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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南方电网简介 

1.1 南方电网概况介绍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是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

负责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南方区域电网，参与投资、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和联

网工程，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和港澳地区提供电力供应服务保障；从事

电力购销业务，负责电力交易与调度；从事国内外投融资业务；自主开展外贸流通经营、国

际合作、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等业务。 

 

公司总部设有 20 个部门，下设南网总调、后勤管理中心、年金中心、档案中心 4个直

属机构；超高压公司、南网培训中心(南网党校、领导力学院)、北京分公司 3家分公司；广

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调峰调频公司、产业投资集团、鼎元

资产公司、资本控股公司、南网国际公司、南网数字集团、南网物资公司、南网能源院 14

家全资子公司；南网能源公司、南网财务公司、鼎和保险公司、云南国际公司、南网科研院、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南网传媒公司 7家控股子公司。员工总数近 29万人。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南方电网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南方电网官方网站：https://www.cs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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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南方电网笔试资料 

2.1 2022 春招南方电网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03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3736-1-1.html 

共 110 分钟，其中 90 分钟为综合（主要是行测）+专业知识，此部分不能提前交卷，之后

20 分钟为性格测试，可以提前交卷。 

综合（主要是行测）+专业知识分为： 

1.单选 

1）综合 30 题 

2）专业 30 题 

2.判断 

全部为专业题 25 题 

3.多选 

全部为专业题 5 题 

2.2 2020 应届生新鲜出炉的海南电网计算机类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0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5126-1-1.html 

海南电网今年的笔试时间一如既往的晚，考试时间是 11 月 30 号，地点在城西校区机房。lz

一大早赶过去，人没有多少，也就 200 多人，考试时间是 9 点 10 分到 11 点半，8 点半就

可以进场，几乎每个考场都有几个缺考的。座位号是随机安排的，也就是你旁边的人没有跟

你考同类试题的，所以还是自己要好好准备。 

9 点 10 分，正式开考，这次的笔试真的蛮简单的，40 道行测，每道题 1 分，其中言语理解

10 道，资料分析 10 道，数量关系 10 道，判断推理 10 道题，都挺简单的。而且电脑上还

有电子计算器，是可以点出来进行计算的，所以做资料分析题的时候是相当的爽，一点不慌，

慢慢算，正确率百分百。 

40 道专业课题，其中单选题 20 道，一道 1.5 分。多选题 10 道，一道 2 分。判断题 10 道，

一道题 1 分。总共 100 分的题，专业课考了很多，数据库，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计算

机组成原理，按照 408 来复习绝对没错。后面还有 140 道性格测试题，做完这些题 1 个多

小时吧，不让提前走，只能再检查检查再检查。 

希望笔试顺利，顺利上岸。 

2.3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武汉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3503-1-1.html 

11 月 25 号在武汉参加的笔试（面试写在广东电网的论坛里在） 

一个小时 75 道题 涉及微观宏观管理学会计审计财管税法。题目都不难（当然除了会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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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我不会的哈哈哈） 

40 个单选 30 个判断 5 个多选 

微观宏观管理真的没看过 全是蒙的 还成功的几乎都蒙错了 

涉及到的考点大概记得有： 

代扣代缴收回的消费税是否计入成本 

销售收入季节指数 

消费者剩余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 

凯恩斯理论 

劣等品需求收入弹性 

激励期望理论 

简单随机抽样方法 

现金流量表中投资活动 

罚款支出属于什么支出，这道超级简单的会计题 

能实现不同具体审计目标的审计证据是什么 

综合杠杆、计划审计阶段、定额比例法、权益净利率、科目汇总表的特点、可持续增长率 

希望可以给以后考生们个参考，给自己也算攒个好运吧 

2.4 广州供电局【经济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2679-1-1.html 

11 月 25 号下午考完经济类笔试，现在回来回馈论坛。 

往届广州供电局经济类笔经几乎为 0，坦白讲笔试之前也很迷茫不知从何下手，于是我看了

该岗位招生专业并做了适当的题目范围猜测。该岗位面向的专业为经济、财政、金融类，主

要参考书目我觉得是：微经、宏经、公共经济学。为何不说金融学呢？因为考的太少了（没

什么印象）。当然，可以参考货币银行学、投资学等金融类书籍。 

考题分布：专业 80 题（单选 50+多选 20+判断 10）；行测 60 题；性格测试。时间上，两

个极端，专业题好像剩下 40 余分钟，绰绰有余就是了，而行测 60 题只有 55 分钟，非常赶，

做不完。。 

鉴于大部分关注的是专业题方面，我主要讲这一块（好吧，行测实在没啥可讲的，时间掌控、

熟练度）。 

经济学和财政税收这一块考的比较多：像是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分配理

论这些都是最最基础的（垄断均衡考一两道而已），以及契约线这些，都有考到；宏观经济

学就考到了 IS-LM 曲线不同区域特点，以及流动性陷阱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还有基础的 GDP 平衡式，简单的国民经济循环，边际和平均消费倾向，经济变量只有流量

没有的存量的选项。下面重点来了，财政学！考了很多税，答案不确定，可能我太废了。。

公共预算的分类、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社会消费性支出、流转税、消费税等，很喜欢考几

种税种的区别，还有税率的比较（定额、比例、累进、累退）。我印象中有道题是这样的，

通胀下（累进/累退）所得税制，会让国家税收入实际增长率大于名义增长率。还有，关于

税收的替代效应，（累进/累退）对于储蓄的影响（促进/抑制）。还有，流转税的设计原理。

下面说说金融的，考了准央行、回购协议、授信等。 

以上是记忆中的笔试范围，没有超纲，和我预测的挺近的，但还是有些不会做，哎现在还被

秋招的尾巴拖着走呢。不过秋招的确是个能让人思想上进步的契机（算是强行给自己一个秋

招无战果的理由呵呵呵），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学习上的漏洞，的确思考不足总结不足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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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好。 

最后留个彩蛋，还考了一道，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医保比例是多少？反正我回头查了一下，选

错（摔门！） 

最最后感谢论坛给予的机会与成长。 

2.5 南方电网校园招聘考试面试内容题目汇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6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066-1-1.html 

【转】 

基础题 

1.电力系统过电压分为几类？ 

答：电力系统过电压主要分以下几种类型：大气过电压、工频过电压、操作过电压、谐振过

电压。 产生的原因及特点是： 大气过电压：由直击雷引起，特点是持续时间短暂，冲击性

强，与雷击活动强度有直接关系，与设备电压等级无关。因此，220kV 以下系统的绝缘水平

往往由防止大气过电压决定。 工频过电压：由长线路的电容效应及电网运行方式的突然改

变引起，特点是持续时间长，过电压倍数不高，一般对设备绝缘危险性不大，但在超高压、

远距离输电确定绝缘水平时起重要作用。 操作过电压：由电网内断路器操作引起，特点是

具有随机性，但最不利情况下过电压倍数较高。因此 330kV 及以上超高压系统的绝缘水平

往往由防止操作过电压决定。 谐振过电压：由系统电容及电感回路组成谐振回路时引起，

特点是过电压倍数高、持续时间长。 

 

2.何谓跨步电压？ 

答： 通过接地网或接地体流到地中的电流，会在地表及地下深处形成一个空间分布的电流

场，并在离接地体不同距离的位置产生一个电位差，这个电位差叫做跨步电压。跨步电压与

入地电流强度成正比，与接地体的距离平方成反比。因此，在靠近接地体的区域内，如果遇

到强大的雷电流，跨步电压较高时，易造成对人、畜的伤害。 众所周知，南方电网校园招

聘考试的面试占比达到了 70%，可见南方电网校园招聘考试的面试很重要，奕诚教育为大

家总结了一些南方电网校园招聘考试面试中常问的基础题，供大家参考，有一个复习方向。 

 

3.电力系统稳定广义上可以分为哪几类？ 

答：当电力系统受到扰动后，能自动地恢复到原来的运行状态，或者凭借控制设备的作用过

渡到新的稳定状态运行，即为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电力系统的稳定从广义角度来看，可分为： 

（1）发电机同步运行的稳定性问题。根据电力系统所承受的扰动大小的不同，又可分为静

态稳定、暂态稳定、动态稳定三大类。 

（2）电力系统无功不足引起的电压稳定性问题； 

（3）电力系统有功功率不足引起的频率稳定性问题。 

 

4.什么叫暂态稳定？答：暂态稳定是指电力系统受到大扰动后，各同步电机保持同步运行并

过度到新的或恢复到原来稳态运行方式的能力，通常指保持第一、第二摇摆不失步的功角稳

定，是电力系统功角稳定的一种形式。或是指电力系统受到大扰动时，能从初始状态不失去

同步地过渡到新的运行状态，并在新状态下稳定运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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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变电站里面包含哪些设备（请说出五种以上）？答：变压器：是一种交流电能的变换装置，

能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电流转变为同频率的另一数值交流电压、电流，使电能传输、分

配和使用，做到安全经济。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用于将高电压设备和母线的高电压、

大电流按规定比例变成测量仪表、继电保护及控制设备的低电压和小电流。在额定运行情况

下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为 l00V，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为 5A 或 1A。断路器：正常运行时用

于将设备或线路接入电网或退出运行，起控制作用；当设备或线路发生故障时，能迅速的切

除故障，起保护作用。隔离开关：主要作用是在设备或线路检修时隔离电压，以保证安全。

它不能断开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应与断路器配合使用。避雷针和避雷器：避雷针是为了防

止变电站遭受直接雷击；避雷器用于防止雷电波侵入变电站，同时也可以防止操作过电压对

变电站设备的损坏。 

 

6.变电站设备都有哪些作用？（说出 5 种以上） 

答：见上题。 

 

7.变压器按是否需要停电可分为哪几种调压方式？ 

答：变压器调压方式分为有载调压和无载调压两种：有载调压是指变压器在运行中可以调节

变压器分接头位置，从而改变变压器变比，以实现调压目的。有载调压变压器中又有线端调

压和中性点调压两种方式，即变压器分接头在高压绕组线端侧或在高压绕组中性点侧之区别。

分接头在中性点侧可降低变压器抽头的绝缘水平，有明显的优越性，但要求变压器在运行中

中性点必须直接接地。无载调压是指变压器在停电、检修情况下进行调节变压器分接头位置，

从而改变变压器变比，以实现调压目的。 

 

8.变压器的线圈绕线方式中，常说的 11 点绕线方式是指原边绕组电势超前副边绕组电势还

是滞后副边绕组电势，11 点的含义是什么。 

答：可以说是副边超前原边 30 度，或者副边滞后原边 330 度；原边绕组电动势滞后副边绕

组电动势 30 度。 

 

9.主接线的基本接线形式有哪些？ 

答：有汇流母线的接线形式：单母线接线、单母线分段接线、双母线接线、双母线分段接线、

单母线分段带旁路母线接线、双母线带旁路母线接线、一台半断路器接线、113 台断路器接

线、变压器母线组接线无汇流母线的接线：单元接线、桥行接线、角形接线。 

 

10.什么叫一个半断路器接线？有哪些特点？ 

答：对双回路（出线和电源）而言，三台断路器串联跨接在两组母线之间，且两个回路分别

连接到中间断路器两端的双母线接线。其特点是：任一母线故障或检修，均不致停电；任一

断路器检修也不引起停电；甚至于在两组母线同时故障（或一组母线结案修另一组母线故障）

的极端情况下，功率仍能继续输送。 

 

11.对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操作顺序有何要求？ 

送电时，先合隔离开关，再合断路器；停电时，先断开断路器，再断开隔离开关。 

 

12.三相功率和单相功率的关系是什么？它们的标么值之间的关系怎样？ 

答：三相功率是单相功率的三倍，他们的标幺值则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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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什么是标么值？三相电路中的基准值应满足什么关系？一般怎么选取？ 

答：有名值是电力系统各物理量及参数的带量纲的数值；标幺值是电力系统各物理量及参数

与基准值之间的相对值，是不带量纲的数值；应使各量基准值之间的关系与其有名值间的关

系具有相同的方程式。一般只选定电压和功率的基准值。功率的基准值取系统中某一发电厂

的总功率或系统的总功率，也可取某发电机或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有时也取一个整数；基准

电压则取参数归算的那一级额定电压。 

 

14.不对称短路时，运用对称分量法可将不对称的三相相量分解为三相对称的相量，分别称

作什么分量？ 

答：正序分量、负序分量和零序分量。15.短路按故障类型，可分为哪几种形式？哪几种短

路情况下没有零序电流？答：单相短路、两相短路、两相短路接地、三相短路；两线短路和

三相短路不会出现零序电流。 

2.6 南方电网考试的内容，仅供参考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6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055-1-1.html 

【转】 

都是专业知识，得看你是学什么专业，申请的时什么岗位。是机考，都随机抽的题，就像考

计算机等级考试一样，题就那些，每个人抽的题都会不一样。比如你是学的电气工程，你考

的就是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高电压、继电保护、电力系统、发电厂电气部分，电解质物理等

等这些专业课都要考，不过都是选择判断。很基本的东西，很多人也都不会。面试就多说说

你的特长。不用太担心，很简单的过程，没有外企那么严格。进来后未必会令你满意!祝你

好运! 考题的话不好意思我也没有，而且在网上也很难找到的，这类考题很少，请见谅。 

2.7 南网笔试 财务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6734-1-1.html 

时间是 12.18 我考的财务的广州地点在大学城华师  超级多人 3 点钟开始 2 点钟就很多人

在等了 

考试时间是 1 个小时 非常短 全都是专业题 题目涉及经济学 财务会计 成本会计 财务管

理 审计 税法 管理学 管理会计 

单选 多选 判断 一共 75 题 

题目不难 但是涉及的科目多 复习麻烦  我宁愿考行测申论- - 

复习了解基本概念就 ok 了 不用复习太深的东西  个人见解 仅供参考 

 

南网竞争很大 发个笔经攒点人品吧 

神奇的论坛 展现你的巴拉拉能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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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南方电网考试的内容，仅供参考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6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055-1-1.html 

【转】 

都是专业知识，得看你是学什么专业，申请的时什么岗位。是机考，都随机抽的题，就像考

计算机等级考试一样，题就那些，每个人抽的题都会不一样。比如你是学的电气工程，你考

的就是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高电压、继电保护、电力系统、发电厂电气部分，电解质物理等

等这些专业课都要考，不过都是选择判断。很基本的东西，很多人也都不会。面试就多说说

你的特长。不用太担心，很简单的过程，没有外企那么严格。进来后未必会令你满意!祝你

好运! 考题的话不好意思我也没有，而且在网上也很难找到的，这类考题很少，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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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方电网面试资料 

3.1 南网国际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9091-1-1.html 

开一个南网国际的贴子，发现之前可供参考的很少，供后来人借鉴吧 

十一月中旬收到南网国际一面通知，面试是视频形式，英文自我介绍，其余中文面试，主要

围绕简历 

今天收到二面（群面）和笔试通知（没错，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所以请耐心一些） 

其余的，等楼主参加过之后再来补充 

 

求一个南网国际的 offer 

-------------------------------------------------------------- 

更新: 

好了，继续更新哈 

面试最后是十个人，直接是终面 

上午：笔试，主要是专业知识；群面：五人一组，英文材料，每人三分钟用英文说自己的观

点，剩下中文讨论、一个人总结 

下午：多对一终面，应该都是部门领导，英文自我介绍、开放性问题面试 

好啦，楼主求一个 OFFER 

3.2 南方电网财务公司广州站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8811-1-1.html 

12 号收到了南方电网财务公司 16 号早上的笔面试通知，然后今天早上笔试（耗时 1h，主

要是会计和宏微经&商业银行的知识）完后，经历了一场等待 2 小时面试 5 分钟的“劝退”

面试（lz 大致情况：广州某 211 小硕，目前拿了两家四大的 offer&一些杂七杂八的中小公司

的职能岗 offer） 

面试情况大概如下： 

我：3min 的自我介绍 

面试官：简单点评了一波之后开始了他如下的“实力劝退”：南方电网财务公司的广州总部

是不校招的，这次校招的都是要外派到广西、海南等 4 个省份的分公司，根据我以往五年多

的招聘经验你们学校的本科生大多是不愿意去的，研究生就更不用说了....（我：那你还把

我喊来面试干嘛，不过反正都已经浪费了我 3 个多小时了，那我干脆直接问问薪酬待遇吧，

不是都说南网系统待遇还行吗，至少应该比四大高吧） 

薪酬情况和发展情况大致如下（如果他没骗我）前三年根据具体定级每月到手 3k-6k（我：

what？？？这薪资待遇究竟是怎么吸引这么多人投南网的，性价比连四大都比不过啊）然

后他还强调了校招生至少要在下面的分公司待 2 年，2 年之后能不能回广州总部看有没有指

标&你自己的工作表现&和你同个分公司的人的工作表现，而且大概 2/3 的人得长时间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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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公司（至此最后一线希望都被他完全摧毁，这样的发展情况和待遇我还不如去银行呢

ok fine 本来准备好的问题也不想反问了，我还是接受现实去 EY 做审计狗吧） 

 

最后求求贵司如果明知道自己能提供的工作地点、待遇&发展大概率不能满足求职者的要求，

就不要喊人来面试啦，或者至少在短信或者校招公告里详细写一写情况嘛 

3.3 南方电网国际视频面试，求好运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8501-1-1.html 

刚刚面试完，来发一波积攒 RP。    面试是智联招聘组织的，通过 QQ 视频方式，说是给外

地学生一个面试机会。LZ 小硕一枚，坐标上海，哈哈，记得投的也是上海岗位，不知道为

什么说是外地学生。。。。 

    面试前一天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加 QQ，测试一下视频面试的光线问题，很快，5 分钟搞

定。 

    面试当天提前半个小时准备，等待在电脑前。正式面试时间比短信通知的面试时间提前

了半个小时，可能有人没有面试吧。视频开启前，会文字问你准备好了么，准备好了后，对

方点开视频，开始面试。有两个面试官。主面试面试官先说面试的流程：自我介绍+提问+

英语面试。还问可以接受英语面试么，可能之前有人拒绝了？？不清楚，LZ 虽然英语渣渣，

还是说可以。 

    一分钟自我介绍，没有人掐时间，所以说多说少无所谓，比较纠结的是对方是在会议室

面，开了扩音器，你在说话的时候，还可以听到对面传来的自己说话的声音，真是巨大的干

扰！ 

   接下来是主面试官提问：就问自己的实践经验什么，说说社团经历，还有就是自己觉得

比较有趣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等等，就是简历上的一些事情。还问觉得自己区

别于他人的优点是什么。LZ 保研进的研究生学校，问学校为什么会选择你。整个过程中没

有专业问题。 

    然后是主面试官英语测试，就是问别人认为你是怎么样的人，以及你觉得自己的英语怎

么样。LZ 说自己觉得不好，他又问，那给你一个项目，全程用英语，你会如何提高自己的

英语。 

    最后是副面试官提问，自己对未来 5 年的生活和工作规划什么的。 

    第一次视频面试，感觉还是很不适应。诶，只能祝自己好运！ 

3.4 南方电网二面~财务~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4407-1-1.html 

地点在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海丽文体楼~ 

因为我学校离华工很近 而且海丽文体楼离地铁口很近 

我很淡定 所以出发比较晚  还是早点出发好  短信上是 9 点半 我去到 9 点 15 分 但是 9

点半面试的人已经喊名字了   

到了之后就签到 到指定区域等  有人喊了 再进到面试地点继续等  有很多面试组 里面还

摆满了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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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下一个到我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了 带路的小哥很 nice 在跟我聊天 还安慰我不用紧张 

谢谢他 

事实上 4 个面试官都很 nice   大大的微笑 

先是自我介绍  然后根据我的自我介绍问问题  主要是实习经历 在校经历 问得非常细 所

以不要在简历上说谎 

例如 我是助理班主任 他就问了助班是干嘛的 中间有什么收获 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

情  遇到什么挫折  为什么当助班 各种问题 

我有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旁边的面试官说很感兴趣 就很详细地问了项目的内容 进

程 成果 感悟之类的   

我还有另外一篇论文 是打酱油的 也被问得很详细 我就很诚实地回答说 我做的工作不多  

也说了理由 论文主要是数学建模 我负责的财务分析是辅助   

然后问了特长 据说如果不回答唱歌 还会叫你唱几句  乐器的话会问考了几级   所以还是

要诚实   

我会弹一点吉他 但是还是没有说  当然我还有其他特长 

还问了什么我都忘了 。。。 

最后面试官说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但是 今年竞争激烈 有很多研究生 博士 985 211 的学

生来面试 挤的人太多了 可能你能在市公司工作的机会不大 应该要去县区   

很高兴面试你 如果你不能来南网 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 

写到这里还是深深的叹气  怪我高三不好好学习 （宝宝是广东某一本尾学校） 

但是在此给师弟师妹们说 大学还是好好努力  就算学校不是很优 努力了还是会有机会跟

好学校的学生同台 PK 的 

3.5 2016.12.3 南方电网综合岗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0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2299-1-1.html 

本人应聘的是综合类的法律岗。笔试考的是行测、专业知识和性格测试，看着大家的笔经说

说英语好难，我一度以为自己漏了一部分题没做，死心之际智联招聘居然发短信告诉我通过

了笔试，并去华北电力参加面试。 

面试分好几场，我是 2 点半场，好死不死还是第一个面试的。面试地点在国际交流中心的多

功能厅，里面各个角落摆了几十组面试台，我被分到了第十几组，考官有七八个，一个年轻

的负责分发简历，另一个负责记录，其他的发问，整个环境闹哄哄的，感觉自己像菜市里任

人挑选的大萝卜。 

首先是把简历交给各位面试官，然后就是开始常规的自我介绍。 

凭着印象把新鲜出炉的面经问题呈上，攒个人品： 

1、过司考了吗？司考多少分？ 

2、你发表的这篇论文名字叫什么，是第一作者吗？主要内容是什么？ 

3、你参加的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什么的？你检索资料的方法有哪些？ 

4、你对南方电网有什么了解？ 

5、为什么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不一样？ 

6、你的家庭情况？ 

7、你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吗？ 

8、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9、你担任的一些班级及学校干部为什么都是在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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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通过你简历上列举的实习，你对你的求职有什么看法 

11、你在每个实习工作中都是做什么的？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这个实习的？ 

12、你现在还打排球吗？(自我介绍里说自己曾经是校队排球主攻手。。。。。。) 

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专业问题，全都是针对简历特别细致的追问，但都特别犀利，一度我都

觉得面试官们是在没话找话。不过最后走的时候面试官们留了一份我的简历，我也不知道这

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会有好消息。 

11 点花了一个多小时去昌平，总共待了一个小时就结束掉面试，又匆匆公交转地铁的回到

了海淀。不管怎么说，攒个人品，祝好！ 

3.6 2016 南网视频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73524-1-1.html 

QQ 视频面的。。 

我投的是某三线城市的财务 

 

首先是自我介绍 嗯 我说了我成绩很好 

然后面试官看了我的成绩单说 嗯 成绩真的不错！ 

然后！！！！！！！！！前方高能预警 

他按着我的成绩单一个个科目问问题啊啊啊啊 我是考临时抱佛脚考的高分啊   他问的我

都忘了啊啊 

no zuo no die 啊 啊 啊 装什么逼啊我 

硬着头皮乱答 还好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财务管理部分我答的还可以 高级财务会计 控股合并什么的就呵呵了 

然后问了实习情况 爱好 愿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工作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面试官专业知识好厉害啊啊！大神啊！声音好好听啊啊！！ 

看在小女子如此崇拜的份上给我过吧 

神奇的论坛  写份热腾腾的面筋求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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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方电网综合求职资料 

4.1 南方电网能源研究院笔面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9074-1-1.html 

白嫖了应届生求职网好久，现在终于有机会贡献一点点信息了 hhh 

南网能源研究院的笔试和面试真的是搜刮了全网都没有看到，留点真题给后人哈哈哈。同时

希望过了啊！！！ 

 

【初面】 

楼主选择的视频面试，华南区初面 26 个人，每人 10 分钟。楼主遇到的问题都很普普通通，

问住址/家庭背景/宏观经济学了什么/有没有男朋友/对电力行业的看法。作为一名研究生，

怎么可能记得我学了啥呢，反正就是随便扯吧。。有准备的话就更好了。 

 

【笔试和二面】 

笔试和二面连着两天，晚上笔试，白天安排面试。笔试内容五花八门，不同岗位题目不一样。

楼主是宏观经济研究岗，所以这边透露的仅仅是宏观的题哈。 

笔试时长 2 小时，分两个部分：3 道英语阅读+6 道简答题。 

简答题有：如何看待最近的国内经济形势/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何看待 LPR 对中国

经济的影响/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内容，分析对能源电力行业的影响/如何中美贸易摩擦及未来

发展 

（害，为啥记这个记得一清二楚，就是宏观微观学了啥一脸懵逼呢哭晕） 

 

二面每个人 15 分钟，面试形式 1 对 6 个面试官。PPT 展示研究成果或项目经历，展示完毕

面试官问问题。楼主的问题都没什么专业性问题，都是问优势啦/本科对硕士的帮助啊/对银

行感兴趣吗/个性啊/怎么看待电子烟行业啊.....可能是我太菜了所以就不问我专业问题吧

orz。 

 

二面就是终面了，啊希望有好消息！！！！ 

4.2 南方电网公司的考试与面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6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056-1-1.html 

【转】 

哥也是个过来人，你不用太担心，电力专业还会考点专业知识。非电专业理论考试的话都是

些类似公务员考试的题，都挺简单的，考考你逻辑关系这些，不用太担心，面试的话跟其他

普通单位面试差不多，自我介绍啊，说说对该地区和该供电局的印象和认识，不用太紧张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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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00 字中国南方电网笔试面试综合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4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8542-1-1.html 

我投的是某三线城市的财务。网申之后，先面试后笔试。一面为视频面试，二面为现场面。 

 

11 月 20 日视频面试。 

 

短信通知你加面试的 QQ，在某个时间段在线等候。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看得见你，你看不

见面试官。我的面试时间在 14：00，那时候舍友在睡觉，我是在阳台拿着 iPad 面的，哈哈

哈。 

 

面试内容： 

首先是自我介绍，其中一句，我说了我成绩很好。自我介绍完毕之后，面试官看了我的成绩

单说，嗯，成绩真的不错！然后！！！！！！！！！他按着我的成绩单一个个科目问问题啊

啊啊啊。我是考临时抱佛脚考的高分啊。no zuo no die 啊啊 啊 装什么逼啊我。 

 

全程硬着头皮乱答，还好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不得不说面试官很厉害！他对每一科的内容都很熟悉，提出的问题有些是很细的点，例如杜

邦分析法有什么缺点。所得税暂时性差异是什么。有些问题是观点类的，例如，合理避税，

折旧方法的选择。 

问到高级财务会计的时候，它还假设了一个背景，问了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后来可能是问

累了，就问了这个科目学了些什么，例如资产评估，你学到了的大致内容。 

 

问完专业问题之后，问了大学期间的实习情况。考取了什么证书。特长。愿不愿意去偏远地

区工作。 

 

最后他说，我问的问题很难吗，你一直皱着眉头。（你说呢！！）我笑了一下。他又说，不

过你答得很不错。视频面试就结束了。想要问更详细的，来我个人微信公众号找我。个人微

信公众号：路澄。 

现场面试 

面试时间是 12 月 5 日到 12 月 12 日中的某一天。留意短信的时间，然后去就可以啦。 

强调时间段是想说，面试官在这一个星期内都在面试，阅人无数，肯定会很累，而且所以在

面试的时候应该更加注重吸引面试官的注意力，突出你的闪光点。 

 

地点在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海丽文体楼。据说差不多年年都在这里。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

我给你发现场的照片。 

 

因为我学校离华工很近，而且海丽文体楼离地铁口很近。面试那天，我很淡定，所以出发比

较晚。但还是早点出发好，短信上是 9 点半。我去到 9 点 15 分。但是 9 点半面试的人已经

喊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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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之后就签到，指定区域等。工作人员喊你名字了，再进到面试地点继续等。海丽文体馆

内有 20 多组面试组，里面还摆满了吃的。 

 

面试我的 4 个面试官都很 nice，大大的微笑。还有暖场的开场白是欢迎你来面试，巴拉巴

拉的，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面试内容：先是自我介绍。然后根据我的自我介绍问问题。问的主要是实习经历，在校经历

问得非常细，所以不要在简历上说谎。要不然他一点点抠你细节的时候会有破绽。 

 

例如：我是助理班主任。他就问了助班是干嘛的，中间有什么收获，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

事情，遇到什么挫折，为什么当助班。等等的各种问题。 

 

我有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其中一个面试官说很感兴趣，就很详细地问了项目的内容、

进程、成果、感悟之类的。然后问了特长。在场外的时候听说，如果你回答特长是唱歌，还

会叫你唱几句。乐器的话会问考了几级之类的。所以还是要诚实，有证据证明你的特长是特

长。这句话好别扭。还问了什么我忘了。 

 

最后面试官说：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今年竞争激烈。有很多研究生、博士、985 ，

211 的学生来面试。挤的人太多了，可能你能在市公司工作的机会不大，应该要去县区。很

高兴面试你，如果你不能来南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 

 

我是广东某一本尾学校。当时听到面试官，好心酸。另外，我在等候区跟坐在我身边的人聊

天，他们都是名校出身。中大的研究生，早稻田大学研究生，波士顿大学本科生等等。跟我

聊天的七八个人里，只有一个男生的学历比我低。但是他长得非常帅！而且声音超好听！哎

呀，我跑题了。但是在此给师弟师妹们说，大学还是好好努力。就算学校不是很优，努力了

还是会有机会跟好学校的学生同台 PK的。而且也有可能把名校的同学干掉哒！不要脸的说，

我就是例子。 

 

笔试 

笔试时间 12 月 18 号。我考的财务的广州地点在大学城华师。超级多人。3 点钟开始，2 点

钟就很多人在等了。 

 

考试时间是 1 个小时，非常短。全都是专业题。题目涉及经济学，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财

务管理，审计，税法，管理学，管理会计。 

题型为单选、多选、判断，一共 75 题。题目不难，但是涉及的科目多。复习麻烦，我宁愿

考行测申论。因为科目太多了，如果当年有好好学习的话，翻一下书，记起大概学了什么内

容，看一下重点就 OK 了。不用复习太深太偏的东西，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offer 

 

   考完之后，就是等通知了。按照往年的师兄师姐说，一般是年后才会通知。 

但是我在过年前，1 月 11 号，收到了 offer。 

是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人给我打电话。HR 跟我说我被录取了的时候，

跟我说，我笔试考得很高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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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说了日后的工作地点（是某个四线城市，具体我不透露）那城市在我家所在的城市隔壁，

比较落后。我就跟他说，能不能分配到我家所在的城市。他就说，我家所在的城市属三线城

市，我的学历以及学校不够好，去不了。 

也应了二面的最后的时候面试官跟我说的那段话。HR 还给我分析了一下分我去的那个城市

的南网的优势，最后就说给一点点时间我考虑。 

说了我要寄给他们的资料，以及考虑的截止时间。你猜我最后有没有去？ 

终于写完拖了很久的南网综合经验了~  

4.4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省电网）面试+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8336-1-1.html 

从网申到笔试结束，感觉自己都是处于被动状态，面试笔试南网的过程中和其他人一样，企

图从各大网站搜罗到有用的信息，发现很少很少，所以特地把今年自己求职的经历分享和大

家，希望对以后进南网的人提供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首先，楼主是非 985，非 211 院校的

普通硕士研究生（南昌航空大学），区域管理与公共政策专业，无任何关系背景。南网的统

一面试和笔试均未在江西省设立考点，所以楼主所有的面试和笔试均选择了就近的城市---

武汉。下面具体和大家分享一下面试和笔试经验： 

具体时间分布： 

        2016 年 11 月 9 日，在中国南方电网招聘网站进行网申，并选择职位；（楼主选了 6

个） 

        11 月 20 日，茂名供电局委托智联招聘通过短信发送视频面试通知，给的回复时间

很短就 1 天。我 20 号上午收到通知，要求 21 号 18：00 点前回复； 

        11 月 26 日，收到广东电网的面试预通知，地点可以自己选择，我的面试地点是武

汉华中科技大学； 

        11 月 29 日晚上，收到正式的全国统一的面试通知，短信提醒面试需要准备的资料

和面试区域； 

        11 月 30 日，全国统一面试； 

        12 月 7 日下午，智联招聘电话通知是否参加笔试，晚上短信通知是否参加笔试，

并自主选择考点； 

        12 月 14 日晚上，正式的全国统一笔试通知，告知哪里打印准考证，考点及注意事

项。 

        12 月 18 日，全国统一笔试（下午 15：00 开始）。 

         总的来说战线还是拉的比较长的，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楼主因为自己专业的原

因，在网申阶段选择职位出现了偏差，所以到后来面试有点小尴尬。所以建议以后网神的同

学，最好按自己所学的专业进行选择，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你以后面试和笔试的内容。楼主

所学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当时学校还没有完全确定所发学位，只是听学院说可能发管理学或

者法学，所以楼主报的是法务岗和行政管理岗，其实楼主所学的是偏行政方向的。面试的时

候才发现，我是不能报法务岗的，以后的同学要注意这点，法务的专业要求很严，必须是所

学专业就是法学，因此，即使楼楼毕业的时候发的是法学学位也是不符合要求的，毕竟楼主

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还没考过司法考试。网申只要按自己的真实情况，认真填写，我觉

得都没有很大问题。 

          其次，有些供电局是不需要视频面试的，当时我报了茂名供电局，要求发送视屏

面试，内容很简单，要求发送 3-5 分钟的自我介绍（有才艺的可以才艺展示）就可以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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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是全国统一面试，南网的通知都是由智联招聘通过短信或者电话发送的，短信居多。所

以，投了电网那段时间要注意保持手机的畅通，有时候给的时间很短，大家不要因为漏接电

话或者漏看短信错过机会。大概一周之后就收到了全国统一面试的通知，也是短信发送的，

江西不设面试点，楼主就近选择了武汉，面试地点是华中科技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面

试那几天比较冷，楼楼是当天从南昌坐动车过去面试的，穿的很厚，圆滚滚，到那里就傻了，

发现别人都是西装革履的，楼主当时那个崩溃啊~~所以，建议以后的面试人员，尽量正装过

去吧，不一定对，但是绝对不会错，不然就会像我一样尴尬。流程和公务员面试差不多：签

到--候面--面试。不得不说，南方的 HR 还是很专业的，态度也别好。工作人员会根据所报岗

位让你到不同的候面区等候，再一一面试。楼主当时被分到第一组第位面试，这个顺序我也

不知道是怎么排的，工作人员会念名字，跟着他就行了。面试的人很多，本来不紧张的，主

要是自己没准备正装，脸皮厚的楼主居然也开始紧张了。进入正式面试才发现是 6 面 1，5

个面试官负责问各种问题，1 个人负责审核所有材料（要求带各种原件，所以网申一定如实

填写）。开始是自我介绍，接着是各种问题，很多都是从你的自我介绍里来问的，所以自我

介绍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挖坑，不会的说会，5 个人，一个听你说的一句，就可以问你 5 个

问题。楼主当时算是反映比较快的，因为网申的原因，选择了法务（楼主不能做法务），当

听到面试官说不满足条件的时候楼主立马申明接受岗位调剂，可以做管理岗。幸好自己也报

了 2 个管理岗，HR 也很人性化，楼主后来的笔试就是按行政管理笔试的。 

          面试问了 2 了专业问题：1：你理解的行政管理是什么样的？2：你是单位最基层

的工作人员，在一次总经理讲话会议上你负责做会议记录，你按总经理所讲的内容做了完整

笔录，会后要求将会议内容发出去，发送之前需要交董事长审核。董事长审核后把你写的经

理讲话部分的内容全部改掉，还骂了你一顿，把你的经理和主任也训了一顿，董事长要求你

马上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稿子发送到公司各个部门，请问，此时，你怎么办？第一个问题

按专业知识加自己的理解回答就好，第 2 个问题就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问题很长，当时楼

楼也有点蒙，好在马上反映过来，很淡定的把面试官提的问题复述了一遍（1.保证自己听清

楚了问题；2、给自己思考的时间），然后按自己的理解回答。遇到这样的问题，楼楼认为不

要慌，因为开放性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按自己的理解，冷静回答就好，千万不要支支吾

吾或者停在那里。其他的问题都很简单，比如，你为什么选择南网？你和别人竞争的优势是

什么？大学和研究生担任班干，你认为你学到了什么。。。。很开放，比较多的问题是根据你

的自我介绍来问。 

 

         一周之后，下午收到智联的电话，晚上收到短信，通知参加全国统一笔试。楼主

赶紧在网上搜罗信息，好多人都说管理类考综合管理，65%的行测，35%的专业知识，楼楼

想着，反正电气知识是不会的，那就看看行测吧。接下来将近 10 天，窝在图书馆把国考的

行测题都做了一遍，然而，考试并没有考一题行测。笔试是 60 道行政管理类和电气类的题

目（1 小时），当时那个心塞啊······单选、判断、多选，厚着脸皮往下蒙啊~~~完全凭着

当年考研的记忆在做题，毕竟不是根正苗红的行政管理专业，所以只能看运气和缘分了。武

汉站的笔试人数是 600 人，刷多少不清楚，专科、本科、硕士、博士都一起笔试。楼楼当时

和华科的硕士和武大的博士一个考场，人家都是 211、985 学校，所以脸皮一定要够厚，心

态要够好，一步步认真走就对了。笔试结果如何楼楼也不知道，看自己的造化了。 

           以上经验均源于个人的面试、笔试经历，仅供参考噢~~~ 

4.5 广东电网法律岗面经+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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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7931-1-1.html 

先介绍基本情况，女，本科 211，研究生 211，我是在华北电力 12.04 号那场进行面试的 

国企的面试现场就不多说了，那叫一个人山人海。整个面试在一个大的会议厅举行，分成很

多小组，每个小组五位面试官。到现场后先签到，然后听工作人员安排进去。 

我是在前几天收到面试通知时就被分了签到区，不知道最后面试分组和这个签到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是比较早签到，所以很快就轮到我面试了。 

首先说明个人没有被问到专业问题，但是我有看到其他面试法律岗的人被问了债的发生原因，

所以究竟有没有我也不太清楚，最好能准备一下以防万一。 

整个面试就是围绕我的学习和实习经历进行的，问到了你为什么会选择法务不留律所，你之

前在律所是干什么的？如果今后从事律所，想做诉讼还是非诉呢？为什么投了这几家公司，

可以接受调剂吗？还被问了司考成绩多少？哪一年通过的？有小哥拿了我的司考证看了一

下做记录，所以最好能把自己的所有证书都带过去。 

关于接不接受调剂的问题，我没有深聊，但是大家都知道广州是很难留下的，所以法律专业

非清北的最好选择调剂，去珠三角能留下的机会大得多。 

整个面试时间不长，和面试官谈了下就出来了，也有谈了半个多小时的。 

 

我不知道面试会不会刷人，但是后来短信通知去笔试后，我在考场那里看了一下，法律岗的

笔试名单基本上留下来的都是北清人政的硕士，本科生只有一位政法的，其他学校就有一位

北理的硕士，虽然全国有很多考场，我还是倾向于觉得应该是有根据简历和面试表现刷一批，

但是也有人说不会刷，面试的都能去笔试。 

 

笔试就是专业题，60 分钟，题量不大，考的都是民法商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相关的内容，

比较基础（但是对于研究生来说远离课本太久，基础不一定是好事，有可能法条上规定的时

间你都答不上来，所以认真复习是必要的），题型为：单选判断多选。 

没啥好说的，会做就会做，想不起来只能靠朴素的法律情感了。 

 

最后结果不知道怎么判定，现在也只是在等消息，希望这个神奇的论坛能带来好运吧。 

工作这件事真的很看运气，竞争对手面试感觉也很重要。法律专业女生就业其实挺难的，但

是希望秋招受挫的女同胞们不要放弃哈，大家一起加油，总会有一个好工作的。 

4.6 广东电网 财经类笔试+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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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7733-1-1.html 

lz985 财会类硕士，本科是 211 管理类专业。 

12 月几号我忘了，华科的那一场统一面试。 

 

 

广东电网财经类是先面试后笔试，和往年一样的海面海笔。先说面试： 

面试可能会涉及专业问题，但根据我自己和身边的小伙伴反应，基本没有怎么被问及专业问

题，都是以自我介绍和简历为契机来问问题。面官配置：5 个人，两位女士（可能是 hr？），

两位专业面官，还有一个负责收材料、扫描证书成绩单什么的。我和小伙伴报的是不同的公

司，不同的地域，所以面官不同，所以应该是根据所报的岗位来分配。 

我被中间的面试官问到了简历里写的一篇关于海外并购的案例，回答得我自己还算满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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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官也满意，但他后面追问我对南网加强资本市场化、进入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的看法时，

宝宝就懵逼了，呵呵呵。这一位可能是大一点的 boss，他透露说除了招财务核算岗位，南

网也考虑资本市场化、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但是，我没有考初级会计证书还被另外一个面试官嫌弃了，就只能解释说平时写论文、考

cpa 占去了很多时间。这位面试官应该是我投递的某一家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在我回答自己

的研究方向是财务管理之后，他就更不开心了。面试结束后，他把简历还给了我。不过，上

面提到的另一位面试官留了我的简历。 

关于留简历这个问题，4 份简历，我是被留了两份。我身边的小伙伴是报的另一个城市，说

她没有怎么被问问题，所有的简历都留下来了。面试结束遇到的电气（？反正跟电有关我也

不懂）类专业的同学，就是都被留了一份简历。 

 

笔试： 

1 个小时，题型是单选判断多选。题量好像是 65 道吧，其中多选 5 道题，大家普遍 40 多分

钟就做完了，不能提前交卷哦。 

考了经济学、管理学（比如领导者的职能什么的）、人力资源、审计、会计、财务管理等等，

专业知识考得不深入，但是题目类涉及的内容非常全面，和小伙伴出来都感慨，跟做阅读理

解一样的，毕竟本科的时候学的吉芬商品啊什么的全忘了。 

 

p.s. lz 在网申的时候基本就面临截止了，所以就是一顿瞎投，没有好好做功课，我投递的时

候广州供电局已经统一笔试过了，浪费了一个机会。然后，其实去年在事务所实习的时候，

我是在南网年审项目呆了一个半月的，审计了他们四家子公司，有比较牛 b 的南网科研院

和南网财务公司，以及很有钱的南网党校。这个内容在面试时我并没有提到，所以没有发挥

什么优势。 

p.p.s.我投递的岗位有一家是南方电网国际有限公司，这个公司貌似是做越南老挝那边的电

厂投资什么的，往年没有校招只有社招，竟然前天给我发了网上测评通知，原来也是分开招

聘的。 

既然在这里发帖了，就把自己的心路历程一起说一下吧，整个校招季我是比较失败的，因为

一心想进本校所在省会（某三线城市）的四大，所以一心扑在这上面，对于其他的机会不热

衷、没有怎么投递简历，对于获得的面试机会没有认真准备、好好对待，唯独对某家四大异

常执着，却止步于终面，因为只招了 3 个人、僧多粥少，也因为自己可能真的不适合； 

自从定了这个求职目标，每一步我自问都非常用心地准备、认真地对待了，可是走到了最后

一步，才发现对方想要的不是我心里所期待的那一类人；而四大，也并非在哪里都一样，家

乡的这家，可能就是更加本土化、重资源和效率、是否认同企业文化？是不是听话做事？是

否具有较高的可塑性？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真的非常现实，这个教训也非常惨痛。 

整个秋招季几乎一无所获，也让我反思了许多。虽然不知道未来有什么，但脚踏实地做好现

在的事情，是没有错的。 

最后，还是希望这个神奇的论坛能给我带来一点儿好运～祝大家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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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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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