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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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克森美孚简介 

1.1 概况介绍 

埃克森-美孚公司是美国石油公司。1882年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1839—

1937）创建埃克森公司。1999年 11月与 1882年成立的美孚石油公司合并，改今名。是洛

克菲勒财团最主要的工业企业之一。在全球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或拥有当地石油企业的股权。

主要经营石油的开采、提炼和销售，也从事与石油相关的上下游产业的经营。总公司在得克

萨斯州欧文市。截至 2019 年 3 月，埃克森美孚的最大股东包括美国先锋集团 (8.15%)、

贝莱德集团 (6.61%) 和美国道富银行(4.83%)。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埃克森美孚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埃克森美孚官方网站：

https://corporate.exxonmob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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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埃克森美孚面试资料 

2.1 2022CAD 校招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1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367-1-1.html 

今天下午收到 offer 啦～好像这个职位还在继续招人，来分享一下面经  

面试职位：Research Scientist (PhD campus) 

面试形式：两轮线上视频面试（每轮 1h） 

时间跨度：一个月内 

 

我在 10 月份中旬在美孚的网站上投递了简历，11 月中下旬收到了月底第一轮线上面试的邮

件。美孚的面试通知邮件很专业，会通知具体带时区的时间、时长和联系人。第一轮面试是

两个 CAD 部门的小姐姐，依然是先要求做英文自我介绍，然后会简单问几个英文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想来美孚，这部分建议提前准备准备。然后转回中文，详细了解你的科研经历，

这一环节我是提前准备好一份 ppt 的，结果不太用 zoom，电脑设置共享屏幕出现了问题，

ppt 没有用上，这里强烈建议有科研经历的朋友简单做一份 ppt 来讲，并提前确认好 zoom

屏幕共享的相关设置。然后两位小姐姐非常专业，根据我的科研课题详细问了很多专业问题。

总的来说第一轮就是对你的整体情况和科研经历有一个了解。过了一个礼拜，在 12 月初收

到了第二轮面试的通知，依然是先上视频面试。这里有个前提，你第二轮面试的形式很有可

能会跟你第一轮在于面试官的交谈中意向有关：可能会让你做全英文 presentation 介绍你的

research，也可能会和我一样不需要做 presentation 依然是两位部门技术人员来面试。第二

轮是两位部门大佬，依然是经典英文自我介绍，但是这一轮会挖掘更多关于你以往经历和简

历上的信息来提问。之后也会转中文，和你聊聊科研，再聊聊工作地点和出差等一些 hr 要

求他们问的问题。 

 

整个面试流程感觉非常好，两轮中的面试官都很专业和亲切，问题很专业不悬浮，提问环节

回答我的问题也都很实在。实打实和面试官聊够 1 小时，了解了很多关于公司部门的信息。

希望这份面经能够帮助到之后来面试此职位的小伙伴，收获美孚的 offer～ 

 

 

2.2 2022 美孚 R&D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696-1-1.html 

刚面试完第二轮，回馈论坛，攒人品。 

先是在官网投递了校招 R&D 的岗位，本来以为没啥机会，突然有一天来了邮件通知要第一

轮面试。第一面是两个人，都是很年轻的职员，也很 nice。基本流程包括自我介绍+对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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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没有直接问宝洁八大问那种问题，都是在 challenge 你的经历（如科研）,比如这个项

目里你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你有什么亮眼的表现，你如何和其他人合作等等。最后会让提

问。 

初面过了一周，来了终面通知。终面的形式和第一轮一样,两个人面，一个是部门主管，另

一个是成员。他们先自我介绍，然后就是轮到我介绍，这是英文部分。在介绍完之后，会继

续用英文进行提问，主要关心的是你的科研经历，问的特别细，如果对自己的项目很了解的

话，几乎没什么问题。科研这部分聊完了，才会切换到中文，聊聊其他的经历，还会问你的

意向工作地点等，因为 2020 年开始在广州惠州新建了一个项目，未来建成会安排人过去。

最后环节也是你对他们提问，面试官的回答也很专业。尽力表现自己吧，冲！ 

以上就是我的面经，希望能帮助大家。感觉和陶氏相比，投美孚的人还是比较少？论坛里没

什么动静啊。但愿能够拿到美孚的 offer！ 

 

 

2.3 群面+后续（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7641-1-1.html 

大概 10.20 左右接到的 AI 面试通知 然后本以为 GG 了，结果 11.10 左右接到了群面通知哈

参加的 11.16 号群面，报的第一志愿是工程师，第二志愿是销售，然后面的是销售岗 

线上通过 zoom 面试的，我们组有五个人，然后两名面试官，形式是先英文自我介绍，然后

看案例（面试官共享屏幕）30 分钟讨论+5 分钟展示+15 分钟提问，讨论前十分钟英文后二

十分钟中文，中途面试官会偶尔提醒时间的 

题目好像在论坛里见过，说顾客 C 巴拉巴拉的 就不细说啦 

最后 pre 时候因为我们英语水平可能都不高，没有人想主动接下来，所以就提议每人说一段，

可能这样比较好吧 

然后今天接到终面通知受宠若惊 本来 HR 说会在两周后才通知的 

 

最后祝大家面试顺利，也祝我自己终面顺利~ 

 

 

 

2.4 埃克森美孚 Financial Analyst 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7538-1-1.html 

11.17 的线上群面 网上面经太少了 发个面经攒人品... 

 

题目是会计专业题，跟固定资产折旧相关，题中给出两个 option，需要经过计算之后选出哪

个 option。题目可以截图，所以感觉其他场次的面试一定会换题哈哈哈 

 

自我介绍（姓名及来自哪里），10min 读题，25min 的讨论，10min 的 pre，全程英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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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英文谈谈你对 case 或者整个面试的看法。 

 

实到 5 人（有人没来），面试官 2 人，有一个面试官负责放题目，全程没说话没露脸。另一

个面试官负责主持并且中间会提醒时间。题目稍微有一丢丢难度，但是感觉大家会计知识没

有很扎实所以最后草草出了方案，有人自告奋勇 pre，把他自己的计算过程 pre 了一遍... 

 

感觉整个面试的难点在于大家英文有时候会有点磕巴，以及题中数字太大，hundred 

thousand 什么的说起来很长，再就是有人说自己的计算过程，大家基本听不太懂，有一两

个同学长篇大论的发言后有几次空气安静了...之后面试的小伙伴可能要注意怎么克服这一

点。英文面试大家都比较 peace。 

 

祝大家好运！ 

 

 

2.5 Exxon 2022 fa AI 面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2634-1-1.html 

微信小程序作答，一共六道题，第一个英文的，其余都是中文的。 

我的英文题是 whats your favourite show or book 

中文题包括： 

1.你曾经所做的创新的事，具体是什么，怎么做及为什么 

2.过去处理团队争执的经历 

3.作为团队负责人的经历 

4.掌握一项新技能的经历 

5.最艰难的决定 

 

每题只能作答一次，给你 5 分 30 秒作答时间，所以一旦录制就要一口气说完。 

题目上和前几年的电面问题有差别，但很多能靠的上去，总体都是各大公司行为面都会问的

问题，不过第一个问题我是没有准备，所以卡壳了一下，感觉不是很好。 

 

 

2.6 FA 社招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7 月 2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8525-1-1.html 

请问有同学近期是 FA 社招面试么？看了论坛没有太多关于群面的经验贴，有没有了解的小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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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自我介绍 

2、回答基础财务题目 

3、case 分析＋present 

 

 

2.7 EM Research Scientist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9882-1-1.html 

招聘信息我是在 LinkedIn 上看到的，在官网投了简历，两周后收到了邮件让留意上海打来

的电话，第二天就收到了电话，约了 zoom 进行电话面试。 

一面是电话面试，两个面试官也是做 research 的，主要聊了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我对美

孚初印象很好，因为邮件面试邀请里面把流程写的非常详细，面试的时候也是完全按照邮件

里介绍的面试流程在做，英语自我介绍，英语非专业问题，中文科研介绍。因为做 research

的面试官问的问题也很和 research 相关，表征啊之类，所以还蛮亲切。感觉就是要对自己

做的科研项目比较熟悉就没问题。结束的时候面试官告诉我两周内出结果，有下轮面试通知，

没有就相当于拒信。二面就是终面了，通知差不多一周后下来，也是邮件。依然非常喜欢美

孚这种把面试流程的时间安排的很细的风格。二面即为终面，也是 zoom 上做面试。先是给

休斯顿的 chef scientist 做半小时的 ppt,然后他会问问题，不过我的话，他没问什么问题，

主要都在聊天的感觉。然后是 1h 的 seminar，就和去学术会议报 seminar 差不多，但是因

为前面才做了半小时的英文报告，所以这个一小时的中文报告我中英文夹杂很严重，有点小

紧张。不过感觉大家有在想说要问我什么问题，而且我还听到了很有意思的科研方向建议，

总之感觉谜之赚到。。然后就是几轮和其他 research scientist 的面试，有一些关于我刚做完

的 seminar 的问题，也有一些聊天，感觉大家都很和善。结束的时候也是说十二月末左右会

开始发 offer，没有邮件回复就相当于拒信。 

总之希望一切顺利，很喜欢这种偏 research 风格的面试流程，虽然结果还没出来嗷，分享

经历求幸运。 

 

 

2.8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8002-1-1.html 

面试过程是比较惨烈的啦 销售市场岗位 

初面为了参加美孚面试，放弃了参加研究生毕业典礼，因为初面跟毕业典礼同一天，心痛到

爆炸，还有我失去的机票和酒店钱 呜呜呜 

初面是群面，我觉得不是很难， 

主要考察团队合作和思维能力，要多多积极参与，提出观点，回应和总结别人的观点，以及

提出解决方案的逻辑结构 就可以过了。 

终面是一对二面试，面了我一个小时英文，没过。（其实我知道其他人有面到一半转中文的，

为啥不给我转中文，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啊 嗷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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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我太不会说话了，被面试官 challenge 到既然是市场的实习生，没有跟市场部门的人

多多沟通这一点，当时给问懵逼了没反应过来，其实因为我实习的市场部门比较特殊，是一

个新的应用，不是 base 在市场职能部门集中的办公楼，而是在很远很远的研发中心，而且

我们团队的市场就俩人 我和我老板。 

终面怎么说呢，根据经历来面试，有很多实验经历的就会被问很多关于实验的问题，实习的

就问实习。 

主要是要考察工作行为，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人际沟通表现。有一个技巧在于表

现你能为公司提供什么。 

终面没过之后伤心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因为美孚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提供化工市场的培训生的项目，我也是为了化工市场才来上海

实习以及参加校招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自己也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优秀。失败的地方在于没有正确的回应面试

官的期待，简而言之就是不会说话，没有 get 到面试官和我之间的理解上差异。 

没过之后真的崩溃了蛮久的，因为本身今年化工不是很好找工作，美孚作为最后一根稻草，

失败了之后，为了化工市场想留在上海工作的想法化为泡影，没有研究生毕业典礼，没有

offer。卒 

应该算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了，只能回深圳嗷..... 886 

大家加油~~~ 

 

 

2.9 回馈一个 chem market 的 offer 历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5660-1-1.html 

楼主 9 月底投的岗位，一直到十月底才收到电面（中途一度不抱希望），电面很轻松，会提

前通知，大概五分钟聊天，测试英语能力，一般都是外国人，楼主遇到的是西班牙的一个小

姐姐，自我介绍，问了我 why em 和一个八大问，简历电面会刷掉 90%的人。 

然后是 11.8 号去的群面，群面淘汰率很高，6 进 1 的比例，有的组表现好进 2-3 个，有的

组全军覆没，楼主刚好是正常组里的，6 个进 1 个的分子（开心一下），群面的人一般都是

海外 top30 的学校，或者复旦上交华理这种上海本地学校，或者排名靠前的 985 如天大南

大之类的，都是化工背景。群面 case 为一般的商业分析案例，难度一般，两遍读题，可以

问问题，十分钟中文交流，25 分钟英文讨论，10 分钟英文 pre 和 qa，没啥技巧，扮演一个

合作者就行，适时地推动群面进程，不用去抢什么计时，总结啊，呼吁一类的分工，没啥用，

英语不好就不要说太多，因为卡壳浪费时间会被认为不懂合作。总之楼主没有群面建议，合

理地发挥，不用刻意去追求表现就行了。 

接着半个月后终面，地点不变，面试官一外一中，一般时间为 1h，英语好的半小时左右切

中文，英文挖掘简历，顺便了解一下你的性格一类的（宝洁八大问），合适了就会切中文，

楼主是两个 manager 和我 

闲聊，很多方面，主要是关于能源化工行业的问题你的看法。 

然后一般 3 天给 offer，会有一个 offercall，然后一周考虑。 

楼主给不出啥求职建议，英语要好，逻辑严谨，要懂合作，学历老本吃不到，只能过过简历。

一言以蔽之，打铁还需自身硬，希望大家都能拿到自己想要的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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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offer get】business improvement adviso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3459-1-1.html 

秋招一路走来实在是太艰辛，刚刚接到的 offer call，过来回报一下社会 

楼主背景科普一下：C9 工程本，海硕 

Timeline: 

10 月电话面试. 

11.14 群面 

11.21 终面 

11.26 offer 

前面电面群面就不多说辽，论坛里面的帖子都是精华，大家康康就好 

终面是在美罗大厦对面的楼里，大概是因为 21 号 FA 的群面场地不够了吧 

下午到的时候正好上一位 candidate 还在面，就坐在外面的沙发上等了，一会之后面试官就

让进去了 

两位小姐姐面试官，都是 strategy line 的吧大概（没有听的很仔细，应该是这个亚子），其

中有一位是我群面的时候的面试官，特别亲切的那种 

流程还是自我介绍，面试官提问和向面试官提问了，自我介绍和一部分的面试官提问是用英

文的，总共面试时间差不多 30min,楼主说了一半时间英文吧，后面就直接中文了 

提的问题大部分还是关于自己的经历的，问了之前的实习收获之类的，当然还有 why Emz

这种，最后闲聊了一会，问了楼主个人爱好啥的（害羞） 

等待的时间还挺焦急的，楼主一心准备的咨询，今年形势不好大家都懂，简历挂笔试挂一面

挂终面挂都不知道多少次了，现在有了美孚真的老泪纵横 

总结来说秋招还是个看缘分的东西，除了能力之外，还有好多好多另外的因素，旁友们千万

就不要怀疑自己，机会肯定有的！ 

最后祝大家前程似锦！ 

 

 

2.11 美孚的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3399-1-1.html 

从第一轮电面到群面，再到最后的终面，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以及觉得可以改善和提高的地

方，希望可以拿到 offer。 

 

电面之前分享过了，其实是一个英语能力的考察，所以 大家一定要好好准备自己的英语口

语，做到从容应答。 

 

群面比较看重团队合作的能力，以及你的思路的逻辑性。群面类似于小组 case interview 的

形式，其实大家可以拿 MBB 的 case 的案例和同学去 mock interview, 当然美孚的案子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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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MBB 那么难，但是还是比较注重思路，框架以及一些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的（因为我申

请的是 marketing advisor 的岗位，financial 的岗位会有不同的要求）。另外就是，不要

太强势，美孚客人感觉喜欢会友好合作但是又有独立思考的员工，不要在小组讨论中太强势。 

 

今天，终面和别的公司其实差不多，但是会有英文的，美孚还是很看重英语能力的。主要还

是根据你的简历，问你一些为什么选择美孚，为什么选在市场营销这个岗位，对自己未来的

职业规划等常规性的问题，大家可以好好准备。美孚的终面是两个你所投岗位的领导面试，

都很 nice, 但是能不能拿到 offer 应该还是基于各方面的考虑的。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准

备。 

 

分享一下，攒一下人品。祝大家秋招都可以拿到好的 offer. 

 

 

 

2.12 11.26 FA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3350-1-1.html 

timeline：ddl 网申，11.21 群面，第二天就会电话通知终面 

2 对 1 的终面 

流程是自我介绍，面试官提问，之后可以问面试官 2 个问题，一共 40 分钟，全程英文 

面我的是两个中国的女 manager，主要会对简历上的问题仔细提问，所以熟悉简历很重要。 

我自己有海外做税的工作经验，所有就被问了国外的税率怎么算，有没有 indirect tax 之类

的问题。此外还被问到了如果分析一个财务报表，什么会计科目是最重要的等一些专业问题。 

还有一些常规问题，比如 why Mobil，challenge 的事情，achievement，职业规划之类的 

总的来说，只要熟悉简历就可以应对 80%以上的问题。 

HR 小姐姐说 12 月初会发 offer，攒个 rp，希望可以拿到 offer！ 

 

 

 

2.13 11.21 上海 FA 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1375-1-1.html 

1. 早上临时通知换时间，说是下午场人太多。急急忙忙赶过去的 

2. 在美罗城 B1 

3. 人是真的不多，进去基本就立刻开始面了，我们组不到六个人。面试官两位 

4. 英文自我介绍+case study 

5. case有点类似那种财会类课程的考试大题。给了报表。英文的。30min讨论（可中可英）

10min pre（英）。可用计算器，没有的话可用手机算。 

6. pre完会有问题问你。大概问了两三个，有关于 case 的，也有关于职位的（为何申请 etc）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3350-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1375-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埃克森美孚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2 页 共 23 页 

 

说完了。。不知道群面进的比例是多少，一般来说都是每组进一个，六进一八进一这种吧。

自己表现非常不好，因为相关知识比较荒废 没复习到位，所以说不出个什么，小组成员少

就更明显。。。。组里还是有挺会的人的。遗憾自己没有好好准备（本来打算今早再看看来

的（。）估计和 em的缘分也就凉在这一步了 

 

祝好 

 

 

 

2.14 Business improvement advisor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1250-1-1.html 

今天下午在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大厦里进行了终面，不是在美孚的办公室，应该是一个类似公

共会议室之类的地方，美孚只是租了一下会议室，环境挺不错的。提前了 1 个小时到了，然

后就是按照顺序等着 hr 叫人进去。大部分时候都是英文交流，只有最后一个问题讨论的时

候用的是中文。整体面试时间大概是 30 分钟，部门的意思是还是按照背景和个人素质来选

人，明确告诉我这就是终面，不太看重大家的实习，因为每个人进来都是应届生，都没什么

经验。 

感觉部门很专业，不会给你什么希望或者模棱两可的话，只说两个星期后给回复。其他的终

面有时候会问什么时候来入职/薪资等等，给你一种马上就会给 offer 的感觉。这个职位没有

问我这种问题，有点慌张。 

攒攒人品，希望能拿到 offer。 

祝我好运、祝大家好运。 

 

 

2.15 EM field marketing 面试美罗大厦 11.21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0943-1-1.html 

过了电面和群面，终于到了这一环节，其实面完的时候都不确定是否是终面，按往常经验是

的，但是面试官自己也不太确定。。那我就先总结一下好了。 

面我的是两个 Manager，都是 F&L marketing 部门的，给人感觉很和善，仿佛大学老师的那

种~ 他们对英语的要求其实是蛮高的，自我介绍和一开始的实习经历描述都是用英文，到

后面快结束的时候才用中文。过程也很快，我的话半小时都没有，主要就是个人经历、遇到

的困难什么的，更多的时间是我后面问他们问题。后面出来送我出来还送到了电梯口，还问

我来这里远不远~ 感觉是很贴心的人~下午三点办公室还会放音乐，因为说就是公司传统鼓

励大家放松一下之类。。 

 

就这样，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轮还是这就是 final 了，感觉也是很迷。。祝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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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M 电面到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8425-1-1.html 

EM 面试还挺迷的，先是会接到电话面试邀请的预约邮件，然后跟你会约时间，如果不行的

话还可以加他们工作人员微信（外包），电话面试主要就是考英文，留学生应该不是太大问

题啦。 

接着一周后就是群面，短信通知的在明天万豪酒店里面，一组 6 个人，但我们组只来了四个

人。群面案例也是我碰到比较迷的，就简单的四行话，然后让你给出一些应对方案。也没有

什么数据和额外信息，全靠猜。 

但是小组同学还是比较 Nice 和 peaceful 的，就好很多~ 

基本就是这样，之后就是终面了，希望可以 pass! 

 

 

2.17 2020 校招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3324-1-1.html 

1. where are you from? 

2. what do you do now? 

3. why do you choose exxonmobil? 

(3mins) 

可能因为下午快下班给我打的电话所以很短 

 

 

 

2.18 2020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582-1-1.html 

和论坛上的问题一样 

为什么选择报这个？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 

早晨 8 点准时电话打进来，睡梦中惊醒接的电话 

有小伙伴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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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2020FA 电面 sh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414-1-1.html 

10.30 号邮件通知 10.31号 10am-11am 电面 10:09 打来的电话 手机显示的人马耳他 但是

个英音小姐姐 问了是不是 xxx 能不能进行一个 3mins 的英语测试 提问语速正常 

1: why do u wanna join EM？ 

2:what can u bring for EM？ 

3:The hardest decision u‘ve ever made. 

4:what weakness do u think u have 

 

完了之后就是说 u’ve done a good job，wish u have a nice day.我说了 thank u ， u too. 她：

thank u，cheers，bye（熟悉的 cheers 啊 激动） 

 

发帖攒好运求进行到下一步！ 

 

 

2.20 20191102 第一轮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211-1-1.html 

12点约的， 12点 30接到电话…号码来自克罗地亚。持续时间 3分钟。 

三个问题，语速极快 

1_Why do you want to join Exxon 

2_What can you bring to this company 

3_Tell me about your biggest weakness 

 

有一点点紧张，回答的时候打了一个磕巴，说了一句 sorry 

最后很礼貌的说了谢谢和 have a great day 

 

 

 

2.21 2020 第一轮电话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1636-1-1.html 

据说神奇的应届生论坛，我之前都是潜水，也来贡献一下。 

 

问了三个问题，之前的帖子，都有说到的常规问题： 

1. why exxon?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414-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211-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1636-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埃克森美孚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5 页 共 23 页 

2. what can you bring to exxon? 

3. what is the tough decision you make in the past years? 

 

是英腔的小姐姐，我真的是一接到电话，就不自主地紧张，然后最后的问题，the past years,

我还问了一下？因为她的语速有点快，加上电话信号一般。。。 

不过，她最后说了，她只是先测试英语，until now you did a brilliant job. 

 

但是面试完，我还是紧张到不行。。。希望大家不要紧张，整理好思路，然后多说。 

 

 

 

 

2.22 2020-英语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1128-1-1.html 

我投的是 Financial Analyst 岗。然后也是一个英腔给我打的电话。（听到了熟悉的 Cheers） 

就问了我两个问题： 

1. Why Exxon Mobil 

2. What can you bring to this company 

 

我滔滔不绝说完以后她说 that's all I need to know. This interview is mainly to test 

your English abilities and you did a great job. 

也没说下一步是什么就 Thank you bye 了。。。 

Anyway求一个下一步。 

 

 

 

2.23 电话面试-英语测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1047-1-1.html 

面试官是 British English 的口音，问我的问题有： 

1. What did you study in the states? 

2. What's biggest achievement during your study? 

3. What kind of job are you looking for? 

4. What's your weakness? 

 

面试官说顺利的话，十一月初会发 online test... 请问大家知道 online test 考什么吗？我申

请的 financial analyst positio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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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2020 第一轮电面吐槽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0534-1-1.html 

直截了当前三个问题： 

why you choose exx 

what benefits can you bring to exx 

exx is now looking for future leader, can you talk about your opinions about a good 

leader? 

 

以下为吐槽： 

去年的这个时候美孚还是用中国人来测验的呢，测验前还会中文聊一下。 

这次直接是纯正老外打电话过来，语速太快 

听上去是欧洲口音？不太懂 orz 

电面的时候自己的节奏也容易被带的很快，很多点就容易忘。还很无奈的问了一个 pardon 

emmm 

十分的直接了当，六分钟就结束了 orz，，， 

希望能有下一轮，今年太南了 

 

 

 

2.25 2020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1915-1-1.html 

新鲜出炉的电面，希望能帮到后面的同学。 

 

本来收到邮件通知是 12.00 - 13.00 这个 slot 的，结果 11.50 分电话就来了。上来就是常

规的自我介绍，说是 5 分钟左右的面试，然后开始问问题。这次一共问了 4 个问题： 

1. What do you do? 

2. How long were you stay in XXX (学校城市)? What did you do? 

3. What is your job hunting direction? 

4. Describe a time that you made a tough decision? 

电话那头的小姐姐还是很耐心的，说的卡了也没有打断，也有引导继续往下说，最后应该也

说了不止 5 分钟吧。后面的同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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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19 暑期群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0685-1-1.html 

昨天上午去面试的，群面无领导小组讨论，先是每个人的英文自我介绍，然后 HR 读案例两

遍（都是英文），中文讨论 10 分钟，英文讨论 20 分钟，最后 5 分钟做 report。其实还是跟

以往的群面一个形式的～题目也很正常～发面经攒人品！希望能进下一轮～ 

发 

 

 

2.27 EMIT 网申到终面~求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8112-1-1.html 

整个申请过程时间间隔比较长，但是每一部分相当紧凑，感觉还是非常专业且人性化的 

9.16 网申 

10.12 电话预约的了英文电面时间 

10.13 早上七点接到英文电面（回国以后一直睡到中午的我费劲千辛万苦才爬起来），电话

从列支敦士登打过来的，是一个 native的小姐姐，口音偏英音，先是英文的自我介绍，然

后问了一下校园经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最后问了为什么选 EM。全程大约 5mins不到，

非常快。大清早神志不清的我也不清楚我都说了些啥，但最后好像听到小姐姐说我英语还挺

好的。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11.06号收到到短信通知，11.13号在美孚大楼参加群面，如果通过第二天紧接着终面。 

11.13群面，早上 10:00的面试，9:00到了看到一共四个人，以为就是我们四个来小组面，

结果发现两个人是昨天群面的，今天来参加终面。到 10点，也只剩我们两个人。偷偷问 hr

小姐姐两个人还要群面吗，结果还是逃不过群面的一环。群面是英语 case，根据公司的情

况选一个合适活动来宣传公司的理念，有点像市场方向的 case。面试官一共有 5个，都是

各个部门的大佬，20mins讨论，中英都可，10mins 英文 pre。然后是 hr针对讨论过程提了

一些简单的问题，就结束了。说等下午四点左右会通知结果。 

中午饭也没吃好，午觉也没睡好，等待的过程特别煎熬。过了四点，度秒如年，终于在 4.39

的时候接到了电话，通知过了群面 

11.14终面，一共两个 manager一个 hr，一个 manager 是新加坡人，一个是从广州那边飞过

来面试的，因为有新加坡 m，所以全程都是英文（羡慕那些一半切中文的小伙伴啊）。先是

给我介绍了一下 EMIT的概况，然后现在的一些项目，然后针对简历问了一些比较基础的问

题，做过的项目（在国外读 coursework真的没有机会做项目啊），谈了 996的工作的看法，

中国和澳洲的区别，怎样处理合作中的 conflicts，没有问技术方面的，而且 m说他们不是

很看重 coding的能力，更偏向 soft skills。最后问了一下接不接受去广州和惠州的新项

目。整个过程全程带笑，但是我真的是很紧张啊，因为太想进 EM了，表现的也一般，现在

想想如果当时放松一点可能效果会更好，出来以后 HR 小姐姐都说看出我很紧张了，怕不是

因为这个要凉凉了吧。 

整个面试过程都很顺利，两天连续的面试对我这种从外地赶去上海的 candidates也很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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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各个 department的小伙伴陆陆续续收到 offer，好生羡慕，真心跪求一个 EM的

offer（虽然感觉应该已经发完了，但是梦想还是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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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埃克森美孚综合求职资料 

3.1 R&D 从申请到 offer 全记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612-1-1.html 

本周拿到的 offer，在这个网站和论坛也看了很多有价值的帖子和信息，记录一下也算回馈

社区。 

申的是美孚上海 R&D，最早也是本站看到的校招信息，10.7 投的简历，然后杳无音讯一个

多月我都快忘了，11.20 收到的邮件通知，没有打电话全程是邮件。 

收到通知第二周面试，中间因为时差问题还改了下时间。 

 

第一轮面试大约 1 小时，两个科研岗位同事，先英文自我介绍和简单问答，大概就是一些常

规问题，为啥不去高校啊为啥回国啊之类的。然后中文讲 ppt，大概讲 20 分钟，再就 ppt

提问，都是中文，问的问题都是基于 ppt 内容。然后就问你有什么问题。 

两周以后再次邮件通知进二轮，第二轮一共 3 场，一场 seminar，大概有十几个科研岗位同

事参加，全程英文，讲 45 分钟提问 15 分钟。我用的 ppt 和之前的完全相同，我还发现第

一轮参加的同事也参加了这一场。提问也是全部关于 ppt 内容，因为来听的同事岗位比较杂，

并不一定都对口，有的问题会比较不按常理出牌。 

 

之后第二天连续两场面对两个科研岗位同事的面试，每场 40 分钟连续搞。 

第一场两人一个是上海的部门负责人，一个估计是亚洲的负责人，是个印度老哥，全程英文，

科研问题问得不多，闲聊为主。最后也是问你有什么问题，然后最后问期望薪资。 

第二次两个人都是中国人，全程中文，内容差不多，最后我都没问题问了。 

 

然后又过了两周，直接邮件通知 offer。全程没见过 hr，前面提的薪资要求也等于白提，所

以站友有以后面美孚的，不用担心提薪资的问题。offer 考虑期一周，说句实话待遇真不行。 

希望能帮到站友们 

 

 

 

3.2 2020 年 Operation Specialist---天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3901-1-1.html 

具体流程如下： 

1.网申：就是普通的投简历，没有测评 

2.电面：外国小姐姐，上来就问英文问题，主要涉及自我介绍，兴趣爱好，优劣势，职业规

划等常规问题 

3.群面：在天津进行，6 人一组，5 分钟组内自我介绍，30 min 的 case 讨论，10 min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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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我介绍，全英文 

基本都是双 985 或者海外硕士，一组一般进 1 个，最多两个人。case 是偏市场方向的问题。 

4.终面：天津进行，30 min 的自由讨论，中文居多，然后主要涉及实习经历相关的问题。 

5_offer 发放：终面 2 周左右 HR 通知，等待结果比较漫长。 

 

 

3.3 回馈大家一个全面的面试经验 从电面到终面【已获得

EM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3802-1-1.html 

受益于这个神奇的论坛太多 所以拿到 offer 后毅然决定第一时间将自己的经验回馈给大家 

希望能像自己受益于以前的前辈们一样 将自己在整个 EM 求职过程中的经验分享出来 希

望能对以后的同学们提供帮助 

简单科普一下 lz 背景：【QS Top 10 本科】【非化工背景】 

投的岗位是非研发类的，位置在上海 

 

Timeline： 

10 月中旬提交申请 

10 月中旬电话面试 

11 月上旬收到通知群面 

11 月下旬获得终面通知 

11 月下旬获得 Offer 

 

虽然论坛里已经可以找到很多详细的电面群面经验 但 lz 还是想把最新的分享给大家 哈哈

哈 将心比心 也知道大家关心最新的内容 

其实 lz 申请的时间应该算是比较晚的 面试过程中才发现很多同学都比我申请的早很多 由

于求职过程中大家申请的企业数量很多 导致容易忘记投简的 ddl 建议大家提前记下来 赶

在 ddl 前申请（重度拖延症者切记） 不然很容易和机会擦肩而过 

 

【电面】 

lz 电面准备的内容还是比较常规的 

1. Self-Intro 

2. Why EM? 

3. Why U? 

4. Strengths & Weaknesses 

 

电面前会先收到一封邮件 通知在某个时间段内会打过来 lz 的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段收到的

电话 显示来自比利时的电话 面试官是女性 英文没什么口音 lz 准备的问题面试官只问了

其中一个 就只做了自我介绍和 Why EM 然后就说你的英文流利  goodluck 就挂了 这个测

试应该主要是测试英文的流利程度以及逻辑清不清晰 不必慌张 越是慌反而表达不出自己

心中的想法 所以 lz 的建议是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然后放松心态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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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面之后 lz 参加了 EM的宣讲会 这点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宣讲会内容包含了 EM 在各方面的

信息 还可以在现场和 HR、各部门人员进行交流 lz 感觉从中受益良多 建议同学们有时间一

定要去 

 

【群面】 

大约过了一个月后收到群面的通知 地点在上海一家高规格的酒店里 群面可以报销 这也显

示了 EM 的财力 前程无忧的工作人员会提前通过电话和短信提醒时间和地点 感觉这个很

赞 帮助大家在百忙之中不错过任何一次机会 群面大多是 4-6 个人一组 但是因为有一部分

人没来 所以很多组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缩减 lz 群面的小组是 4 个人的 全都是国内外各大名

校 这点也可以看出 EM 自身的吸引力和所处平台的高度 群面全程大约是 45 分钟左右 3 位

面试官会用英文做自我介绍 讲解流程 然后发题目开始 题目每组都不同 lz 投的是商业类

岗位 所以得到的题目是有关 sales 和 marketing 的内容 估计题目和大家投的岗位有一定的

关联 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准备 10-15 分钟看题 具体忘记了 然后 10 分钟中文讨论+20

分钟英文讨论 建议大家中文讨论方向+框架 英文给出细节内容 面试官全程不参与 只会

提醒时间 不是那种很大压力的 面试官更多的是观察 讨论结束后小组自己决定用什么样的

方式做 presentation lz这组是一个人 present 其他人补充 但是这个其实关系不大 lz当时是

由于英文口语能力比较突出 被大家举荐做present的 最后我们小组一共有 2位同学都通过

了哟 另一位同学 lz认为是因为在讨论过程中积极参与 并给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加上我们

组全程都超级和谐 所以团结并有效率的讨论才是重点 一味表现自己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

择 毕竟 EM 的面试官都是很专业的 这些细节他们很容易就能发现 建议大家群面前可以在

等待区相互认识交流一下 对了 present 结束后面试官会随机提问和我们 presentation 中有

关的问题 这个环节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全英文的 

 

【终面】 

群面过后一个星期左右就收到了终面通知 lz 提前 1 个小时就到了面试地点 碰见了宣讲会

的前辈以及群面的面试官 很有礼貌地打了招呼 他们对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感到很开心 也

算是对自己面试表现的一种肯定 lz 终面是在下午 1v2 两位面试官 超级 nice 的那种 一开

始他们会做自我介绍 介绍他们来自什么部门什么职位 然后就正式开始面试 一开始还是比

较常规的 self-intro/why EM/why this position/career plan 中途会加插一些他们对 CV 的问

题 很深入 不是单纯 CV 上你写的内容 lz 遇到的面试官和以往在论坛看到的面经有所不同 

他们并不是先深度挖掘 CV 然后在问常规问题 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问 这点给我感觉非常

专业 也更有效地帮助他们理解我过往具体做了什么和从中学到了什么 语言方面前半程是

英文 后半程是中文 英文部分感觉主要是看流利程度以及逻辑吧 毕竟以后在 EM 会有大量

机会使用英文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在这里我建议同学们平时多练习英文口语能力 临时

抱佛脚是不可能的 面试官都是非常专业的 lz 花了 3 天准备终面 包括整理个人经历 屡清

逻辑 思考职业规划等 由于中文是 lz 的短板 在这方面 lz 下了很多苦功 这点对英文是短板

的同学同样受用 

 

【Offer】 

每年发 offer 的时间都有所变化 大家不必着急 今年比起往年快了很多 lz 面试完第二天就

收到了 这点赞赞赞 

 

【个人感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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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全程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专业很专业非常专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楼主投的并不是

研发岗位 所以更多的应该是看综合能力 首先 lz 认为英文口语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lz

自小在英文环境长大 所以这方面没对我并没有造成什么问题 如果你的英文口语能力强且

逻辑清晰 那面试过程中你的优势会很明显 论坛很多帖子都在强调英文的重要性 但 lz则认

为清晰且有逻辑的中文表达能力也同样重要 同学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其次就是群面或者终

面过程中自己表现出来的态度 lz 在群面过程中并没有可以去扮演某个角色 也不会刻意去

表现自己 而是始终保持积极参与讨论 清晰并且有逻辑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同时也将队友表

达的重点记下来做整合 而终面除了个人能力等以外 更多的是真诚的态度和个人礼貌，相信

这也是 EM 十分看中的 

 

这是我第一篇面经 相信也大概率是最后一遍 在这里再一次感谢过往各位前辈珍贵的面经

笔经 也希望未来大家继续秉承这个优良传统 哈哈哈哈哈 感谢 EM 给我这个机会 也衷心

希望各位小伙伴拿到自己心仪的 offer！ 

 

小伙伴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 我尽量为大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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