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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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简介 

1.1 概况介绍 

历经 40 多年的发展，信永中和已实现集团化、一体化管理和国际化发展，成为

当今中国具有品牌影响力且具备国际服务能力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 

 

信永中和集团拥有审计鉴证、管理咨询、税务服务、工程管理 4个平行的业务板

块，在中国大陆及其他 17个国家或地区设有 88 个办公室，员工总数逾 10000

人，包括 480多位合伙人。 

 

 

 

 

 

 

1.2 分支机构 

在中国大陆及其它 17 个国家或地区设有 88个办公室。 

中国大陆办公室分布于以下 30 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天津、

青岛、长沙、长春、大连、广州、银川、济南、昆明、福州、南京、乌鲁木齐、

武汉、杭州、太原、重庆、南宁、合肥、郑州、苏州、厦门、海口、沈阳、南昌、

雄安。 

 

中国大陆之外办公室分布于以下 56个城市: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东京，澳大

利亚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巴基斯坦拉合尔、卡拉奇、木尔坦，埃及开罗，

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山、槟城等 7城市，英国伦敦，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棉兰等

5城市，印度孟买、 普纳等 6城市，中国台湾台北、台中等 4城市，泰国曼谷、

普吉、 孔敬，德国科布伦茨、柏林等 20城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永中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信永中和官方网站：https://www.shinew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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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永中和笔试资料 

2.1 信永中和 郑州分所 线下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x 月 xx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6891 

 

首先非常开心终于有机会在应届生求职网发帖，能够为这个大家庭留存更多的经验。 

现在正在等笔试结果的我很忐忑，每次看手机都怕收到短信。 

我是 26 号投的，投了两个，一个校招，一个实习生。29 号收到短信通知，带上电脑和简历

去笔试。 

题型不说了，很多前辈都有分享。我就具体说我遇到了什么题吧。 

1.两道月末移动加权平均的计算。 

2.属于专利权的客体的情况。 

3.普通合伙人当然退伙的情形。 

4.没有预收账款记哪里。 

5.关税的计算 

6.哪个要交印花税 

7.哪些通过应交税费核算 

8.甲说一定是双休 

   乙说一定是星期一 

   丙说可能是星期三到星期五 

   丁。。。。。。。 

里面只有一个人说的对，问是哪一天。 

这种自己写一下星期，推算一下。 

9.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格不包括未分配的股息。 

以我的记忆暂时只有那么多，如果笔试过了可能还愿意回想一下，没过就开始新的征吧，姐

不带怕的！ 

字都码完了，还没收到通知，这漫长的等待啊。。。。。。 

开始神神叨叨求神拜佛，希望可以收到面试通知。 

奥对，如果需要去年和前年的测试题可以找我，反正我只遇到了一道图形题 emmmm，还

没有答案，我也不会就跳过了。。。。结果就遇到了...什么孽缘。 

 

想起来考题了，回来补充。PS：题库的题超级多，还是要知识面广才保险。 

10.下列属于从量计征的有 

11.农业灌溉服务免征 

12.属于财务费用的有 

12.要约、承诺的概念。 

还没有收到面试消息，这个磨人的小妖精，嘤嘤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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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评论： 

-请问楼主投的什么岗？是所有岗位都做同一套题吗？ 

-投的审计，税务的和我们不一样 

 

 

 

 

2.2 广州所实习捡漏通过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5531-1-1.html 

 

来攒一下人品，希望秋招顺利！ 

两个月前投的实习岗位，本来以为凉了，但是好像因为广州所项目特别缺人就又叫我去笔试

了。广州所要自己带电脑计算机自备 WIFI 热点，最好带个草稿纸。内容有行测，英语，专

业知识。专业知识方面因为本人不是这个专业的，都靠基本常识推测，感觉应该凉了很多，

但是英语和行测的数理方面特别有把握，因为比较简单，所以大家好好答题应该过的几率还

是很大的。 

希望大家都能收到想要的 offer！加油！ 

也希望我秋招顺利能收到大所 offer，peace and love 

 

 

 

2.3 cd 所笔试，明天面试过来攒一下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0043-1-1.html 

 

我昨天（11 月 18 日）下午去人力资源部做的笔试，自己带的电脑，77 道题目 2 小时。最

前面是单选，后面是多选和不定项选择题。涵盖内容有经济学，行测中数列题，图形题，逻

辑题，接下来是图表题，对应 5 道小题，紧接着是英语阅读题，还是对于五个小题。接下来

是会计和税法、公司法的问题，有单选、多选和不定选选择题，注意看题目下面的提示，我

当时头都做晕了，突然发现怎么不止一个正确答案，才发现是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也

是一段材料，然后好几个问题。 

 

明天就要去面试了，写点东西攒个人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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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信永中和郑州所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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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497-1-1.html 

 

感觉题出的还是有点难的，从题库里抽到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内容包含经济学，会计，审计，

税法，财管，英语，行测（言语理解，逻辑判断，图形推理，数字推理，资料分析等）。 

 

感觉说了和没说一样，因为所有能考的都考了。。。看的还是平时积累。 

 

回馈一下论坛，希望能够收到面试呀，虽然题做得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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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信永中和面试资料 

3.1 信永中和 bj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2936-1-1.html 

 

楼主 21 号上午刚面完，3v1 的面试，对面坐着两位 m 或者 par，旁边还有一个 h。开始自

我介绍，然后面试官问：1.为什么想做审计；2.其他事务所投了吗，为什么选信永中和？3.

能接受加班吗？然后问了两个专业问题，4.递延所得税，5.合并报表怎么编；接着 hr 问，

6.四大和八大怎么选。7.反问。最后记录了一下可实习时间、英语成绩。大概 20 分钟，面

试官人都挺好的，1 位面试官全程挂着微笑。 

回馈论坛，希望有好结果。 

其他评论： 

-请问楼主有收到消息吗 

-收到通过的短信了 ，填了实习问卷 

 

 

 

 

 

3.2 cd 所经理面跟合伙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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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3607-1-1.html 

 

笔试：时间：10.25 学校宣讲做的线下笔试;内容～行测+注会的题 

经理面：时间：11.19 问了实习带我的姐姐也是说在 20 号左右面试，所以想进信永的小伙

伴要耐心等待。               

     流程：先去前台拿表，填一个表，这个表一定要认真填写因为后面合伙人经理面啥的都

会看。就是写自己的家庭情况、个人详情、实习情况、薪资期望这些。 

     内容：经理面也就是是一面，自我介绍，问实习的内容，前公司的优点是啥、想吐槽

的地方有哪些，个人的性格怎么样，性格这个最好举一个事例来说明。对事务所到处出差怎

么看，实习最大的收获。了解到其他同学有问到你面对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怎么克服的，

都是一些很开放性的问题+了解你具体的实习经历。前后十分钟左右就出来了，然后在休息

区等待，会有前台小姐姐来通知你面试结果，如果过了，就直接进入合伙人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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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昨天刚面了群面，今天收到终面通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0036-1-1.html 

 

北京管理咨询，群面是 10 个人一组，给了一个材料，然后阅读 10 分钟，一个人说一分钟

发表观点，然后讨论 20 分钟选一个人做代表 pre。 

昨天上午面的，今天上午就收到二面通知，经理和合伙人 

 

 

 

 

 

3.4 信永中和风险管理部 群面+二面+par 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0584-1-1.html 

 

依然是先求人品，本周二的 par 面，到现在没收到任何回复，所以还抱有一丝希望。 

 

楼主是通过招聘会投递的简历，所以没通过网申和笔试。四月八号周一投递的简历，在周五

收到群面邀请。群面分上午和下午两场，整个面试过程 manager 和 par 都在，面试结束后

直接经理面，表现好的就直接 par 面，par 面之后有一个补充的笔试。 

 

群面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意外，就是参加人数比计划中要多，可能是因为信永的企业邮箱屏

蔽了 gmail 的邮件，所以通过 gmail 回复的同学并没有出现在 hr 的名单上。最终来了 17 个

人，所以只好分成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三组在同一个会议室里面，读题和讨论的时间都很充

足，最后由 leader 做五分钟的发言，然后每个小组成员有五分钟发言，最后 leader 可以选

择补充发言。 

 

群面过程还是挺顺利的，虽然我们组是第一个发言，但是总体而言完成度很高。最后在笔试

的时候算上楼主有四个人，其中三个是我们组的。m 面问题很少，主要是我在问。…这也导

致了在最后 par 面的时候我就没有问题了，感觉也是这次面试的 deal breaker 了。 

 

面试的 m 和 par 都是德勤的 ra 出身，楼主之前在 deloitte consulting 实习了五个月，所以

感觉还挺亲近的。par 着重讲了德勤 ra 和 consulting 的区别，感觉这里楼主也没有给出很积

极的回应。 

 

总之希望自己和还在找工作的小伙伴们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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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信永中和综合求职资料 

4.1 信永中和国际审计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3040-1-1.html 

 

秋招 国际审计 北京 面筋 

10.20 号网申 并完成网上测试 

 

11.2 收到线下笔试通知 

 

11.5 完成线下测评，下午完成题目后，晚上收到短信笔试通过，并通知双十一面试。感觉

笔试有一定难度，专业知识，数学，图形，逻辑，文字题还有英语。全是选择题。不过那天

比较幸运，专业题不是很难，好多复习过。 

 

11.11 群面 11 个同学，这数字。。。 群面给的案例全中文，全程无英文，30 秒自

我介绍，案例一页纸，5 分钟读材料，一个人一分钟阐述个人观点和理由，小组讨论 20 分

钟，最后要给出一个总结。个人感觉一个人一分钟的观点陈述挺好的，能让每个同学都发表

一下意见。像楼主这样话少的也能有点儿存在感  

 

11.14 收到二面通知。好像是 11 个人进了 6 个，不太确定。 

 

11.22 二面，本来应该是经理面➕Par 面，但是当天 par 有事儿没来就只有经理面了，经理

真的好温柔，问的问题也比较常规，英文自我介绍，经理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姐，问了

3Y，然后让翻译了一段英文。以为这一步应该不会再刷人了，但是好像也有人没收到 Par

面通知。 

 

11.25 Par 面 一开始面无表情，还以为要来压力面，但是说到后面就有表情了，问的也比较

常规，就是投没投四大，内资所，为什么没有投之前的事务所，还是在看稳定性吧，后来聊

了一下国际部的发展趋势，未来目标，审计的行业也没有具体行业，主要是哪里缺人就调用。

总体来说 面试大概 15 分钟，Par 人还是很好的。 

 

之前看到信永中和国际部的面试比较少，这次贡献一下自己的经验。 

 

还没有收到 offer，希望这个面筋能积累人品，希望能收到 offer，结束漫长的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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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拿到信永 offer，新鲜热乎，回馈论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2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7302-1-1.html 

 

9 月初投的北京所，马上发来了在线测评。因为之前练过一些事务所的 OT，所以直接做的。

过了大概不到一周时间，收到笔试通知，去富华大厦笔试，在 8 楼。笔试题在网上没找到，

后来我们同学 3 个人集资在某宝上买了一套真题，100 块钱，有点贵。笔试的话，有逻辑，

英语，数学，专业课什么的，感觉还是有点难，答的不太顺利。好在笔试过了，收到面试通

知。面试还是有点怂，之前在大华实习的时候面试就发挥很差，好在当时大华急用人。有道

是有困难，找某宝，在某宝上找了一个面试辅导，那个学长好像就是信永的。面试那天，先

是经理面，HR 没有面，面完经理等了一段时间，合伙人面。合伙人没怎么问问题，好像有

点急的样子，那天主要是经理问了一堆问题，但是基本都准备过，所以还是比较顺利。过及

几天收到通知面试过了，HR 说 Offer 过几天发，先给一个通知。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个样

子，等通知的期间还是很焦虑的，好在拿到了 offer,也不枉费我话了几百块钱，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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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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