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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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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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用电气(GE)简介 

1.1 通用电气(GE)概况介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通用电气(GE)的概况，你可以访问通用电气(GE)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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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通用电气(GE)面试资料 

2.1 GE 医疗 2021OMLP EID base 无锡 面经回馈论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7 月 0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7318-1-1.html 

很感谢 BBS 提供的帮助，以下整理了 GE HC 的面试经验，回馈论坛。 

【整体感受】 

面试体验感最好的一家公司，6 月 7 号收到群面通知邮件告知 8 号面试，由于时间问题协商

至 9 号面试。6 月 10 号就收到了二面通知的电话和邮件，面试时间是 6 月 15 号，有充足

的时间进行准备，15 号当天晚上就收到了面试通过的电话，HR 小姐姐发了口头 offer 并且

把我拉进了全国的 OMLP 群里。6 月 22 号收到了 offer 邮件。效率真的可以说很高了，暑期

实习面了华为、拜尔斯道夫、3M 和 GE，GE 是我拿到的第一个实习 offer，想起当时只是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投的，没想到最后拿到的并且确定要去的就是 GE！ 

 

【电话面】 

据说是有的，但给我打电话的姐姐只是简单的问了我工作的地点能够接受吗？并且说帮我安

排一场本周的群面（当时是 5 月 6 号，但并没有。。。所以一度以为自己与 GE 无缘）。 

 

【线上群面】 

首先 HR 的问题是： 

1）2min 的英文自我介绍？ 

2）对 OMLP项目的了解？ 

 

题目是：一个关于供应商延迟交付的问题，有 3 个小问，中文讨论回答就行。 

包括我一共 5 个人，3 个男生 2 个女生，大家都很 peace。我担任的角色是 leader。 

 

针对每个人的回答，2 位观察员面试官会提出问题，我和另一个小伙伴被问到的是（最后我

们这一组进的好像就是我们俩）： 

Q1:供应商产品不良率高，你来到了他们的车间，你会跟供应商说什么、做什么？ 

Q2:现在 6月了，5 月份的订单还差 2000 台这 2000台不到，会造成我们巨大的损失，你怎

么办?责任报告什么时候交给我？2000台你打算怎么配送？ 

 

 

最后 HR小姐姐又问了我们所有人 2个问题： 

1）供应商选择时的考虑因素？ 

2）供应商的风险有哪些？ 

 

【线上单面】 

群面时的 2 位观察员姐姐面的我。这部分主要是会从你的简历以及自我介绍还有回答的信息

中挖掘。 

Q1：给我们讲讲你的科研经历、实习经历、社团经历呀，让我们多多了解你。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7318-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通用电气(GE)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5 页 共 19 页 

 

Q2：你为什么想来这个行业？我看你之前也没有过相关的经历？ 

Q3：你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Q4：你在 XX项目中扮演的角色？遇到的困难？ 

Q5：讲讲你对供应链的理解？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了解？你对自己的定位等等？ 

Q6：其实你的背景做研发也可以，为什么选择 OMLP而不是 EEDP？ 

Q7：科研经历带给你的收获和成长？ 

Q8：职业三十年，用几个形容词形容你自己？ 

Q9：你有其他的 offer 吗？会选择 GE吗？ 

Q10：这个岗位 base无锡，未来定岗无锡，你为什么不选择去上海？ 

Q11：英语回答你的缺点。 

Q12：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 

 

 

主要就是这些~ 

面试官姐姐们真的很 nice!我太喜欢她们了！现在我也在 GE HC无锡实习，好喜欢这边的团

队氛围！！！一楼哥哥们多，二楼姐姐们多哈哈哈 

2.2 2021 healthcare OMLP EID （base 北京）个人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6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6427-1-1.html 

看论坛上 OMLP 面经很少，我来说一个吧。个人经历，仅供参考。 

 

2021.6.4 接到面试邀请。简单和 HR 电面了一下，说了一下 LZ 个人情况之类的。 

2021.6.8 群面。我那组群面 6 个人，好像都是研究生。5 位留学生，一位大连理工的研究

生。英文自我介绍，之后全中文。 

                       我所在的组应该没有面试高手，感觉大家水平都差不多。LZ 不是物流

专业出身很多专业名词和定义都不懂。想到什么就说了，但还是过了群面，有点小吃惊。 

                       群面问题基本聚焦在供应链上，6.9 接到通知过了群面。 

 

2021 6.17 单面。2 位面试官，一位 HR,一位项目经理（记不清具体职位了），全中文。 

 

                         面试 30 分种，基本上问的都是我之前的实习，在校科研比赛的经历。

我得经历比较多，30 分钟面试里有 25 分钟都是我再讲话。 

                         项目经理面试官很在乎比赛和实习中的“领导力”。一直在问有没有当

过小组领导，如何处理组员矛盾之类的问题。 

                         HR 面试官问了些对供应链的理解之类的问题，具体不记得了。 

2.3 2020 北京 cap-eid 群面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6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279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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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昨天收到了心怡的 offer，虽然没被 ge 录，但还是想写写群面经历。

毕竟在这里也看了大家写的面经。 

线上群面我们是七八个人的样子，几乎都是 985，但好像并不是按地区划分的，有报北京，

也有报广州的。今年是小年，面我们的应该是 clp 的一个经理，上来就说 ge 缩招了。人还

挺好。 

开始就是英文自我面试，后来就是案例分析，讲的是策划一个销售策略，让 ge 的 pet-ct 成

功卖出。然后就是问他十个有用的问题。很遗憾，我们组问的问题都没有价值，没有找出来

这个题的题眼，最后时间超时，也没有形成最终的方案，就草草结束了。 

事后不知道有没有人通过，总之我是第二天就收到拒信了。 

2.4 通用电气 OMLP EID 苏州二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5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7763-1-1.html 

新鲜滚热的二面面经 

 

上海的 hr 小姐姐会提前跟你约时间，然后邮件里关于线上面试的面试官，时间，如何操作

都非常清楚 

用 microsoft teams 进行的线上面试，大约半个小时 

 

我申请的是苏州的 OMLP-EID，面试官是苏州工厂厂长和 hr 经理 

两位都非常 nice，百忙之中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进行的面试 

因为本人专业是安全工程，第一份实习正好是在 GE 的供应链安全审核项目，就主要被问专

业以及实习方面的问题了 

——我真是七秒记忆，睡个觉起来就有点记忆模糊了 

 

1. 自我介绍 

2. 为什么选择“安全工程”这个专业 

3. 推荐一门专业课 

4. 解释一下获得的一个奖学金 

5. 在哪里看到 GE 的招聘，以及简单介绍下这段实习做了什么 

6.认为安全部门应该向那个部门主管汇报工作 

7. 如果有人不配合安全方面的工作如何解决 

8. 怎么理解纪律和沟通 

9. 本人广州，怎么想到选择苏州 

 

英文部分 

1. 自我介绍 

2. 最 challenge 的事情，怎么做的 

 

个人感觉没有比较少固定问题，主要还是针对个人简历的内容来进行提问，be real 回答就

好 

面试体验还蛮好的，非常感谢提供这个机会，有后续我再来更新 

之前一面电面面经顺便分享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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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6639-1-1.html 

 

2.5 5.7 OMLP EID 一轮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5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6639-1-1.html 

三月投递的，等了好久以为是异地学校所以简历被刷了，结果五一放假后就接到了来自上海

的 HR 电话 

 

基本信息问题： 

1.没有自我介绍 

2.实习地点在苏州能否接受 

3.实习时间的接受程度 

 

1.为什么选择供应链 

2.对供应链的理解 

3.之前 GE 实习经历与供应链的关系 

4.职业规划 

5.(英语)介绍自己做的学生活动 

 

后续还会有苏州的 hr 和业务部门的人线上面试 

 

大部分都是中文，英文没准备卡顿的很厉害，今天接到了另一个上海 hr 电话确认邮箱和二

面时间，写个面经保佑自己 

2.6 GE 医疗费用 CLP EID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06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8600-1-1.html 

好久好久之前投递的暑期实习啊，之前航空利索的被拒了，然后大概半个月之前突然收到了

医疗的电面。在图书馆的我不知所措并且对 HR 的问题一问三不知。但估计之前比较积极沟

通吧，加上太原缺人居然过了，今天上午二面，问对销售这块有没有热情，女生能不能接受

和医院领导吃饭知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北京的 club 也不是白蹦的，欢迎长春的同

学找我蹦迪。）咳咳回到正题，还问对医疗器械销售这块了解，要充分展示你的 networking

能力！敲黑板！感觉 HR很利索是我喜欢的类型哈哈哈 

2.7 GE FMP 电话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08 月 0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182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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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收到邮件，加微信之后约了电话面试。面试内容主要是自我介绍，优缺点，实习经历，

在校经历的介绍，其中英文回答面临的一个困难。面试相对还好不会很刁钻，但是英文说完

我觉得 HR 语气都变了，真是替自己羞愧。。。 

最后说会有笔试的测评。就酱。 

希望做完笔试之后还会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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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区： 

  --  刚结束 GE FMP 电话面试，内容和楼主大概一致，自我介绍，对 GE FMP 项目的了解，

实习经历，英文说一个遇到的困难，职业规划。然后之后就说会把情况反馈给公司，以及会

发一个笔试链接。觉得自己面的一般，分享给大家啦，希望后续有再投的小伙伴们秋招顺利

~ 

 

  --  更新一下，之后收到的笔试 30 分钟内完成，根据一段英文材料，简单算 3 个题目，

都和 contribution margin 有关。感觉应该是不难，但是太久没有接触这样的题目了，竟然

觉得不太会做。。。觉得凉凉 

 

分享一下，如果后续有小伙伴参加的话，祝好运~ 

2.8 2018FMP EID SH 暑期实习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09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4605-1-1.html 

好吧，其实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感觉论坛上面经不太多的样子，那就来贡献一下吧～因为

时间久远，题目的细节实在不记得了，但是面试形式大家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LZ 差不多 5 月份的时候参加了面试，当时一起的大概有十几个人，一个小姐姐带我们进了

会议室后，大家依次坐好，写好姓名贴。然后进来了 hr 以及几位 FMP 的 graduate，很漂亮

的小姐姐，稍作自我介绍。然后要求我们按座位依次做自我介绍，英文，30 秒。 

 

接下来我们被分成四组，每组 4 个人，各组分配到一台电脑、一块夹着白纸的白板，被带到

一个小房间以后，开始无领导小组讨论。群面材料上会告知你阅读多久，讨论多久。题目是

全英文的，大概是 ge 的一个工厂要不要扩建的问题，给了一些数据信息，然后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偏文字性，材料里都有，不难；第二问是让我们决策是否需要扩建，具体内容因为时

间太久远，实在记不清了，反正面试前把财管书好好翻翻准没错。第二问涉及计算，但是说

实话，材料里给的数据并不精确，所以我觉得只要思路对就好，不要太过于纠结细节问题。

讨论是全中文的。 

 

然后时间到了以后，一个小姐姐把我们带回到先前做自我介绍的会议室。每个小组依次用英

文做 pre。可以把先前讨论时写过的白纸直接挂起来当板书，所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最好就

在纸上写好 pre 要点。pre 完会有提问环节，ge 的小哥哥小姐姐以及一起面试的其他组都可

以提问，提问也是全英文。反正我们当时四个组没有一个组的结果是计算对的吧～ 

 

pre 环节结束以后，大家稍作休息，然后 hr 们去旁边讨论了一会儿。回来后马上就公布了

进入下一轮一对一单面的名单。其他人就可以收拾东西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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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LZ 第一次参加正式的群面，虽然群面完就被刷了，但学到挺多的。希望后面的小伙伴

们加油啦～ 

2.9 医疗 CLP EID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06 月 0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4084-1-1.html 

从 4 月中旬到现在，经历了网申，群面，二面。哥家的申请也告一段落了。现在来跟小伙伴

们分享分享流程，主要是面试经历。 

网申 

楼主大约四月中旬在官网投了简历，第二天就收到了 survey 链接。上面主要是一些常规问

题，学校，求职地点，等等。值得一说的是结尾有四个小问题：困难最大的事，成就感最大

的事，为什么选择医疗和为什么想做商务（销售）。接下来就是等啊等，无止境的等。一直

等到快绝望了，5 月下旬楼主终于收到了 clp 的面试邀请。中途并未收到电话面试，楼主也

不知道为什么... 

 

群面 

我们小组有 9 个人。收到的案例是医疗器械销售相关（confidential 不方便详细说明），要求

出一个销售方案。强烈建议小伙伴们在群面前去多了解了解各种医疗器械的性能，不然像楼

主一样，面试的时候还得问面试官这些器械是做什么的....着实尴尬。不过，也不要太大心

理压力，当时小组里大部分的人对这些器械的具体用途也都不大清楚。如果录取，哥家应该

会有很完善的培训体系帮助实习生充分学习了解这些设备。接下来，20 分钟的案例阅读时

间，30 分钟讨论问题。讨论时间结束以后，有 10 次机会问向面试官提问（很多细节案例里

并没有提及，面试官希望通过提问的方式让我们自己从他们口中“挖出”信息）。然而，因为

我们小组成员都没有什么群面和销售经验，10 次机会浪费了很多次，没有问出太多有效信

息。提问机会结束后，又有 10 分钟的时间准备，最后要有人来 present 销售方案。虽然过

程磕磕绊绊，中途面试官依旧非常 nice 让我们不停的商量，讨论，所以实际讨论时间远远

多过了 30 分钟。再接下来，凭着我们小组的蜜汁自信，最后竟然被面试官夸奖我们的销售

方案是他们当天听到最完善的。群面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就是，在讨论的时候，少说没有意义

的，大框架的话，比如：我们应该从...入手，等等。与其这样重复案例里已知的信息，不如

抓紧时间考虑详细方案，真正解决问题。勇敢表达你的想法，被否认了也没有关系，面试官

是会默默的记着的！ 

 

二面 

群面结束后第二天晚上 11 点，楼主在经历了一天的焦灼等待后终于收到了二面邀请。当时

那个激动啊...楼主二面的经历非常的 chill。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小尴尬，面试官让楼主介绍了

一下自己。楼主简单讲了一下为什么想做销售，并表了对哥家的忠心。接下来，面试官竟然

就，没，有，问，题，了... 和蔼的问我有没有问题想问他。于是，接下来就开始了楼主 30

分钟的疯狂发问。每提出一个问题，面试官讲 10 分钟，楼主再接着话题继续往下问。这里

的感受就是，提前对整个医疗行业和对哥家的了解真的非常重要。楼主在准备的时候，在网

上搜了很多有的没的信息，当时觉得可能排不上用场，可是这些信息帮助了楼主在提问的时

候维持了一个比较连贯的思路，也能跟面试官顺利的聊下去。可能因为面试职位是销售吧，

感觉面试官注重的还是实习生与人交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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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幸运的收到了 offer。与哥家面试的这段经历真的非常宝贵，不光在群面见到了各路大神，

哥家温柔的 hr 在群面结束之后的点评真的感觉受益终生。作为一个职场小白，希望能够未

来更加努力，向优秀的前辈学习，变成更好的自己 

2.10 武汉 GE CLP 5.29 面试经验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06 月 0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3496-1-1.html 

第一次做分享的帖子，之前一直是一个不会去复盘的人，发现这样子真的不好，所以今天来

和大家分享一下 CLP 的面试经验，也算是找到一个地方来认真的做一个回顾好了~顺便积攒

一下 rp，希望还有近半个月的时间，能去到自己想去的暑假实习~（可能会有错字，打的太

快了，也没有检查，见谅见谅哈~） 

话不多说，下面进入正文： 

 

1、网申： 

   记得当时是在官投递的 CLP 项目，对 GE 有了解的同学应该比较清楚啦，我选择了 CLP

项目是因为 LZ 是商科但是又不是会计啥的，想来想去只有这个项目比较合适我。可是呢，

在投递之前我也是没有对这个有进一步的了解的，其实他是一个偏销售的岗位，当时说实在

真的被它的名字给骗了一下~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认真的去仔细了解来着。 

   网申笔试我记得除了基本的信息，就是两个开放性的问题，具体的问题就像宝洁的八大

问，比如说你碰到过什么困难的事，最后怎么达成的巴拉巴拉巴拉。当时我投递的工作城市

是广州，但是最后收到了武汉的城市邀请。 

 

2、面试邀请； 

   收到邀请已经是在一个多月之后了，我收到了 GE 的面试邀请，但是邮件里面没有关于

面试的具体信息，只有一个群聊的二维码。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骗子哈哈哈，一直不敢相信来

着，后面因为有认识的同学也收到了，所以自己就大胆的去了。在正式面试的前一个周末，

收到了 GE 完整的面试邀请，包含了面试地点，所需要带的材料。 

 

3、面试当天： 

   我们的那一场真的应该是本来要有 12 个人一起群面的，但是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

6 个人完成了这场面试。 

   关于这场面试我真的有太多的吐槽了！！！！！ 

   当天，一起面试的时候有武汉周边学校的几个研究生，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穿

着正装，一个研究生女生竟然穿着露肩的上衣，另一个研究生也是穿着一件花色的 T 恤，还

有还有，一个迟到的男生大摇大摆的穿着花裤衩就进来了。剩下的我们三个人，穿着正装，

面面相觑。 

不得不说，有些人真的是读书读傻了，职业礼仪没有之外，在整个讨论中完全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里面，打断队友很多次，而且讲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剩下的我们都在强忍着说着

“这位同学，你说得很好，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先。。”心里各种 mmp! 所以真的是要一个

好队友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的一个同学散场之后，直接说自己都要装不下去了，真想让她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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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小组讨论不好，但是我们的结果竟然被面试官说是这么多场面试以来，人最少最

乱，同时结果是最接近答案的。 

-----------------------------------------------------       “ 干 货 ” 分 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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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个面试面试官十分随意，可能和他做销售有关吧，没有太多套路，上场直接让你来。

没有网上说的一分钟英文自我介绍，面试官直接说，你们简短一点，直接介绍一下名字学校

什么的。然后面试官介绍了 CLP 项目其实就是一个销售项目，你们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还

是要吃苦的哦。 

 

2、面试的题目是一个关于 GE 医疗产品的销售，你作为一个 team 需要有一个营销策略，你

有五分钟的时间看题目，讨论结束你可以向面试官问十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部分，那个面

试官一直不断的在 challenge 我们，他会说你的为题对这个题目没有什么意义，然后直接 pass

掉你，这个过程大家都有点尴尬，但是一定要记住你们的问题，一定是要高效率的，整个小

组商量过能够统一觉得对结果有效的提问。千万不要某个人提了一个，组内的人都在否定，

整体很乱！我们就是这样子被说了。 

 

3、面试结束，面试官现场一个一个点评过去的，可能因为我们人比较少，他有时间去唠嗑。 

   他指出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他说——作为一个销售，你首先得知道对方的需要是什么！

比如你去商店买东西，店员过来第一句话问你的就是，你好，你想买一点什么？接下来才是

你要不要试一试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先搞清楚你要卖什么，你对什么做推销，其实这个

也是案例里面给我们下的圈套。哈哈哈！面试官不让外传哒，我都说出来啦 

 

4、最重要的一点，我感觉这次面试是更加偏 result-oriented 一点的，平时无领导啥的技巧

他根本不在乎，就是看最后谁提出的一个新的点子契合在了最终的答案上面。我们当时只有

一个男生提了一个问题，稍微有一点沾边，尽管面试官说他是运气比较大，但是还是让他进

了，马上他们就小谈话了一会，具体就不说了，朋友隐私啥的~ 

 

5、想起来了，本来我投的是广州，但是他把我放在了武汉，我就有问面试官，进了下一轮

的怎么办，他说异地就会进行视频或者电话面试。结果当天听我的朋友最后和面试官聊天的

时候意思就是在武汉当销售。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自己选定的城市，最好还是去相应的城市

吧。我记得我是周二面的武汉所，其实周三有广州所，现在在写这个帖子的时候突然觉得好

好后悔啊、我不喜欢武汉这个城市，如果当时改去广州，可能真的会面试的开心很多，会更

正式很多。 

 

好啦好啦。第一次分享有点多的废话，希望大家有问题的可以沟通交流，我自己呢是想在互

联网进一步发展，有想交流的小伙伴也欢迎私信大家交流一下经验好了~ 

好了好了，我溜啦溜啦，希望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给我来点好运 

2.11 18 CLP EID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05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2918-1-1.html 

今天电面完，简单整理下，攒个 rp 进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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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的时候收到邮件通知让选择 26-28 号的一段时间进行简单的沟通（就是电面...），楼

主由于 26 号已经约好了跟朋友去迪士尼玩就选择 28 号也就是今天电面。 

 

给我做电面的人是北京 health care 的小哥哥，一开始说话就告诉我他是 CLP 项目的，不是

hr，说不要紧张。我是真的不紧张呀，聊聊天而已嘛，保持轻松的心态就好了。 

 

1.自我介绍 

果断问了有要求中文英文没，答曰都可以，楼主果断选择中文了，然后就一直说，差不多说

了 3 分钟左右，小哥哥都没有打断，可见人是真的 nice（但是大家不要学我，我觉着说太

多反而没重点了） 之后小哥哥说关于实习经历之后他再问，现在就先问些基本问题。 

 

2.对 GE，CLP 项目了不了解，为什么选择 CLP 项目？ 

我回答的过程中提到了轮岗，以及最后定岗基本是偏向于销售，所以第三个问题来了 

 

3. 你的自我介绍有提到过做电话销售的经历，那么你觉得你喜欢/适合做销售吗？你理解中

的 GE 的销售是什么样的？ 

 

小哥哥后来说主要还是岗位性质的差别，直销和分销或者其他岗位都存在区别。 

 

4.我之前提到了成就感，所以被温和的 chanllenge 了，能不能说说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

情？ 

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回答有点泛，然后他又重新解释了一遍，然后我第二遍回答稍微举了个例

子（虽然还是有点泛...）但是他说他 get 到了我想表达的内容，奏是这样... 

 

5. 申的是暑期 eid 项目，要 7-8 月要全职实习，能保证时间吗？ 

 

6. 未来倾向于在哪里工作？ 

此处我说的希望离家更近一些的工作城市，然后还说了北京 

 

7.既然希望选择比较熟悉的环境，那当时为什么选择去完全陌生的城市念书？（这个地方我

觉得应该是在评估你的适应性了...） 

我回答的是，一个人去完全陌生的城市要融入适应会难一些，但是如果公司能安排一些活动

或者说项目的话会更好融入进去。而且我只是相对更偏向与离家近的城市啊...（不知道这个

地方回答的是不是不好...） 

 

8.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我不怕死的问了几个，然后电面就结束了，小哥哥说接下来就等消息通知，也没说什么时候。 

 

整个电面时间差不多是 30 分钟，全程中文，没有特意让我用英文回答问题（可能之后再有

面试会再做考察？）面完以后才想起来，他一开始说之后要聊聊实习经历的事，大概是忘掉

了吧... 

 

简单的 summary： 

1. 面试前一定要好好在脑子里过过实习经历里有没有合适的例子能够答得上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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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ness 这些凸显和证明能力和个性的点（网测的那个表格我直接复制粘贴以前准备好

的内容，可能因为已经挺详细的了，所以这次电面没有去 challenge 我，但是大家写的什么

一定要记清楚，不然容易挖坑埋自己... 

2. 放松心态有啥说啥，但是该有的逻辑和条例还是不能丢 

3.自己掌握面试的节奏，在回答的过程中可以把面试官往你擅长，可说的点多的方向去引导，

这样效果更好。 

 

以上！求个面试～ 

2.12 2018 FMP EID （BJ）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05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0828-1-1.html 

感觉 GE 好久没更新了，于是准备面试的时候超级方第一次写面经，算是造福后人

吧.....2333333 

1.群面 

PS.之前听说会有电面，简单了解一下情况，然后那天接到 HR 电话的时候，刚刚下课楼道里

很吵，教学楼信号还不好，我心说感觉这个电面是不是要凉了，结果直接就邀请参加群面了，

应该是流程有变化了吧 

群面的时候我们这一批应该有 10 个人，但是到场的只有 7 个，小姐姐们都说肯定是因为亦

庄太远了，哈哈哈... 

主要的面试官是两个 FMP Graduate，一开始先是半分钟的英语自我介绍，好像也没有计时，

反正大家都没说啥...emmm 主要是当时在默默修改自己 1 分钟的自我介绍，没有办法仔细听

只有 7 个人还要分成两组，我们组就只有三个人。英文材料不长不满一页纸，要求英文展示，

总共 30 分钟，包括看题、讨论、写板书，然后两组回到同一个房间进行展示以及被怼地体

无完肤 

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之前看面经说有计算，大概是 ROA 什么的，最多好像也就是计算

variance 之类的，于是我头天晚上复习了一下财管和管理会计的内容，看了看公式什么的，

感觉这些都是小事情.....然而我万万没想到，群面第一题竟然是让我们编现金流量表....看到

题目的一瞬间，感觉自己只能死给他看了..... 

我们三个人混乱而紧张地也没有完成什么东西就回去了，内容大概分成 3 块，1 人负责展示

一部分。对方小组展示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计算猛然发现我们犯了巨蠢无比的错，然后对面

的小哥哥被怼的时候，我拘谨的在下面按手机计算器改答案，还被 ge 的人说让我们认真听

可能是怼他们怼的太久了，反正我展示现金流计算的时候，感觉 ge 的人都是面无表情无话

可说的样子，已经懒得怼我了而且我们也没有两个组互相 Q&A 的环节，估计是嫌时间太长

了.... 

当时通知是群面，1 个小时，我就以为是群面就完事儿了，结果还是面完了大家在会议室等

了几分钟，直接宣布二面....超刺激，我们 7 个人进了 4 个，1 个组两个，很幸运的通过了....

毕竟这个计算都算成了这个样子，感觉自己都白学了... 

等待的时候，在会议室，ge 的小姐姐说这两天没有一个小组算对了然后和她聊几句，我又

猛然发现又有一个巨蠢无比的错....简直想死 

 

2.二面 

ge 他们会自己打印我们之前网申提交的简历，感觉这样很赞啊，以前面试都是自己带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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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觉得我网申费老大劲儿填了那么多你们的奇形怪状的问题，提交了简历，然而企业一点都

不在意....不过我简历稍微有一点更新，就把新地简历也给他们了。 

 

二面超简单，看着两个面试的哥哥姐姐应该是很累了，估计也饿了... 

1.因为我现在大三，问我要不要考研啥的，看我考了雅思还问我是不是准备出国[捂脸] 

2.对面试的评价 

3.抛开今天的表现，谈谈最大的优势劣势 

4.实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然后就让我提问了.......emmmm 当时我的表情可能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第一次写面经，希望能保佑我吧 

2.13 GE AM 面试经历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0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561-1-1.html 

还好，是在北京，于是决定去看看。 

 

我应聘的是 GE AM 的 Product Developer。他们说可以应聘 Team Leader，不过据说对于“土

鳖”一族和“无工作经历”一族根本无此可能。 以下是为面试的一些准备工作： 

1、准备了一身很正式的行头(为了表示一下尊重，不过穿西服实在是不舒服)； 

2、准备了一些面试中可能会问到的问题(譬如，自我简介，为什么选择 GE 等)； 

3、临时报佛脚的练了几天口语； 

4、认真准备了一下对自己课题的陈述； 

5、调整心态，深呼吸，睡个好觉。 

面试流水帐： 

面试安排在朝阳区汉威大厦，我的时间是 10：20。考虑到北京市在周一上午独特的交通环

境，我 8：30 开始从北大出发，选择了打车——西直门——地铁——朝阳门——打车——汉

威大厦的线路，事后证明非常英明。尽管提前了不少，还是因为在路上堵车等因素 10：00

左右才到。我师妹选择了坐 302，结果公车在路上撞了，提前五分钟才赶到，很是狼狈。所

以，大家如果去面试，一定要提前行动，确保提前赶到，切切不要迟到！！    面试官只有

一个，是 GE AM 的技术总监 Mr_Mahari，是一个个子很高，蛮帅的中年成功男士。    大公

司的面试一般安排给每个人的面试时间都比较充裕。这一次面试是每个人 50 分钟，一般要

谈 30～40 分钟，所以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因为我到的比较早，前面的我师妹

出来后不多久就被 Mahari 给叫进去了。寒暄一下后，他就在本本上调出我的材料，开始提

问。   

  "First, introduce yourself"。还好，我准备过，所以说得很流利。Mahari 会打断一下，问

一下你的一些具体情况。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墨守陈规了，切记，面试不同于口语考试，它是

一种交流过程，不需要特别正式的英语格式，但是一定要记住宗旨是要让对方明白和理解你

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个地方我就犯了一个错误，过于依赖于自己先前打好的底稿，我 faint，

我才讲了一半，他就“咔”了。郁闷死我了，以后面试我一定争取三句话先概括一下，然后非

常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免得给个不完整的印象。    因为是面试研发人员，Mahari 很直接

地就问道了所做地课题。这直接导致我的第二项准备工作几乎全部报销，faint！看来不同的

面试程序差别很大。 但是尽管很多没有用到，但奉劝还是要全面准备以备不测。    说起

自己做的东东，那我可就不惧了。滔滔地讲了一会儿，他好像没有明白。我 faint！他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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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self－assembly? Can you describe it on the board”？我在板上写写画画描述了一番，

我也不知道他明白了没有。然后他就问“What's for?” 起初我不知道他指什么，真是郁闷。

他老是这样两个两个单词地蹦，很难明白其意思。我胡乱说了一通如何用在我的课题中，他

看我没明白。他又说了“You don't understand me”， 我想他大概是更想知道这东东对于他

们做塑料的有什么用吧？我就又解释了一通，好像是“驴唇”对上“马嘴”了。    我觉得面试

时最郁闷的就是，面试英语跟英语写作和应试英语差别太大，每次想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

总是不自觉的开始英语造句，主谓宾齐全，往往不是拖沓冗长，就是词不达意，要么就是因

为一两个词不知道怎么说而卡壳。面试一定要简洁，抓住重点，切不能滔滔云海，搞晕了面

试官。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的课题。虽然也是做得高分子，但却是做光电材料的功能高

分子，跟 AM 的塑料还是有不小的区别。不知道他们具体想要干什么的，而这是最郁闷的事

情。还好，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高分子研究，还是能扯上些边。    整个面试主要就是问的

课题。(好像跟其他人说得不太一样啊？)最后他让我再提几个问题。 我就问了 GE 的培训计

划如何，不知道是不是太露骨了。    最后 Mahari 说“Waiting for our information，thanks”， 

我准备的证书什么的根本没看，他说“I don't care”，又 faint 一次。    出来以后，一阵阵的

遗憾后悔，感觉还是很多东东没有跟他表达清楚，有的地方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不

过心情还是蛮放松的，毕竟对于刚准备出道的“菜鸟”来说，第一次工作面试是一种宝贵的经

历。  

2.14 实习生面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0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552-1-1.html 

一大早不到六点半就起来了，要坐近 20 站的地铁，赶在九点前参加 GE 的面试。 

      这也算是第一次比较正式的面试，没有经验真可怕，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据说还有网

上一直盛传的比较惨烈的“群面”，昨晚恶补了一下，网上看了看群面的流程，看看这众多前

辈们的描述，何其血腥！抱着感受氛围，增加经验的态度，我悲壮的去了。 

      GE 管理看着都还是比较正式的，有大公司的意思。进门凭身份证换了通行证，大楼入

口的男工作人员也会很礼貌的伸手指引，欢迎你进入大楼，并微微躬身表示敬意。给人非常

舒服的印象。 

      联系到 HR 找到面试的地方，进去一看，已经有五个人在那里了，看来都是来面试的，

还没开始面试我们就随便聊聊，他们来的早，都已经聊的很欢了。一问他们，顿时压力啊。

他们五个人，有四个是上海交大的，还有一个是海龟，在美国读了四年本科，现在还在美国

读研一，暑假回国来想找个实习做做。后来又来了一个女生，也是交大的，直接是交大专场

了，后来知道还有一个女生迟到了，是复旦的，没有群面上。就我一个是华理的，好吧，我

是华理的，顿时底气不足啊，全是和牛人在一起啊。我其实是来打酱油的。 

       一会 HR 进来了，简答介绍了下面试的流程，果真是传说中的“群面”，有点兴奋的。

先给我们每人一张纸，写上自己的名字，立起来，方便让大家认识，也方便 HR 统计各个人

的表现吧。先是每个人的英文自我介绍，都是牛人啊，英语口语都挺好的，尤其是那海龟，

果真有范，说话就像母语一样，很从容，语调听着也很舒服的那种。轮到我时，把昨晚临时

准备的自我介绍，苦思冥想背背吧，可说出来还是都不怎么成句子，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

么，balabala 一通乱说，英语压力大啊！HR 听完我的后，果断在纸上写写画画了一些东西，

此人重点标记。无法淡定了。后来给了我们每人一份资料，让我们先自己看 10 分钟，是 GE

的一个产品，让我们去讨论如何去给客户介绍推销，然后总结个结论。十分钟后就开始讨论

了，HR 在旁边转来转去，什么也不说，你们爱怎么讨论怎么讨论。真正的血腥开始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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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女生首先说了一通产品的优点啥的，这个没说完，那个又说，我前三四次楞是没挤进去说

上一句话，我去，这就是传说中的争先恐后吧。好不容易插上话，一通说，后来别人说，咱

也附和下，也适时说说自己的观点，不能丢人啊，这种场合不能不说。讨论了差不多了，开

始记录汇报流程，一个小哥说写字不好，有没有人要写。根据网上前辈经验说要适时表现，

我得表现啊，我主动请缨，我来写吧。他们六个人说，我写了一点，我右手边一牛人，楞是

说我写的不好看，一张纸应该分成四等分，我给分了六等分，别人也附和说我搞的不好，牛

人果断自己写了，好吧我让给你写。最后时间到了，也是牛人上去做的汇报。这小哥也确实

讲的还行，貌似有点味道。 

       HR 简短评价后，让我们等消息，十五分钟后，留下三人接着二面技术，其他四人 over。

我竟在三人之列，意外的很，不知 HR 大姐看中了我哪里。不论咋样，果断 PK 掉一个海归，

三个交大的（相当 aggressive 那个牛人也被干掉了，一阵窃喜），顿时士气大涨。 

       接着技术人员面试技术，我第二个，说好的十五分钟的，第一个都面了三四十分钟，

我再外面一阵好等。轮到我时，进去扯扯吧，面技术的是一个帅小伙，很年轻。他看着我简

历随便问问，问了我做的项目，问我做的课题，悲催的是课题还没怎么开始搞，问我机器人

的一些东西，我刚开始搞只懂一点点，问的还挺细。论文看来得抓紧搞啊，又问了些机械设

计的基础知识。马马虎虎应答。技术面的氛围倒是轻松，就是随便聊聊的那种感觉，还强烈

推荐了我一个美国的关于机器人的杂志，说非常好，要我经常去看看。做技术的，技术确实

很重要啊，问的一些东西好多都是你接触的，他就看你掌握的什么程度，可惜都忘了，不然

就是还没有开始怎么研究，看来回来好好开始科研吧。课题还是很重要啊。小伙很礼貌，因

为我是最后一个面试技术的，面试完一直送我到电梯口，感动！ 

      结果无所谓了，这次经历倒是很值得的，没白早起，没白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赶路，

咱也体验了把群面，也和牛人一起奋战过了，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和牛人比确实

有距离，回来好好补差吧，权当一次经历，为几个月后的正式找工作准备吧。也祝福自己毕

业后可以找到心仪的工作吧！ 

       仅以此文纪念这次小小经历！ 

2.15 OMLP 管培生 - 三轮面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0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547-1-1.html 

第一轮电面，简单的自我介绍以及对岗位的理解，对精益生产的认识，还有英文介绍自己的

家乡。 

第二轮 Hr 面，一段英语自我介绍，然后 Hr 根据你的简历提问，过程还是蛮轻松的。 

第三轮群面，7 个人一组，每人手上有一份全英文材料，写了三个问题，看问题 20 分钟，

讨论 30 分钟，汇报 10 分钟。这个部分需要好好读材料，尤其是背景部分，这三个问题都

是基于背景给出的，另外不需要抢着做 leader 或者 timer，把真实的你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让团队保证和谐，有融入感。我就不是 leader 或者 timer，leader 被刷了，我觉

的很大的问题就是太过强势了，不给团队其他成员机会，很多工作都是自己干了，包括最后

的汇报。整个过程，就是你有想法就提，多参与，以及对于关键问题方向性上的错误要敢于

指正。 

1、你为什么会想申请这个岗位？ 

2、你对自己作什么评价？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3、HR 根据你说的缺点，提出一个你在工作中会遇到的问题，问你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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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准备工作的城市在哪里？ 

4、你手头上有其他 offer 吗？ 

2.16 EEDP 和 OMLP 的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0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543-1-1.html 

GE 的实习生招的真的很早，所以我的所有关于找实习的流程都是拿这个练手我真的太心疼

了，投了 EEDP 和 OMLP 的 EID。EEDP 的电面 3 月底就收到了，当时自己准备的也不够完

全，当时英语口语太烂加上紧张，本来 HR 开始说电面大概 10 分钟左右，但是我的也就 2

分钟就结束了，问了项目经历，英文问了有什么失败经历如何解决。有 15 秒考虑时间，但

说了一半就打断了，明显感觉 HR 对我并没什么兴趣，当时想着一定挂了，所以就认真准备

OMLP 的电面。4 月 7 日，我永远记得这天！！！OMLP 的电面电话来的，但是！！！我就

华丽的没接到，因为是公司电话回拨无效，虽然宣传说错过一次还会再打第二次，但是没有

等到就显示失败了。本来都已经放弃了，当时上周居然收到了 EEDP 群面的通知，也算人品

爆发，轻装上阵，攒经验也无悔啦哈哈哈~ 

有群面 

项目相关提问，比较具体，还有个人发展意愿提问，是否愿意来上海生活 

导师是否同意实习 

之后 HR 电面，问简历相关 

2.17 GE 电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6 月 0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4236-1-1.html 

6.1 那天突然接到上海的电话。惊喜之中，发现是前两天投的 GE CLP！HR 姐姐很 nice，问

我了不了解 CLP，以及 CLP 的工作内容，然后介绍了 Power 业务部的产品线和 CLP 的发展

方向；问了自己为什么选择 CLP，自己的优势劣势在哪里。以及未来的发展计划。电话结束

前，用英语做了自我介绍。HR 姐姐说会在 Power 内四个轮岗。还有机会去美国工作。定岗

在北上。然后给了我很专业的建议。说要对自己的特点有更详细的说明，要有 detail 的例子。

要了解个性上的特点。比如逻辑性格学习能力等等。还要了解 CLP。超 Nice！然后让我更新

了简历转发给另一位 HR 姐姐。 

下午的时候就接到另一位姐姐的电话。也是上海的。问题还是在于对 CLP 的了解以及自己

的优势劣势上，让我举例说明。然后测了一下英语。说会把简历发给用人部门，如果他们感

兴趣就会通知面试。 

这是挂了的节奏吗。。。过了一周了都没消息。。还是把经验分享给大家吧。 

万能的应届生，给我攒些 rp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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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通用电气(GE)综合求职资料 

3.1 上海 fmp 申请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6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5551-1-1.html 

5 月底其实是抱着随便试试的心理，投了 ge 的 fmp，因为当时看起来 ge 并没有进行大规模

的 fmp full time 招聘，大家投的也基本都是 eid 的项目，所以没想到后续会接到电面和面试，

下面就来说一下总体流程吧。 

电面：大概在申请两天之后接到了 hr 的电话，一个声音很有活力的妹子，简单问了问我的

留学经历，实习经历，然后很完整的介绍了一下 fmp 项目的情况，说会帮我把简历递上去，

如果最后 manager 或是 cfo 有兴趣的话会找一天让我去公司笔试+面试 

 

笔试+面试：等了大概有两周吧，其实当时差不多都已经放弃了，因为一直没有消息，但是

突然接到电话让我下周去面试还是很开心的。25min 的笔试，题目不难，但是考的是财务的

专业知识。接下来就是一个多小时的单面啦。manager 们人都很 nice，也不会给特别大的压

力，面试主要像是朋友之间聊天一样，主要是 behavioral questions，并没有太多专业知识的

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有些问题回答得不好，而且最后还忘记问大概多久会出面试结果了

面试官特别贴心，怕我找不到出去的路还专门把我送了出去，比心！！！ 

 

所以基本流程就是这样啦，现在到面完也已经一个多星期了，等结果等的还是很焦虑，听说

好像当时也有一些其他的小伙伴去面试，如果有一起的小伙伴可以留个微信哦，希望应届生

这个神奇的论坛能让我们早日拿到 offer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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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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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