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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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简介 

1.1 概况介绍 

联想集团，是 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投资 20万元人民币，由 11名科技人员创

办，是中国的一家在信息产业内多元化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和富有创新性的国际化的科技

公司。从 1996年开始，联想电脑销量一直位居中国国内市场首位；作为全球电脑市场的领

导企业，联想从事开发、制造并销售可靠的、安全易用的技术产品及优质专业的服务，帮助

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取得成功。联想公司主要生产台式电脑、服务器、笔记本电脑、智能电

视、打印机、掌上电脑、主板、手机、一体机电脑等商品。 

 

2005年，联想集团收购 IBM PC（Personal computer，个人电脑）事业部；2013年，联想

电脑销售量升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最大的 PC生产厂商。2014年 10月，联想集团宣布该

公司已经完成对摩托罗拉移动的收购。自 2014年 4月 1日起， 联想集团成立了四个新的、

相对独立的业务集团，分别是 PC业务集团、移动业务集团、企业级业务集团、云服务业务

集团。2016年 8月，全国工商联发布“2016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榜单，联想名列第四。  

 

2019年 7月，发布 2019《财富》世界 500强：位列 212 位。   2019年 9月，2019中国制

造业企业 500强发布，联想集团有限公司位列第 16位   。2019年 10月，2019福布斯全球

数字经济 100强榜位列 89位。   截至 2019年 11月 1日联想成立 35周年时，联想年收入

超 3500亿元人民币   。11月 2日，耗时两年打造，总面积 6500平方米的联想未来中心开

门迎客。   12月 18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国品牌发展指数 100榜单，联想集团排名第 16位。 

 

 

1.2 发展历史 

2018年 5月 8日，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杨元庆通过内部信宣布联想正式成立全新智能设

备业务集团。  

 

2019年 11月 1日，联想成立 35周年时，联想 CEO杨元庆发内部邮件称，联想已经是一家

年收入超过 3500亿人民币的全球化高科技公司。在 180 个市场开展业务，拥有 5.7万名员

工。  

 

2021年 5月 27日，联想集团在港交所公布了截至 2021 年 3月 31日的 2020/21财年第四财

季及全财年业绩：全年整体营业额在一年内提高近 700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9.8%，达到 4116

亿人民币的新高。  

 

2021年 11月 4日，联想集团公布截至 2021年 9月 30 日的 2021/22财年第二财季业绩。财

报显示，本季度营业额达 1156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23%；净利润 33亿人民币，同比大涨 65%，

再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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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9日，联想正式推出 YOGA 智能投影 T500 Play。联想 YOGA 智能投影 T500 

Play 定位移动高清投影，拥有百吋投射面积、影院级震撼音效、超大电量便携移动等主要

特性。 

  

2022年 1月，联想平板在闻泰科技出货突破 1100万台。  

 

2022年 1月，联想集团新成立一家半导体公司。  

 

2022年，据兆芯官方消息，联想与兆芯合作推出了全新的联想旗舰版笔记本电脑开天 N7 系

列，开天 N7 系列笔记本电脑基于兆芯开先 KX-6640MA 处理器平台。 

  

2022年 2月 17日，联想小新 Air 14锐龙版 2021款可享受 3999元秒杀价。 

  

2022年 2月，联想发布了新款翻转本 Flex 5i Chromebook，配备 14英寸全高清触控屏，360

度铰链，可以在平板电脑、帐篷或站立三种模式下使用。  

 

2022年 3月 24日，联想集团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在北京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宣布将围绕 ESG助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在绿色低碳创新、推进 ESG体系建设等领域

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积极服务“双碳”目标的实现。  

 

2022年 3月 28日，联想官方宣布，拯救者 Y90 | ZUI 13.5 正式更新推送开启。该次更新

连跳两级，直接会以 OTA2 的形式呈现。 

  

2022年 4月 6日，在联想集团誓师大会上，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杨元庆表示，到 23/24

财年结束时，联想集团研发投入将在 20/21财年的基础上实现翻番。未来五年，联想集团的

研发总投入将会超过 1000亿人民币。  

 

2022年4月 2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投票决定对特定移动电子设备（Certain Mobile 

Electronic Devices）启动 337调查（调查编码：337-TA-1312），联想成列名被告。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联想的概况，你可以访问联想官方网站：www.lenov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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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联想笔试资料 

2.1 2021 联想中国校招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8 月 22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0429-1-1.html 

中国校招项目和 global future leaders 各投递了一个岗位校招岗位 8/18 左右被查看，20 号

发送了测评链接，要求在指定时间里完成（大概 3-4 天的样子） 

采用的是 shl 题库，整体页面跟今年德勤测评有点像。没做完的话要倒扣分的 

题型是常见行测题，图形推理、逻辑推理，我做到的没有数量关系 

做一题就结束一题，不能返回修改答案的 

大概 35-40 分钟的样子，二十几题。整体难度中等，少部分图形题找不清楚规律，大部分仔

细想想都是能想出来哒！ 

页面的上面是时间条，下面是题目进度，我一开始没搞清楚导致前面做的太快，做完了却还

有八九分钟 

 

提交测评以后官网状态还是“已处理”，暂不知后续如何 

希望写出笔经能增大走入下一轮的机会吧！！许愿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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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联想面试资料 

3.1 （许愿贴）联想电商营销销售管培生有收到 offer的吗？

附赠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4637-1-1.html 

个人情况：亚洲 QS前 100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国内 Top5大学小语种专业，有过腾讯运

营和京东营销实习经历。（菜鸡路过。。） 

应聘岗位：联想电商营销销售管培生（秋招补录） 

面试时间： 

2020.12.2～12.4测评，测评完 20多天后（12.22）收到一面通知 

2020.12.25一面（群面），三天后（12.28）收到二面通知（有周末，一般当天晚上或者第

二天会收到二面通知） 

2020.12.29二面（主管单面），一周后（2021.1.6）收到三面通知 

2021.1.11 三面（课题作业），结束后说一周内给面试结果 

面试详情： 

群面：一共六个人，全员国际国内 QS前 100硕士，还有一位牛津硕士的姐姐，自我介绍（中

文）后无领导小组面试，读材料然后讨论并总结，一共两题，第一题讨论+陈述 20分钟，第

二题讨论+陈述 35分钟，主要围绕如何制定营销活动策划的问题。讨论完毕后业务主管还会

问几个问题（具体不详述）。 

二面：面试官和群面一样，自我介绍+围绕简历提问题。 

三面：提前四天邮件收到面试课题（但其实个人只准备了一天半），面试官除了一二面的两

位面试官还有一位区域总监，15分钟展示时间，课题围绕联想电商问题进行。 

到目前还未收到任何结果反馈，刚面完终面感觉不算很差，但现在脑子里一直在复盘三面过

程，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没主动跟区域总监打招呼进行自我介绍，终面 case做得不太好，

没什么新颖的想法等。 

不管怎么样，上次面华为客户经理、快手运营都挂在了三面终面，这次希望能收到满意

offer！！拜！托！了！ 

许愿许愿  

感恩～～ 

  

 

 

3.2 联想市场分析专员-PC产品组合管理一面/二面 - 已 oc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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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936-1-1.html 

 

 

非常愉快的面试，hr 和面试官都特别 nice，很友好。面试官口音有点像台湾人，中英夹杂

不过也听的很舒服 很自然。 

面试流程： 

1v1 线上面试 

自我介绍 

数据分析的技能 

面试官介绍工作内容，问觉得哪部分最有挑战性、或者有什么疑问 

面试官介绍工作所需的技能，问我觉得自己哪方面有优势或者需要提高 

英文问答： 

你的电脑牌子是？ 

covid19 对 pc 的影响？ 

闲聊 

 

最后 hr 问了几个小问题：毕业时间、秋招拿了哪些 offer 

 

hr 说如果通过下周或下下周有终面，anyway 很喜欢这次面试体验，也学到很多东西，感觉

联想的氛围很好。当然还是希望能进入下一轮了！！ 

----------------------------------10.30 上午二面：pre+群面 

下午 oc 

 

感谢 bbs，祝各位一切顺利 

3.3 联想经营分析管培生岗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1058-1-1.html 

 

面试形式：线上群面，我们组是五个人，然后有一位开了摄像头的面试官和一位没开摄像头

的 hr 

首先是面试官介绍面试流程，然后每人一分钟自我介绍，接着是案例分析，排序题，内容是

对材料中提到的联想的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能制造业务发展进

行排序，总共两道问题，第一道问题讨论时间+总结时间为 25min，第二道问题讨论时间+

总结时间为 35min，总结时间都需要控制在 5min 以内。 

ps，说一点儿面试体验：由于对这些互联网及技术应用场景确实不太了解，加之讨论时间给

的实在是有点儿长，所以很容易没话说尬场。。。我们组就经常出现全体沉默的情况 ，

所以后面面试的小伙伴可以根据联想的企业性质来准备面试，题目不一定一样，但是感觉毕

竟是互联网厂家，题目和互联网及一些智慧场景应用还应该有很大关系（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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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上经验对小伙伴们有点帮助~ 

来神奇的网站写个帖子，跪求联想爸爸给个二面机会吧 。 

 

3.4 联想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1187-1-1.html 

楼主投递的岗位是应用软件商店产品经理，之前在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与投递岗位相关的

面经。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顺便复个盘，攒一波人品~群面总共有 6个人，先是每个人 1

分钟左右的自我介绍，然后针对一个话题讨论。第一阶段大约 25分钟，每个人关于应该做

哪些方面（+原因）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最后做陈述；第二阶段大约 35分钟，每个人选出

其中一些要做的方面，并且说出自己选择的原因，最后在 5分钟内陈述完。 

 

整个过程中还是很感谢大家的善意，我的网不是很好，然后导致他们可能听不清楚我的发言，

在此特别感谢刘同学帮我复述~ 

 

从群面整体来看，我觉得我们队伍表现得并不怎么好。在最开始总是有非常尖锐的杂音，也

不知道哪里来的，这可能会给面试官很不好的印象 。其次，时间利用不到位，讨论

总体比较懒散，组织性不强，甚至中间出现了几次没人说话的尴尬局面。再加上可能因为是

群面，所以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的看法，导致面铺得比较开，有些散。从我个人来看，事前

的准备不到位，在开始前 1个小时大概在网上看了下，导致很多情况下发言都显得很胆怯，

担心说了联想不做的方向。从面试官反应来看，好像还是踩雷了。 还有就是面试过

程中总体形象不是特别好，总是偏头写字。所以以后面试前还是要好好准备一下呀~ 

 

希望联想能再给我一次面试的机会！求好运~ 

 

 

 

3.5 经营分析管培生群面+二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1968-1-1.html 

 

投递时间轴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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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6号   笔试 

 

10月 15号 经营分析管培群面 

 

因为前面一场出现设备故障，所以两场合一场进行群面，一共 9个人，和另一个帖子的同学

分享的流程一样。 

首先是面试官介绍面试流程，然后每人 1分钟自我介绍，接着是无领导小组讨论， 

第一题是根据前面案例所提到的联想的背景和优势，在工业互联网、智慧医疗、智慧教育、

智能制造、智慧交通选择三个领域进行发展，讨论，总结说明结果和原因 

第二题是将第一题所选的三个领域进行排序 

 

10月 18号 hr打电话通知二面（hr小姐姐声音很好听 hhh 

10月 20号 单面，有三位面试官，但是他们只开了语音，面试者需要开摄像头 

 

一开始是自我介绍，面试官有强调介绍专业和实践经验 

之后就是根据你的自我介绍和个人情况进行提问 

我遇到的问题包括，对于投递公司行业的选择（因为楼主学审计每个行业都可以投 ），

对岗位的理解，一些个人情况，整体面试进程很快，面试氛围轻松。 

 

群面+二面用的都是 Microsoft teams，建议面试之前还是先调试一下设备，以免出现故障。 

 

听说这是个神奇的网站，希望联想爸爸能够给我一个 offer！！！  

 

 

3.6 联想经营分析管培生岗位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2384-1-1.html 

 

面试形式是单面，共有三个面试官，应该有一个是 hr 在负责记录，另外两个好像是业务部

门的前辈，主要是针对简历和个人情况进行提问。 

lz 被问到了自我介绍、实习经历、为什么不去会计而要来做分析、还有家庭情况，没有问专

业知识，整体面试氛围没有压力很大但有一丢丢严肃，希望经验对大家有所帮助~ 

攒人品，求 off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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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21 数据分析管培生面试记录：一面+二面+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5153-1-1.html 

 

终于熬完了所有的面试流程，在这里许愿 offer 顺便给大家一些经验 

一面 9 月，群面，大家态度都很和善，一起积极讨论，考的是产品问题，6-8 人，面试官时

不时给予鼓励和提醒，真的是我面过的群面气氛最好的一次 

二面 9 月，业务+hr 单面，主要针对简历和经历进行提问，感觉从求职动机出发，并且有考

核过去的经验对现在的求职有什么帮助，还问了为什么转专业和职业发展相关问题 

三面 10 月，业务+技术单面，现场考察了三个逻辑问题，我本人主攻 Excel 和 sql 所以从这

两方面答题了，面试官有给一些启发的 tips，但我感觉自己答得不好，差不多是三个对两个

的感觉  

感谢联想给了全部面试机会，希望能拿到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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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联想综合求职资料 

4.1 全球供应链管培生-一面-二面全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1919-1-1.html 

一直在论坛看经验，面完联想二面 2 周多了，趁着十一假期也反馈大家一些面试经验，希望

后面的同学能有点信息和信心。 

岗位是今年的全球供应链管培生。 

我 7 月 8 号投的简历，7 月 15 号就已处理了，但没收到任何消息，直到 8 月 23 日才收到

测评邀请。所以大家先别慌，一定要耐心等待。。 

测评就是简单的行测，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别开 VPN 做！！因为在家上网课所以一直挂着

VPN，然后我做到后面就卡死了，重开网页后最后 5 个题还剩三分钟，就全乱选了。。申诉

并没有什么用！！并没有处理给你重做或者时光回溯的机会。大家切记别开 VPN！！ 

测评做完以后，9 月 3 日收到一面通知，正式一面是在 9 月 10 日。一面是群面。群面题目

大概就是供应链最重要的环节是哪个，开放性试题，面完我觉得有大概两个人表达比我好，

要点比我多，但我也贡献且主导讨论了一个要点。具体进了几个我不知道。。 

然后 14 号收到 17 号二面的通知。二面邮件写的是 1V1，但其实是两个业务经理+1 个 HR。

形式就是问答，主要就是简历内容，英文自我介绍，但没问英文的问题。也问了一些对联想

的了解，我回答得很差，面试官亲切的让我多看看联想的官网 hhh。问了职业规划，爱好之

类的问题。氛围轻松。 

但是现在过去 2 周了。，没收到任何反馈，不知道是否有三面。希望国庆后能收到好消息。

也希望大家面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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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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