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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东能源集团简介 

1.1 概况介绍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 8月 8 日，其前身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

全国第一家因“厂网分开”电力体制改革而组建的发电企业，2003年更名为广东省粤电集

团有限公司。2019年 2月 18日，正式更名为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 230亿元人民币，由广东省政府和华能集团分别持有 76%和 24%股权。 

 

公司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及省国资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履行国企肩负的经济责任、政治责

任和社会责任，秉承广东电力优良传统，积极践行“合和共生，守正出新”的企业哲学和“厚

德善能，益邦惠民”的企业使命，坚定执行以能源为核心，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立足广东、

面向全国、开拓国际市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能源集团的发展战略，努力保障全省

能源安全清洁供应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广东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历经 20年的改革发展，公司深耕能源行业，用心创造绿色能源，

已成长为广东省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能源企业，是广东省推动能源转型，构建现代能源体

系的主力军。 

 

公司核心产业涉及火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核电、天然气等，上下游

产业涉及煤矿、航运、港口、金融业、综合能源服务等，遍布广东全境并延伸至省外和海外，

已形成以能源为核心、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截至 2021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超 1900亿元，在职员工近 1.43万人，可控装机容量超 4000万千瓦，可控航运运力近 220

万载重吨；全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660亿元，上网电量超 1400亿千瓦时，售电交易电量和用

户规模连续 6年居全省第一，年采购天然气量超 28亿立方米、煤炭供应量超 5000万吨；拥

有全资、控股、参股单位 343家，控股 1家 A股上市公司（粤电力）。在 2021年中国企业

500强位列第 402位。 

 

展望未来，公司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省国资委工作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决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紧密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

绿色低碳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再造一个能源集团”，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当好广

东能源主力军，在助力广东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上展现更大作为，为广

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广东能源集团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广东能源集团官方网站：

https://www.ge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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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广东能源集团笔试资料 

2.1 粤电集团笔试题型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9366-1-1.html 

 

 

昂，简单说一下吧，考试是一个一个半小时，10:30 开始，12:00 结束。考试不可以用计算

器哦，发草稿纸。 

常识题有几道蛮好玩的，考了什么咧： 

三体是什么类型题材的小说，铁镁铝硫哪个跟氧气结合不生成固体，今年是抗战胜利多少周

年，三网联合是哪三网，晚清谁收复新疆，哪句话是孔子说的… 

其他题有什么咧~ 

 

一、常识判断 

二、数学计算 

三、数字推理 

四、图形推理 

五、词语推理（选择逻辑上最相近的一组） 

六、选词填空（阅读理解） 

七、逻辑判断 

八、定义判断 

九、资料分析 

题型很丰富，可能对于工科生来说 so easy 吧，考完了以后听身边一个同学打电话在说，”

好简单，估计最多错十道题..." 

 

2.2 粤电笔试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025-1-1.html 

 

 

 

来攒人品啦~~~ 

上午刚刚参加完粤电的笔试，10.12早上 10点，在华北电力大学（昌平校区）的教一。 

粤电把网申和笔试都外包给了前程无忧。笔试是前程无忧组织的。 

考的内容：公务员考试的行测。一共 80道题，全是单项选择，包括 常识、推理判断、语言、

数量关系、图形推理等等。复习行测就可以搞定。 

时间：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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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题目很容易，不过时间比较紧，像本人这样直接去裸考的，真心感觉做完全套题很

吃力…… 

 

据说下周能有通知，祈祷~~ 

 

2.3 粤电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9885-1-1.html 

 

 

作为过来人还是留点东西给后面的师弟师妹们： 

80道题行测题，90min 

5道常识，10道数学运算，10图形推理，10数列，10定义推断，5选词填空，5逻辑推理，

15资料分析，10结合类似程序图的图形推理（2分）。 

除了最后一题 2分，其他的一题 1分。 

2.4 粤电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9560-1-1.html 

 

 

重庆大学研究生院考试 

哈哈 终于找到和我一个学校的 重庆科技学院的同学也在那里 

很多人挤在那个教室。。。。。。。 

也有几个没有来 

题好难。。尤其尤其是最后十道题，函数判断题，么有见过，加上时间也只有十分钟，然后

就华丽丽地机选了， 

90分钟 80个题，行测，两大张卷子，就被吓住了。。前面题比较简单，就是后面那个十个

题 连做的勇气都没有啊。。 

2.5 笔试竟然是。。工作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8196-1-1.html 

 

 

 

人大场，今晚 

一个小时。假设你是人事主管，一个小时，有五件事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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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work basket……优先级啊、工作重点啊、处理方式啊、理由什么的 

 

黑压压的全是空白啊卷子 

看着脑子一片白茫茫。。。。。 

电话里问 hr还是行测题啊是谁想出来这么高端的生物的字写得很丑很魂淡啦。。呜呜呜

呜。。。 

 

拿着简历就可以去笔，明天全部参加一面。 

过了就顺便终面了。。 

 

我真的就是。。。有点特别被新鲜到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流程耶 

2.6 粤电笔试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0 月 1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59352-1-1.html 

 

 

笔试归来，9点半至 11点，监考很严，和高考相似，也许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题目非常

难，时间根本不够，我当时就在怀疑这是电厂选拔人才还是政府机关选拔人才，结束之后感

觉自己的粤电之旅就此画上句号了，好好准备下个单位，天无绝人之路，相信我能找到更好

的工作！ 

2.7 哈尔滨 2013 粤电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0 月 1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54873-1-1.html 

 

 

今早收到粤电的笔试通知： 

若需调整（笔试为全国统一安排，只能调整城市），请在 10月 12日晚上 22:00前直接回复

邮件给我们，告知您的个人编号和想调整的城市，我们会调整您在本城市或是就近城市参加

笔试，调整完成后，会在 10月 13日 10:00前再次发送确认邮件给您。您也可以在工作日的

9:00-20:00间拨打 020-38190588进行调整，因线路较忙，我们更建议您用邮件的方式进行

调整。 

[我们笔试城市有：保定、北京、长沙、成都、大连、福州、广州、哈尔滨、杭州、吉林、

南昌、南京、上海、沈阳、武汉西安、郑州、重庆] 

 

 

请您提前 20分钟到场签到，能顺利通过笔试环节的同学，将在笔试结束一周内会收到我们

的面试通知，请留意您的 E-mail并保持通讯工具畅通，预祝您笔试成功！ 

     在参加 10月 14 日笔试前，需要您完成在线性格测试，详情请查看邮件：粤电集团测

评邀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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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找不到在线性格测试的链接，有人知道否？  

 

 

在笔试通知邮件里面： 

请您点击以下“确认”或“放弃”按钮，以确保我们及时知道您是否可以参加，谢谢！ 

点了“确认”，估计等通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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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广东能源集团面试资料 

3.1 粤电管培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7602-1-1.html 

  

 

 

面试地点：广州市某酒店面试形式主要分为两轮： 

1面（上午）为半结构化面试，各个子公司单独面试（2v1或 3v1），如果报了两个志愿，

要参加两次一面。一面问题主要为简历内容+对公司、行业了解+家庭情况等，部分公司会问

专业问题；一面结束后如果通过会通过电话通知进行二轮面试。电力开发公司财务岗专业问

题有：固定资产折旧和所得税如何影响三表  杜邦分析体系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2面（下午）为群面，如两个志愿均通过一轮面试则可选择其中一个公司进行二面，依然是

以各个子公司为单位；辩论赛形式，和去年看得面经形式类似 3min看题+5min 组内讨论

+20min双方辩论+10min提出合作方案+每个人评价自己或组员。 

 

建议多准备一下对公司了解以及岗位相关的知识吧 

 

3.2 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面试-BJ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5396-1-1.html 

 

 

 

几个礼拜前面的，一直忘了分享经验  

在一个酒店面的 

一面无领导辩论，10个人分 2组，根据辩题分正反方辩论，3min读题，5min 组内讨论，20min

辩论，辩论之后再 10 个人一起出一个方案，推一个人总结。每个组辩题不一样，我们组的

是针对创业公司烧钱模式利弊，方案是提供 5种获客方案。 

群面之后在等候室等候单面。 

单面 2v1，先 2 分钟自我介绍，然后问专业题，专业题是固定的，所以可以提前问问前面面

试的人，问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变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还是会计政策变更，需不需要追

溯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的方法和差异；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如何处理；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以后能否结转至损益；企业估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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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就着简历和个人情况聊一聊，比如:对能源行业、国企的了解和看法，对工作地点、

行业的选择，家庭情况，职业规划等。 

 

 

对这个公司不太了解，有了解待遇、发展的小伙伴可以告知吗？谢谢！ 

3.3 广东能源集团-电力发展股份面试经验（已准备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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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840-1-1.html 

 

 

网申的时候对这家公司其实不是很了解，集团下的子公司要分别投递志愿，一共可以选三个，

我第一志愿填了排在首位的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听广州的同学说这家是集团内待遇

最好的，我歪打正着。其他的子公司里粤电销售、融资租赁应该也算好的，整体来看集团是

很稳定的国企，在广州算是好工作。 

PS：面试那天我在电梯里刚好听见他们的人力在聊天，说就准备在广州搞定，其他地方就是

去看一下并不准备招人。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很多企业招聘中都会有，尤其一些地域性比较强

的，所以大家找工作也要注意。我其实不是广州的学生也不是广东人，但是在广州参加的面

试，表现出很想留在这的意愿，所以才能被录用吧。 

 

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粤电力，简历筛选还是刷了不少人的。投递志愿也要重视，第一

志愿没过的话后面的志愿也会被看到。 

面试是集团统一时间地点，但不同子公司分开进行，而形式都差不多。 

 

一面是群面，双方先辩论，后合作提出方案，没有另外单独问问题。 

通过之后当天就会收到下一轮面试，即终面。业务领导和人力应该都在，我面试的是财务岗，

问题如下： 

1. 对工作在广州怎么考虑的，有哪些 offer，想在国企工作吗，家庭情况。这些主要是看

你的稳定性 

2. 专业问题：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能否转回，编制现金流量表

的净利润调节法举例说明哪些是要调增/调减的，一共问了五六个吧，我有一个没答上来。

（当时看到面试官在纸上记录我每个题√或×） 

3. 你的性格特点。 

感觉交流挺愉快的，最后宣布面试结束了我准备起身，其中一个面试官还对其他人说：还没

问她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然后我就问了下他们公司是做投资还是自己也建设项目，他

们说都有，公司现在在扩张期。 

其实面试完自己都会有感觉的，如果终面领导都很喜欢你，语言上也会表现出想留住你。但

是因为电力只招一个财务，我也拿不准。过了将近两周接到 HR电话，说可以录用我，之后

做了性格测评，等公司开会通过，就收到正式 offer了，违约金约定了一万五，吓到我了，

他们还真是按税前一个月工资来的（转正后年薪 20W左右）。不过我也没有别的考虑了，安

心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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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粤电面试广州站】沙角 A-化学与环境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0660-1-1.html 

 

 

 

10月 15号笔试完就等通知在 18号晚上（应该说 19号凌晨 30分）收到面试通知 21号一面

+二面。 

一面半结构化面试 

二面团队对抗。 

 

一面 

人超级多，不同厂不同地点签到，等位。 

竟然是先到先面试= = 

楼主最后面试的.... 

面试的时候是两个面试官，自我介绍+问简历的一些问题+父母对你在广州发展有什么意见+

有没有对象（个人建议回答完了之后再阐述一下原因）然后就是会给你拍一张照片。 

 

二面 

一组 12人会被分成 2个小组，会给个胸牌写名字+编号，然后就是按照流程 

面试官讲规则 3min 

每个人 2min读题 

3min组内讨论 

20min制作产品达到要求 

各组成品实验 

3min组内讨论对方组产品 

推选一人 1min评价对方组产品 

最后每个人 1min的心得分享 

 

 

整个面试就完成了。 

楼主在团队面试的时候主动动手制作+贡献出 idea+跟队友合作....最后被推选出成为点评

的那个人，个人建议点评的时候先夸好处再讲不足（对方组哥们一上来直接说我们组产品哪

里哪里不好= =我内心是万分拒绝的，当然要注意言辞啊语气啊  要委婉啊  不然怎么在大

国企混  在社会上混是一样一样的嘛） 

 

攒 RP 

 

3.5 法律类(珠海金湾)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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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11-1-1.html 

 

2015.11.19日在中山大学一面，2个面试官，每个人大概 5-10分钟，没什么问题，连自我

介绍都没有，前面的同学说有一个专业问题，但是到我开始就没了，整个流程； 

下午群面，十个人一组，讨论案例并给出看法，气氛很和谐，面试官也很 nice,就是不知道

结果怎样。 

 

专业问题有宣告死亡的情形，合同的主要条款； 

个人问题就是家庭情况、司考多少分、哪里人，性格的优势劣势，专业课程学了哪些 

 

 

3.6 运行员(东莞)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09-1-1.html 

 

 

网申，接到通知后去笔试，行测。再是通知面试，一面半结构二面小组讨论。 

 

你是独生子女吗？你成绩如何？你学的什么课程？ 

 

3.7 运行维护员(江门新会)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08-1-1.html 

 

 

电话通知面试 一面半结构化面试 二面群面 等待体检通知 

 

选择新会地区的原因 自我介绍 性格爱好 差动保护的工作原理 

 

 

3.8 粤电管培生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71492-1-1.html 

 

 

粤电的面试在一天内完成，上午半结构化面试，下午无领导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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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上宣讲会之后现场投递简历，当天晚上九点半以后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上午 8:30

到某教室参加面试 

 

当晚还接到了短信通知：携带 3份简历、成绩单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相关获奖证书复印

件提前 10分钟进行签到 

 

注：最好穿正装，不要迟到！ 

 

两位面试官（一男一女）在前面就着你的自我介绍和简历提问，后排还坐着两位面试官 

 

先进行 2-3分钟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完之后女面试官说我没有问题，我开始方了... 

 

男面试官问从实习中得到了什么心得体会 

 

男面试官看我的简历做得挺有创意的，问了一下是否用了模板 

 

然后就没有问题了...让我提问... 

 

我问了俩问题：（1）公司对我的岗位有何期望？ 

                     （2）试用期多长？ 

 

初面就这样挂了 

 

3.9 运行维护员(江门新会)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08-1-1.html 

 

 

电话通知面试 一面半结构化面试 二面群面 等待体检通知 

 

选择新会地区的原因 自我介绍 性格爱好 差动保护的工作原理 

 

3.10 运行员(东莞)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0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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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申，接到通知后去笔试，行测。再是通知面试，一面半结构二面小组讨论。 

 

你是独生子女吗？你成绩如何？你学的什么课程？ 

 

 

3.11 法律类(珠海金湾)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111-1-1.html 

 

 

2015.11.19日在中山大学一面，2个面试官，每个人大概 5-10分钟，没什么问题，连自我

介绍都没有，前面的同学说有一个专业问题，但是到我开始就没了，整个流程； 

下午群面，十个人一组，讨论案例并给出看法，气氛很和谐，面试官也很 nice,就是不知道

结果怎样。 

 

专业问题有宣告死亡的情形，合同的主要条款； 

个人问题就是家庭情况、司考多少分、哪里人，性格的优势劣势，专业课程学了哪些 

 

3.12 面试归来，分享下偶的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4113-1-1.html 

 

 

 

22号收到面试通知，于 24号上午 9点在吉林面试。本人身在吉林，倒是方便了不少。 

做好了准备。今早七点起床，吃完早饭打车到面试地点。八点 25到的，签到。直接把所有

要求带的资料给了工作人员《网上打下来的简历，就业推荐表复印件，还有成绩单复印件，

通知函》。然后就让我在那等。八点五十多就叫进去几个人，面试开始了。到八二十五左右，

点到了我的名字。跟着工作人员进去。我的志愿是惠州天然气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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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广东能源集团综合求职资料 

4.1 2019 广东粤华发电有限公司 法律类 应聘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7777-1-1.html 

 

 

大家好 新人一枚 2020届应届生 参加了今年的秋招 从九月中下旬左右开始陆续投简历 

目前完整参与下来的就是粤电啦 秋招中在论坛中得到很多信息 为了回馈大家 就把自己能

知道的写出来 希望能对后续的求职者有所帮助网申---笔试---面试 

网申 

我是 9.18号网申的广东能源集团 因为我是学法律的 而且我想呆在广州就选择了广州的粤

电公司 法学类岗位 这个岗位都是一大类 估计就是按他们需要的专业分类的 我是在论坛

上看到招聘信息然后进入他们页面进行网申的 后面有通知 qq群 加进去后 对于一些问题

都有公司的人耐心进行解答 我网申选择的是广州 所以笔试面试都在广州 网申就按照页面

填写完信息就好了 

 

 

笔试 

笔试时间是 10.13下午两点 是外包给智联招聘的 我是在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参加

的 具体内容就是行测加上职业测评 行测包含常识、言语、数量、判断以及资料 不算很难 能

按时写完 我同考场有一些都是提前答完就走了 职业测评就是很普通的那种 也不会计算分

数 

笔试没有告知分数多少 就是等通知 如果通过就会短信通知面试 这个通知很快 因为笔试

是在电脑上做题考的 成绩出来也很快 所以在两天后就收到了面试通知 

 

面试 

面试时间是 10.20上午九点 也是外包给智联招聘 他们组织 地点是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大礼堂 面试的人是粤华公司的 hr 我面试的 hr有两个 一男一女 去的时候先在外面签到

领号 然后在等候的地方等候叫号 这一系列的安排都是智联招聘的工作人员 我是上午八点

四十几到的 拿号后到面试时大概是十一点左右了 面试的人挺多的 基本都是白衬衫和黑裤

子 没有穿外套可能是因为广州还很热 哈哈哈 面试不算很难 我因为都是毫无准备就是随

意发挥 目前在等通知 因为说是会十一月初左右通知是否通过 面试只有这一轮 

面试问题：先是让我把资料（三份简历、身份证、学生证、四六级证书、成绩单等）交过去 

资料只是看了一下 然后拍照 整理完这些后让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两分钟左右 

1.你对我们公司（粤华发电）有了解吗 

2.你对你的岗位有了解吗 你认为你的岗位是做什么的 

3.你对发电厂有什么了解吗 

4.家在哪儿 父母在哪儿 家里兄弟姐妹怎么样 

5.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 怎么没去当律师或者考公务员 

6.你认为你的成绩是什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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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什么选择广州 会想要留在广州吗 

大概就是这些问题 十分钟左右就结束了 我前面面试的是一个男生 说了有半小时左右...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收不到 offer了 毕竟面试的人真的很多 占用了一整个大礼堂 粤华发

电在舞台上 有四个面试桌子 算是最多的吧 

 

对于自己 没拿到 offer也没办法 因为自己真的是毫无准备嘛 在笔试时有人拿着资料在看 

面试时也很多人拿着资料在准备 还有报面试班的 

看论坛关于这个经验不多 可能大家都在群里交流完了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和我之前一样不

懂的 还是得来论坛搜索一下 所以整理了上述这些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另外 祝大家都心

想事成 

（来自苦逼被论文折磨抽时间整理上述的法学狗 

以上。 

 

4.2 粤电 2014 年应聘经验（工科屌丝亲笔，文笔有限，非

喜勿喷）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8877-1-1.html 

 

 

金秋十月，本还在感叹毫无收获，在 2014年 10 月的最后一天中午，收到了广东粤电靖海发

电公司 HR发来的 offer，挂在心头的一个多月的大石终于铿锵有力地着地。请原谅哥的屌

丝气质，竟激动了好一阵子。平复了几天心情，现想想这一路来所得到他人的帮助，倍感幸

运之时，也斗胆写写我的求职经历，希望对以后的求职者有点帮助。 

粤电的招聘是从今年 9月下旬（23号到 25号）的宣讲会开始，只在全国 3所高校进行，分

别是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及西安交通大学。说说宣讲会吧，本人由于地点关系，选择了

25号晚上在华科的宣讲会。在华科大活中心的阶梯教室，晚上 7点钟开始，6点钟就屁颠屁

颠的跑过去占位子了，脸皮不要，直接做在第二排（本想坐第一排的，结果发现第一批坐的

是领导）。后来发现还是傻人有傻福的。6点 50分，全场爆满，华科的宣讲会，往往集聚

了周边其他 NB大学的学生，一打听，武大，武理工的都组队过来，连北京的华电也来了几

位。后边来的同学没位子，直接站着。今年宣讲会来了博贺，粤嘉，惠州，红海湾及靖海的

五位人力资源部部长，还有集团总部的 3位 boss。领导们 6点 45分就进场了，找到自己座

位后。各领导开始跟座位周边的同学聊天。很幸运，靖海的 HR就坐在我前排挨着。直接拿

简历大力推销自己（今年宣讲会现场接收纸质版简历），HR很和蔼的跟我聊了聊，问了我

身高（靖海喜欢会打篮球的学生），后来留了他的一个联系方式给我。接着就是宣讲会的流

程，无非就是吹吹自己单位的 NB之处，但风格各单位风格迥异，最后的现场解疑，这个就

不多说。但建议意向明确的同学可以去听听宣讲会，跟 HR先见个面，cause之后的二面都

是这位 HR亲自上场。 

接着聊聊笔试。10月 12号下午收到笔试通知，13号上午 9点半在某大学进行。这段时间真

纠结，最好的哥们结婚，还收到中广核的性格测试通知。但大丈夫应取舍得当，拿得起放得

下，哈哈，毫不犹豫选择了粤电的笔试。笔试共 90分钟，考试题目无非就是公务员考试的

行政测试之类的题目（全国统一，不考专业课），共 80道。但分值有区别，有 1分和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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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大家先挑分值高的做。高分值的不代表高难度。题目难度不高，给个 3个小时，每

个人都能考个高分，主要是考速度。最好提前准备，本人属于那种智商不高那种，笨鸟先飞，

宣讲会结束后，做了华图的行测全书加广东省省考行测真题 5套。结果还是有点效果，笔试

75分。 

最后就是面试，粤电的面试今年总共 4个地点，分别是广州，武汉，西安，北京，按顺序进

行。我是 19号开始，在武汉光谷格雷斯大酒店一楼大厅进行，共两天，第一天是单面，第

二天无领导小组讨论。各个单位分开同时进行，一般每个单位只派 2到 3位 HR，跟菜市场

摆摊一样，很火爆。面试先自我介绍，主要问一些专业问题及个人其他方面的特长。每人

10分钟左右。第二天的无领导小组是 8到 9个人一组。也是各个单位分开同时进行，面试

官还是第一天的面试官。形式是给个案例，看完我们分别陈述自己意见，之后小组讨论，总

结陈词。主要考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具体技巧可以自己百度。面试建议大家穿正装，粤电

的面试地点都是选在当地的 5星级酒店，穿的太随意，有点格格不入。 

粤电今年的招聘成绩计算为：笔试（50%）+第一面（30%）+第二面（20%），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优势取长补短，在每个点都能把自己的发光点展示出来。 

OMG，居然写完了，而且还写这么啰嗦。最后，特别感谢应届生论坛的前者给我提供的应聘

经验，希望我的亲身经历，也能为大家求职粤电尽一分绵力，谢谢！鼓掌！！！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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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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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