 

2.11 中国出版集团一笔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9220-1-1.html 

 

 

刚考完在回去的地铁上，趁着还有点印象赶紧记下来，造福明年的小伙伴吧～ 

 

我申请的是编辑类，隔壁有个考场应该是非编辑的，考场里很多空位，来的大概有三十人吧，

申请上海的可能大部分都是东方出版中心？ 

 

考试一共 72 道题，分为行测，英语和作文三部分，行测 60 题，英语十题，写作部分有一

个公文改错和一个材料作文，一共 150 分。 

 

行测开头是三道和中国出版集团有关的时政，lz 没有好好复习，建议大家下次可以去官网看

一下公司简介。整体难度应该是比国考容易的，言语理解，逻辑推理，数字推理，图形推理，

还考了三道标点符号，最后一部分资料分析比较难算，lz 放弃了最后一道大题。 

英语部分是两篇比较简单的阅读理解，答案基本就在原文里面。 

公文改错题是 10 分，内容挺精简的，一开始我都没有发现什么错误，这方面比较弱的朋友

可以提前上网搜集一些资料看看。作文材料给的是互联网时代传统出版业存在的一些弊端，

然后让以“未来出版行业的创新思路”为主题，写一篇 1000 字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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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希望为自己攒点人品，毕竟前面三道时政都蒙错了……╯﹏╰ 

 

 

 

2.12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19 年校招真题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0838-1-1.html 

 

 

 

2018年 11月 18日上午 9:00-11:30 

刚刚考完，在这里回忆一下真题，以飨同仁，攒下人品，希望能进复试哈哈 

满分还是 150分，编辑类 

第一部分 言语理解（1.5分*20题） 

逻辑填空（关联词运用）两三道，词语辨析两三道，承接叙述题两道，主旨题两道，加标题

两道，语句排序两道，反正基本都有考，照着公考的题去复习就可以，难度要比公考的题简

单。ps:我考前用的中公题库 APP刷题的，特别好用 

第二部分 判断推理（1分＊10题） 

真假言判断三四道，定义判断 1道，类比推理两三道，其中有个唐太宗：李世民，（  ）选

项中有个魏武帝：曹操 我选的这个，感觉是对的  还有个元：明：清，（   ）我选的夏：

商：周 

图形推理三道，中公上面有道原题做过 另外两道有点难，也不知道做对了没 

第三部分 数学计算（1分*10题） 

有数学逻辑的几道，有简单的运算，这部分是后面做的，没时间感受难度了哈哈 

第四部分 英语阅读（2分＊5题＊2篇） 

篇幅比六级的要短，但词汇上较难，题型设置和答题技巧行也没那么强，多是半确定地选的

答案 

第五部分 资料分析（2分＊5题＊2篇） 

都挺简单的，从资料中就能找出来 我是上来就做的这个，做完感觉信心满满，事实证明，

其他题还是有点难度的 

第六部分 公文改错（10分） 

第七部分 作文（50分）：根据材料，以“融合出版与知识付费的发展”为话题，题目自拟，

不少于 1000字，结构清晰，语句通顺。 

这样算来，好像哪里少了十分，大概就是逻辑推理和数学计算方面的。 

今天和去年一样，也没有考文学常识和出版知识方面的题，也没判断题，基本就像公务员考

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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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部二笔(专业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 月 1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2303-1-1.html 

 

 

 

2018年度中国出版集团的初笔是在人民大学的，具体形式可以看其他人的帖子，很详细。

当时签到是可以看到报的岗位的，我当时报的数字平台运营专员，十多个的样子吧，最后只

要一个人。然后过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没戏了，在 12月 22号收到了二笔通知短信，只有

短信。 

在 2017年 12月 26号北京理工大学进行的图书进出口公司二笔。名单上一共 20个人是数字

平台运营专员，估计初笔的时候可能被分开了当时没看到那么多人。其他岗位人有多有少。

试卷是分岗位发的，所以我只知道数字平台运营专员的题目。 

首先是一道英译中，比较简单没什么太偏的词汇。 

然后是两三道 java读程序的题，给出程序让写出结果那种。 

两三道 sql查询语句，也都比较基础，大概是找出同时选了什么课的有几个人的那种。 

然后是一两道 excel函数题，查找之类的。 

最后是每年必备的“结合你的经历谈谈你对公司以及岗位的理解、职业规划”之类的一道小

作文。 

总的来说专业题难度不大，但像我这种没什么准备又太长时间没碰的人还是有点吃力，也不

知道是几进几的比例。 

不过到 1月 5号的时候就收到面试通知啦。在公司面试。有点事没有去面，所以知道的就酱～ 

 

 

 

2.14 2018 华文出版社复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2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0410-1-1.html 

 

 

当当当当！继上次写了初试的笔经后，今天又来更新热气腾腾的复试笔经啦，感谢原来大大

们的倾情分享，照着大大们说的准备了一下，但是到了出版社发现人家今年变套路啦！不再

是三篇小作文啦！希望造福广大备考同学！！ 

 

大约有十名同学进复试，全是女生！！！！大概问了一下，两个人大的两个北师大的还有一个

香港留学回来的小姐姐。考前闲聊也说到可能没有户口，这种事就尽人事知天命吧。 

 

考试内容涉及时政、文史常识、病句修改和文言文，大致上 

［时政］三个选择题，两个填空题，比如十九大召开日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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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类］北魏从平城迁都后修建了龙门石窟，问平城是现在的哪个城市。／下列哪个不是

德国哲学家。／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屠苏是？／一首很眼熟的诗，问上句是什么。／下列哪个

不是谥号。 

［病句改错类］几个选择题还有 5句左右的修改题。 

［文言文加标点］不难。 

［文言文翻译］高力士脱靴的故事。 

［作文］写一个选题立项。 

 

时间是两个小时，填写一个个人简历就可以回家了。 

 

 

 

2.15 2018 中国出版集团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2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4751-1-1.html 

 

 

楼主 11月份去参加的笔试，一直想写笔经，最近才有时间，笔试就是行测+申论，行测的题

都很简单，不知道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是怎么，反正觉得是秋招以来参加过的所有笔试里行测

题最简单的一个了，数学题都很简单那种，当然也有个别难的不会做，忽略不计了，毕竟是

少数，然后申论是给一段材料，写一段一千字左右的作文题目自拟，在人大考的，那天我们

考场有好多人没来，我报的那个职位也来的人不多，时间其实还是比较充足的，不过楼主因

为觉得题简单就有点大意了，放慢了速度，导致最后申论部分草草收了个尾，感觉写得不太

好，有点着急了，字也不好看，但是还是觉得答的很爽，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等待了，不知道

能不能进复试，回馈论坛！攒人品！求 offer！  

 

 

 

2.16 2018 中国出版集团综合素质测试（一笔）B 卷经验帖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1338-1-1.html 

 

 

地点：人大，时间：11月 19 日上午 9：00——11：30，（有心的小伙伴可以稍微留意下出

版的一笔大多都是安排在 11月中下旬这个周末。）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4751-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1338-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国出版集团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6 页 共 32 页 

先说下考试通知的事。网申，通过一轮简历筛查后会收到短信通知。因为考试分为两个考区，

北京或上海，接到笔试短信通知时根据自己的情况回复考区即可。大约考试一周左右会收到

邮件（笔试通知函），(我是 15日收到，19日考试)，再次回复邮件确认即可。 

[考题]分 A,B卷，我是非编辑类 B卷，貌似整个考场都是 B卷，（因为监考小姐姐说你们在

答题卡上涂 B） 

题目共分为 3类 

一、行测 

第一部分 言语（20题，分值忘了，每题 1~2分） 

第二部分 逻辑判断（20题，分值同上，其实题数我都不确定，（捂脸）） 

第三部分 数量关系（10题，1分/题） 

第四部分 资料分析（10题，1分/题） 

二、英语阅读 

两篇，很短，比六级都短，10题，2分/题 

三、作文 

给一段材料，大意是讲泛阅读时代，作为出版人不能只考虑传统纸媒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日益

下降，要如何深层次地看待这个问题。以“出版人如何看待泛阅读时代”为话题。1000字

左右。 

【说些自己的感受】 

1， 客观来讲，题目不难，至少行测比国考要简单点，若是以国考的行测为真题去准备，足

以应对这次考试。 

2， 关键是时间的分布。楼主上来先写资料分析，再返回去写言语。预留了 1小时写作文。

通篇做完涂完卡还剩 5分钟，当然数量中有不会的直接选填，很干脆（因为并不想动脑子）。

数量 10题，有 5~6题是很简单的，剩下有时间就算，没时间直接选好了。 

3， 考试出勤率不到 90%，能来考试就是已经完成领先一步了。 

4， 对了，吐槽一下。有一道考题错了，也是不严谨。监考小姐姐们态度很好，提出问题马

上就给解决了。 

先想起这么多，后续再补充。考试前在吧里浏览了不少笔经，所以这次考完过来水下经验，

为明年的小伙伴们探探路。 

 

 

2.17 【2017 年中国出版集团笔试经验贴】编辑卷综合素质

测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1124-1-1.html 

 

 

今年的笔试时间是 11.19，地点在人大。楼主前两日参加了中国出版集团的综合素质测试，

现在写个笔经攒 rp~中国出版集团综合测试有编辑卷和非编辑卷（宣讲会的时候是这么说

的），我是编辑卷。 

【中国出版集团招聘流程】 

1.宣讲会和网申：十月份，到十月底。每人限报两个岗位，每个岗位就招一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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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历筛选。 

3.集团综合笔试：设有北京和上海两个考试地点，同时举行。 

4.各出版社自行组织的笔试面试。 

5.实习 

6.录用 

【笔试题目】 

1.综合概况：笔试选择题类似行测，还有英语阅读理解，但整体难度要小好多。试卷上印着

“中华英才网”，估计是从上面的题库找的题目？ 

主观题有公文改错和 1000字作文。下面详细说一下。 

2.语言部分：1.5分*20 道。和行测差不多，文段的主旨啊、填入横线最恰当的一组啦那种。 

3.逻辑推理：具体分值不记得了。有词语的逻辑也有图形推理。 

4.数量：1分。10题还是 20题忘记了，基本没有什么难度，都是比较简单的运算。 

5.英语阅读理解：2分*10题。两篇阅读理解，感觉难度不到六级，文章也不是很长。英语

有六级水平的肯定没问题。 

6.资料分析：2分*10 题。两篇资料分析，题型和公务员考试差不多，但是难度小很多，计

算量不是很大，也没有那么难。 

7.公文改错：10分。是一段公文的改错，这方面没什么准备，瞎蒙着改的。 

8.作文：1000字左右，以“传统出版行业，路在何方”为主题。背景资料给得比较充足，

里面足够提取观点写一篇作文出来了。 

9.整体感觉：难度不是很大，但是时间比较紧张，很多作文写得很匆忙、写不完的，还是要

注意时间的把握。 

【笔试印象】 

总体感觉组织得很规范，会提前发短信、邮件确认提醒，还需要打印准考证。到了考场的时

候，门前有所有同学的签到表，可以大概看看自己这个岗位有多少竞争对手。 

 

今天先到这里~希望能进第二轮笔试嘤嘤嘤~ 

 

 

 

2.18 2017 年中国出版集团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0621-1-1.html 

 

 

上午刚考完，想想还是要发出来攒 rp。做的是 B卷，试卷好像和去年试题题型一样。没有

出版基础知识，万幸。第一部分言语理解,填合适成语、没有语病的一项、标点符号、选中

心主旨、选句序。。。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这一部分感觉挺顺手的。第二部分逻辑推理，但

是我记不清原题了，和国考行测差不多，谁在说谎，可以推理出什么之类的。第三部分是图

形推理和数字计算，难度适中，有几道题还是挺费劲滴。第四部分是资料分析，两个大表格，

密密麻麻的数据，每个跟了 5个问题；第五部分英语阅读，两篇阅读理解，文章简单，问的

问题比较....朦胧？全是以下哪个说法正确，可以推断出什么。然后就是 1000字大作文了，

题目是“出版社怎么应对泛阅读时代”。作文简直全是泪，自从高考结束后再没写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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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我只给自己留了 35分钟。。。我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前面悠哉做题。。。。祝以后的同学好

好把握大作文 

 

 

 

2.19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二笔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 月 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9634-1-1.html 

 

 

 

总共四道大题，考试时间两个小时。以下是记忆中的真题回忆…… 

一、校对题 

     给了四段文字，关于牛津和剑桥每年复活节前后举办赛艇大赛的渊源。 

     题目难度并不大，第二段开头定格，应该改成首段缩进 2字符。好多出版社笔试的校

对题都会有类似的错误让改正，或者是段落首行没缩进，或者是有几个字的字体和字号与其

他文字不同，需要细心一点。 

二、就最近读过的一本书，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书评。 

三、谈谈你对编辑职位的理解。并且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四、你对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人民美术出版社）或者美术类图书有什么认识？如果你能进入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工作，那么你该怎么做？如何对单位做出自己的贡献？ 

     感觉中国出版集团的最后一道题都是类似的，有点让人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可能就

是谈谈职业规划之类？感觉还挺容易写的假大空的。不过，今天上午的感觉不错，人力的两

个老师超 nice，我问洗手间位置时，老师居然提出要求要带我过去，其实才 5米距离而已……

而且在答题的时候，还给每人倒了茶水，帮自己带杯子的同学把他们的热水杯加满，好有爱

~· 

     之前查二笔经验的时候，居然没有这家单位，所以就此潦草记录下，以飨后来人。希

望一切顺利。 

 

 

 

2.20 【2017 年校招】中国出版集团笔一+人民文学出版社

笔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7652-1-1.html 

 

笔一：中国出版集团总体的笔试，具体时间忘了，好像在 11月底。 

内容：记得不太多了，只记得有行测知识（逻辑，图推，数学题等），有英语阅读，还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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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像申论的大作文。2017校招考的大作文是给了一段材料：数字出版愈加兴起，受到

大众喜爱。可是盗版情况十分严重。问题：请你分析如何在网络时代保护出版物版权？ 

心得：时间一定要安排好，尤其后面大作文，建议至少留 50分钟（构思快的大神请自动忽

略）。笔者剩了 40分钟，又因为写字太烂，所以完全没怎么想就下笔，写了一篇废话连篇的

申论……自己都不想读第二遍……字数差点没够……后人一定避免！！  

笔二：人民文学出版社笔试，在 12月 22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内四楼某办公室。（笔者报的

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编辑） 

内容： 

（一）关于出版社和个人职业的题。 

1.你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何了解？你为什么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 

2.请谈谈如何成为企业的一名好员工？（从企业建设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谈） 

心得：笔者第二题一脸蒙 B好嘛……企业建设是什么角度……个人职业生涯规划难道不是为

了建设企业吗……猜测第二题应该是想让说如何在建设企业的同时，发展自己，提升自己职

业。可惜笔者醒悟到这点的时候考试已经结束了，心塞塞  

（二）关于岗位的题。（当代文学编辑室） 

1.最近两年你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最喜欢哪本？请从好坏两方面进行评价。 

2.如果你已经成为了一名编辑，请向你想约的作家写一封约稿信。 

3.看到一本作品，你如何衡量它能否出版？请以自己读过的一本书为例，写一份图书推广策

划预案（从图书定位、读者定位、宣传方式、市场推广角度谈），字数不限。 

心得：只有四个字，内心空虚，一脸懵 B 。笔者没有好好准备，几个题答得都烂烂

的，权当为后来人测试题目了。真心想去的，还是要提前准备准备，尤其当代文学的作品这

一块。 

祝后面想去出版社的童鞋们顺利进入！祝笔者能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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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出版集团面试资料 

3.1 人教社中学语文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824-1-1.html 

 

二对一单面，半结构，问题主要从简历问起，没有询问教材相关的具体内容。 

希望借论坛的好运气，祝大家秋招顺利！ 

备注：老师特别亲和哈哈哈哈。 

 

 

3.2 人教社物理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1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081-1-1.html 

 

 

1、对人教社的了解 

2、为什么想做编辑 

3、认为现在的物理教材有什么问题 

4、牛顿第一定律是物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定律，但是条件是无摩擦，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

如何看待 

5、生活家庭问题 

6、怎么看待加班，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感觉自己面试表现一般发个面经攒攒人品～ 

 

 

3.3 大百科全书运营岗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3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279-1-1.html 

 

 

今天上午刚结束了大百科全书的面试，跟大家分享下面试老师提的问题因为不在北京，我是

线上面试的，记得提前调试好设备 

本人北京某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之前有过一段出版社和传统媒体新媒体岗实习经历，基本

上就是个面试小白，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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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一共有三个老师，每个老师都有提问 

首先肯定要做自我介绍，这个可以提前准备，我之前准备了一个版本由于说得太顺，被老师

问是不是在念稿…… 

 

第一个老师： 

      1.你对岗位的理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岗位以及你自身的优势 

      2.你的实习经历，相比之下，你更喜欢哪一段实习经历？为什么？ 

      3.你怎么看“元宇宙”这个概念？（我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瞎编，就直接跟老师

说我知道现在风很大，但我真不了解，尴尬了。。。） 

第二个老师： 

      1.我们的产品需要推广，你打算怎么做？ 

第三个老师： 

      1.你在北京找工作是出于什么考虑？（大概就是我喜欢北京这个城市，也很喜欢这份

工作吧） 

      2.你在北京有亲戚吗？你家人对于你找北京的工作怎么看？（没有亲戚，但有很多同

学朋友，家人尊重我的决定） 

      3.你还参加了哪些单位的招聘？已经进行到了哪一步？（我就只参加了国考省考，还

在等笔试成绩，就如实告知了） 

      4.你对税前薪资的期望是？（这个真没概念，也不知道怎么说，大概就是我都能接受。。。

这样好像也太好） 

 

反正我就是个面试废柴，没啥面试技巧，跟老师们多多沟通交流，也当做是一次学习了，没

太有心理负担或者压力什么的，就躺平了，顺其自然吧 

 

 

3.4 华文出版社面试回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0958-1-1.html 

 

 

之前一直在看之前的帖子，也发个贴攒下人品吧～12月 5号看到复试名单，20号才接到通

知复试的电话，24号复试。 

一共八个人，都是女生，9:00-11：00先是笔试，包括时政填空、词句使用和排序的三道选

择、三段挑错、一大段编加和最后对图书编辑的认识的 300字以上小作文，之后还填了一个

个人信息表。 

紧接着就是面试环节，一共三个老师，八位同学一起座谈，没有要简历，先是每个人做自我

介绍，然后让每个人提一个问题，之后就是根据这些面试老师进行提问，问了有没有看过华

文的书、为什么选择华文等等，气氛很和谐，面试老师人都很好。 

希望能有好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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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出版集团综合求职资料 

4.1 东方出版经济图书编辑笔试+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1467-1-1.html 

 

看论坛里关于东方出版的帖子不多，分享一下笔试+复试经验，希望帮到新一年的考生。 

1.笔试 

 

 

中图统一的笔试题目。上海考点出考的人并不多，大概两个教室，混着中图其他出版公司考

生一起考的，加上缺考的，实际上竞争并不激烈。 

笔试主要考的是言语理解、判断推理、数量分析、英语阅读、资料分析、公文改错、大作文。

总体来说不难，是当时秋招做过最简单的笔试题之一，用公考试卷稍微准备一下。 

 

PS:注意带块手表，考场没有时钟。 

 

 

2.复试 

 

复试是十二月底，在东方出版中心直接复试。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笔试，一部分面试。

因为复试时间比较晚，总共参加面试的只有 3个人。 

 

（1）笔试 

 

在一个会议室做题。 

 

主要是改错题，考察字音字形、病句、语言逻辑等，之后有 5~6道题的常识题，考察了经济

学常识和历史类常识（粗略回忆一下，CPI的中文名称、民国 xx年是公历 xxxx年？“一带

一路”是指哪一带、哪一路，其他的题目忘了，总之不是很难），最后两篇长文章改错。 

 

建议：出版资格考试试卷可以买来做做看，复试笔试的内容和那个试卷差不多。 

 

（2）面试 

 

在另一层的办公室面试，单面。面试共分两轮，一轮是专业面，一轮是人力主管面。 

 

 

 专业面 

 

共两个面试老师，一个年长一点，一个年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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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都是年长的老师提问。先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问基本信息，问在上海工作不在意上

海户口吗，问为什么不读博，问最近读了什么书，问毕业设计内容并就毕业设计研究的内容

提了几个专业方面的问题。年轻的老师问了几个本科相关的信息。 

 

整个过程比较严肃，原本就是专业方面不扎实，想转行不搞科研，结果面试出版行业发现转

出版社编辑更难。 

 

 

 

 人力主管面 

 

一个老师，专业面完了以后在一个办公室等着。 

 

聊东方出版的发展，聊一些这个行业需要的品质（比如是否耐得住寂寞专注出版行业之类），

聊工作指标，聊对薪酬的要求并告知公司待遇之类的。 

 

面试老师很健谈，强调双选。但是也告诉说，最终选择权在专业面老师手上。 

 

 

所有面试面完了以后，有工作餐。 

 

虽然面试不成功，但是总体印象还是很好的，很想进的单位，可惜没有缘分。 

 

 

4.2 中华书局编辑岗笔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0750-1-1.html 

 

 

发一下总结帖，给自己攒点人品吧。中华书局编辑岗位，提前邮件通知，复试一共去了 13

人，有其他岗位，我们编辑岗似乎是 6、7个人吧。笔面在 12月 20日一天结束，中午可以

在旁边伯鸿书店逛逛看会书。 

笔试：填入成语缺字，词语简转繁，写出人名姓字时代，二十四史名称和作者，名词解释（册

府元龟，四大藏书楼）。最后还有一道论述题，写出自己常用的几个文史数据库并分析其优

缺点，对书局相关数据库的了解和建议。题目难度不高，两小时的时间，非常充裕。 

面试：书局徐总、顾青和古籍出版中心主任都在，还有具体编室的老师，没有很专门的问题，

主要围绕编辑职业规划、毕业论文、个人学术兴趣之类随意发问，三人一组，一组大概三四

十分钟的样子。 

 

笔面试之后，还有为期半月的差额实习，具体时间一般在春节前后，得看书局安排，也会根

据个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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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9 中国出版集团校招－人民文学出版社经验贴（完整）

三峡某子公司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 月 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1824-1-1.html 

 

 

笔者已被人文社录取，写个经验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2018.9.30 笔者到北京大学听宣讲会后进行网申 

 

这里提醒各位，网申内容要认真填写，用人单位在筛选简历时据说也挺严格的。 

 

2018.11.18 中国出版集团初试－北京语言大学 

 

初试时间两个半小时左右，内容分两科，第一部分是行测，明显比公务员考试简单一些，题

型也是类似的，数学题比较简单，不同之处在于会考两篇英语阅读。整体水平不难。 

第二部分类似于申论，但是题型不同。先考了一篇应用文改错，然后写一篇大作文，和数字

出版、互联网有关。由于笔者平时习惯写写东西，所以这部分还比较顺利。 

初试可多做几套行测的真题找找手感。 

 

2018.12.14 中国出版集团官网公布复试名单 

 

2018.12.21 人文社复试－人民文学出版社 

 

复试名单公布前几天，笔者接到人文社电话通知进行复试。 

复试内容主要为人文社笔试，题目是和所报岗位相关的。笔者岗位是外国文学编辑。考试时

间两小时。 

笔者的题目是： 

1. 1. 举出英国当代两位作家，并简述创作风格 

2. 2. 举出中国当代两位作家，并简述创作风格 

3. 3. 列举 5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代表作 

4. 4. 介绍一本你最近阅读的书籍（500字左右） 

5. 5. 两段英译中翻译，一篇与丛林法则有关，一篇是从文学作品中节选的内容 

 

建议准备方式： 

1. 1. 看看前人写过的经验贴，涉及过的题目都可以查一下。 

2. 2. 读一些知网上有关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文章，了解整个行业情况，有自己的看法，

读几篇引用率高的，时间新一些的论文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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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多了解自己选择的出版社，发展历史、镇社之宝、名人事迹等等，尽可能全方位

了解该出版社。 

4. 4. 有关编辑的一些浅知识，比如怎么推广宣传图书等。 

5. 5. 思考一下自己的职业规划，有的单位可能会考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发展目标等等

问题，也算是给自己思考未来走向，不盲目就业。 

6. 6. 不清楚是否通过的话，可以主动给出版社人事处打个电话问问。 

 

复试当天的笔试结束后，考官通知外国文学的同学要一起在会议室碰头，有一位老师跟大家

有一个简单的交流（不算面试），让各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然后老师相应也会提几个问题。

我们的问题有：你的导师是哪位，喜欢看什么文学作品啊，毕业论文写的什么等等。大家按

照实际情况答就可以，表现要自信一点。 

 

2019.1.4 人文社面试－人民文学出版社 

 

复试结束后一周左右，老师会电话通知面试。 

面试人数是最终录取人数的三倍，当天好像是所有岗位都会面试，我们外国文学比较靠前，

一个小时面试 5人左右，笔者是九点到人文社，十点半面试的。面试时间 10分钟左右，考

场是一个小会议室，考官包括社长和其他领导，共六七位领导，考生一个一个面试。建议考

生穿正装，更为正式。 

 

考前老师提醒可以带自己的作品（如果有的话），笔者把自己写过的文章编好（包括检查错

别字、排版，设置简易的封面等），打印出来（事先打印了十份），装订好，在面试现场给

各位老师。社长老师问我的问题有喜欢什么书，介绍一本书，然后其他领导老师会问一些其

他问题，可能与简历上的实践经历有关，这个不一定。全程要充满自信，语言流畅，注意语

言和眼神交流，女生可以事先化淡妆。面试很快就结束了，不留遗憾就好，直接就可以离开

了。 

建议准备方式： 

自己练几遍自我介绍，结合复试内容想想考官可能会问哪些问题，自己大概怎么答。 

 

2019.1.7 收到人文社的录取通知，准备签三方。 

 

 

4.4 【给面试攒 rp】出版集团统一笔试+商务印书馆专业笔

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1396-1-1.html 

 

 

2019中国出版集团校招－人民文学出版社经验贴（完整）三峡某子公司面经收到了下周一

的面试通知赶快来写点笔经攒 rp 

lz是第一志愿报的商务印书馆，具体来说是英文工具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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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是 11.18在北语考的，当时一群人找了半天从哪进，以后要是再有同学考的话记得早点

到 hhhh 

题型我看有同学已经写了，基本来说是行测+申论。行测部分比公考的简单，有两篇英语阅

读，六级水平的样子？申论部分主要还是出版相关的题目，今年是知识付费与融合出版。话

说好像很多出版社给作文题或者演讲题目都是行业相关的，考前查一下这两年的业界动态或

许会有帮助。数学计算不允许带计算器，题量比较大，建议先写作文。 

 

十二月下旬收到了商务印书馆的专业笔试通知，在王府井商务印书馆本部考。当天真的冷到

手冻坏…… 

笔试我们当时是进了 14人，分成四大类：汉语、英语、人力，最后一个是财务还是教育我

忘了，反正人力那个同学没来。汉语人数最多，我考的是英语。英语的题型是翻译，两个小

时，一篇英汉和一篇汉英，词典单位会准备，不允许自带。给的词典是自家的牛津高阶第九

版和新时代汉英。 

然后重点来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如此高端大气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它怎么可能出普通的

翻译考题呢！tan90°！英汉翻译的题材是唯物史观！句型不难，但是里面涉及的历史知识，

地名家族名什么的词典里一！个！都！查！不！到！然后历史知识还占了半篇以上！参加过

catti之类的翻译考试的同学都会有经验，词典上查不到的专业术语一般都会在原文里给出

翻译，但是商务印书馆的考试没有！不存在！也就是说它考察的不仅是你的英语水平，还是

你对人文社科领域的了解和积累！就比如说你知道丢勒是个画家，是德国人，但你看到 Dü

rer直接写出来的时候你不会想起来哦他是丢勒啊！lz磕磕绊绊做完英汉发现只有四十分钟

了，汉英就没做完……汉英扫了一眼，更难，是散文。从对一幅画的评论引申到河流在世界

文学里的意象，同样是……根本查不到专有名词，考的除了翻译更是人文社科常识（？）的

积累。 

 

考完专业笔试以后汉语和英语编辑室的领导都会说见一下考生，初步了解一下。并不是正式

的面试，但是领导会问你愿不愿意来，考虑到大家都报了挺多单位的……就是问一下学校，

然后商务印书馆大概在你心里的顺次，还有对他们有什么了解之类的。问完了就回去等通知

了。 

然后今天收到通知说下周一下午面试了。 

 

给以后报考的同学参考，也是给自己攒攒 rp。 

重要的是知识积累。今年是世界史，不知道明年会不会一下子就变成军事史之类的……也没

什么能准备的，功夫在平时。 

周一面试完了以后会更新的/ 

 

4.5 【2017 中华书局】求职经验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2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4497-1-1.html 

 

感谢应届生求职网陪我度过 2017的秋招~已收到中华书局古籍出版中心的 offer~现来回馈

各位求职小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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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流程总体介绍 

二、网申 

三、出版集团综合笔试 

四、中华书局笔试面试 

五、书局实习 

六、待遇合同等事项 

七、求职经验 

 

一、流程总体介绍 

1.网申：中华书局的招聘和中国出版集团一同进行。2017年是九月底十月进行校园宣讲，

十月网申，十月底截止。 

2.集团笔试：类似行测，统一进行，11月中旬。 

3.书局笔面试：专业测试，书局自行进行，12 月底，提前两周给的笔面试通知。 

4.实习：差额实习，来实习了 7人，最后要几人还不是很清楚，看表现，不是都要。笔面试

第二天就通知实习，实习时长两周，时间是书局定好的。一般过春节前后。 

5.发放 offer：春节后给具体消息。 

二、网申 

1.2017年是十月份开始的，到十月底。每人限报两个岗位，每个岗位就招一两个人。 

2.【注意】：如果你的第一志愿通过了，就没有第二志愿什么事情了，并不是两个志愿都可

以去参加考试。所以第一志愿要填写自己期望的出版社。 

3.如果通过了简历筛选，会有邮件通知出版集团统一的笔试时间，会短信提醒。 

4.出版集团统一的笔试只有一次机会。 

 

三、出版集团综合笔试 

这部分可见我另一个帖子，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1124-1-1.html ，

有详细介绍。 

 

四、中华书局笔试面试 

1.据说往年会安排在元旦后，但是今年安排在了元旦前。笔面试时间是 12.28，地点在书局

本部。 

【注意】邮件通知，请随时关注邮件~ 

2.上午笔试，下午面试，中间有几个小时需要自己打发时间。 

3.笔试：专业知识，有难度。 

题型有： 

写繁体字； 

给一段文言文，里面有许多古人的姓和字，写出其姓名和朝代； 

默写：净土三经；清代三大考史著作；中华书局创立年代；（据我观察，默写重出率挺高的，

以前考过的题要会） 

点断； 

给一段文言文，名词解释，回答问题； 

写作：在数字阅读时代下，传统出版社如何应对。 

4.下午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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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五人一组，每组 40分钟左右，五六个老师。 

每人三分钟自我介绍 

问题：在哪部书上最下功夫研究过；兴趣爱好；可以来实习的时间；对佛系青年有啥看法 

总结：面试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专业的问题，根据自身情况回答就好。 

5.据我观察，来笔试面试的一共 23人，古籍出版的共四组，先面试；后面好像还有三个近

现代的。 

前面时间长，快一个小时了；我这最后一组，20分钟就出来了... 

 

五、书局实习 

1.笔面试第二天通知是否进入实习，20进 7好像。 

2.实习时间两周，时间是书局给安排好的。 

3.实习部门会按照专业分，一般文学的就文学部，历史的就历史部。 

4.实习期间午餐免费，在食堂吃，还挺好吃哒~其他就自己出钱了。 

5.主要实习内容：看书稿。 

 

六、待遇合同等事项 

1.书局应届生会签三方、正式劳动合同，有人事档案管理权。 

2.待遇现在我也不好说，等我正式入职了有了解了再补充吧。 

3.午餐免费。 

 

七、求职经验 

1.有求职意向的最好去参加一下宣讲会，但不是每场宣讲会都会有书局的人力资源去，关注

中国出版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哪场有书局的老师去，专门去那场就可以。 

2.统一的笔试和公务员行测题型差不多，但简单很多，尤其数学会简单很多。但也最好准备

准备，就和公务员考试一起准备就行~ 

3.书局的笔试重出的题比较多，可以多看看往年题目贴，往年出国的题一定要会！ 

4.面试时会询问可以来实习的时间，按照实际情况说就好~但是我好像感觉，时间比较充裕

的会更多考虑，尤其是写论文这件事情。 

5.实习基本就是看书稿，看稿子又好又快的会比较吃香。看稿子好就是既能全面发现错误，

又不会把正确的改错。 

6.实习一定要有礼貌，多和办公室老师沟通交流，有问题随时提问。书局老师们还是很友善

的，有什么求职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沟通。 

7.感觉书局从网申到笔面试，淘汰率蛮高的。因为每年申请的人很多，基本对学校的要求蛮

高的，有出版社、古籍整理方面实践经历的，进笔试概率比较高。 

8.整个过程从十月持续到春节前后，时间很长，比较熬人。尤其是实习阶段还有淘汰，建议

大家不要把宝全部押上，还是要多积极备战其他求职。 

9.如果真的非常想来书局，实习的时候要表现出期望留下的愿望，让同事们看到你积极性。

不要实习两周，还经常请个假什么的。 

 

（详细内容可点击链接查看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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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新华书店总店二笔+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0975-1-1.html 

 

二笔+面试是分两天进行的，在 12月底，二笔主要考的是时政、病句、改错别字还有作文，

感觉题目还可以，紧跟时代潮流，然后笔试的时候抽签决定座位，还有你抽的签的顺序也是

第二天面试的顺序，可能是因为拖到了 12月底，比较晚了，笔试那天我看来有很多人没来，

感觉大概三十多人，第二天早起八点开始面试，需要提前准备 PPT演讲，PPT所包含的大概

内容会提前发短信通知，演讲内容控制在五分钟，然后进去面试之前会被带到准备室，抽取

一道题，给十分钟时间准备，PPT演讲结束给 3 分钟阐述自己抽到的题的答案，中间如果超

时会被提醒。面试是在一个会议室，下面的面试官坐了四五排，应该都是各部门领导，演讲

结束后有的领导会提问，没被提问也没关系，有可能是时间有限，反正面试官们都很和蔼，

刚进去时一个坐第一排的阿姨年纪的领导还让我不要紧张，气氛还不错。面试结束就让回去

了，说是年前或年后会有结果。 

昨天接到人力电话，问意向，说是可能年后会安排实习，年后啊。。。。还有连个月啊。。。这

战线拉的好长啊，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待遇咋样，看论坛里的帖子好像很凄惨，

也不知道是每个人轮流实习还是大家都是年后，不知道是不是差额实习。。。。反正感觉革命

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吧！  

 

 

4.7 中华书局二笔+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8158-1-1.html 

 

 

应聘文史哲编辑。 

 

上午 9:00-11:00笔试。第一题成语填字（主要是一些容易写错的字，像谈笑风生、好高骛

远、流言蜚语等等，高中语文经常考的那些） 

第二题写给出简体字，写对应的繁体字 

第三题主要考文学常识，一些文集的名称，填作者和时代 

第四题默写题，三玄、四书、五经、三通 

第五题一段古文加标点，并对其中出现的几个名词进行解释，回答一个小问题。这次给出的

是《四部备要》序和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的材料。 

第六题论述，互联网阅读形势下中华书局的产品和营销应该进行哪些调整，不少于 300字。 

 

下午 2:00开始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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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一组，先自我介绍。之后老师提了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如何安排 5位编辑对一套 6

本的丛书进行责编、最感兴趣的专业领域、个性特征、爱好、预期薪酬、是否考虑其他岗位

等。 

 

面试完老师说如果通过，就可以进入差额实习。 

 

 

4.8 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分社英语编辑笔试+面试经

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7749-1-1.html 

 

 

一笔： 

中国人民大学，中华英才网组织的，题目基础的行测题，加上一篇公文改错，一篇 800字作

文，行测题不是太难，能做完，作文是关于出版人版权问题的看法。 

二笔： 

天天出版社，上午 9:00到 12：00，时间不紧，第一题是儿歌注音，第二题错别字，第三题

是事件的逻辑顺序，第四题错别字，第五题用修改病句，第六题文学常识填空，古诗词，歇

后语什么的，都江堰谁修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谁写的，其余还有尝试填空，文学填空。第

七是两篇文学翻译，不难，六级难度。最后一题是三个开放性问题，自取题目写 600字，有

分析两位儿童文学作家及其风格，还有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写一篇书评，还有对科技时代，

传统出版业的出路。 

面试： 

天天出版社，下午 2:00到~，平均每个人半个小时，三个面试官加一个 HR，老师们都很和

蔼，就是普通的聊天，可惜我还是有点紧张，没有发挥好，有问你的预想工作环境，喜欢的

部门，家庭情况，关注的公众号，还有四五句的交替传译，以及喜欢的文学作品，外国儿童

文学等等。 

国企招聘流程太长，等待时间最煎熬，投简历到 12月底还没有 offer拿，希望可以进入天

天出版，毕竟有户口，并且听着挺能锻炼人的。经验就这些，一切为了攒人品~~加油。 

 

 

4.9 东方出版中心二笔＋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7065-1-1.html 

 

 

面完回来发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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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电话＋邮件通知 

12.23在出版社考试 

编辑类来了约二十个人，职能岗在另一个会议室 

 

笔试一小时，改错字，辨别形近字，选近义词填空，改词语错误，文章内错字改错……总之

就是高考语文的第三四道大题…… 

之后面试，两个面试官＋hr记录 

自我介绍后，问了下在上海有没有亲戚呀，期待薪资呀，住哪儿房租多少呀…… 

完全没问专业相关，也没问实习经历 

可能就看愿不愿来以及能不能久留吧……因为工资实在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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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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中国领先的大学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微信小程序最新版上线 

微信扫一扫，使用小程序随时查看最新、最全的校园招聘/宣讲会信

息，参与笔面试经验讨论，查看录取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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