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铁塔 

应届生论坛中国铁塔版：  

https://bbs.yingjiesheng.com/forum-337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2023 版-其他行业及知名企业资料下载区：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6-1.html   

  

应届生求职招聘论坛（推荐）：  

http://bbs.yingjiesheng.com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forum-337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6-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国铁塔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2 页 共 10 页 

目录 

第一章 中国铁塔简介 ..................................................................................................................... 3 

1.1中国铁塔概况介绍 ............................................................................................................ 3 

第二章 中国铁塔笔试资料 ............................................................................................................. 4 

2.1 2022秋招笔试-财务岗 .................................................................................................... 4 

2.2 中国铁塔 2020春招笔试 ................................................................................................. 4 

2.3 2020年笔试经验，（财务岗位） .................................................................................... 4 

2.4 11.9笔经 .......................................................................................................................... 4 

2.5 财务岗笔试题目 ............................................................................................................... 5 

2.6 铁塔北分 2018校招笔试（财务岗） ............................................................................. 5 

2.7 中国铁塔 2018校园招聘【江苏分公司—会计核算支撑】 ......................................... 5 

第三章 中国铁塔面试资料 ............................................................................................................. 6 

3.1 20221027中国铁塔面经 .................................................................................................. 6 

3.2 2022届河南铁塔分公司预算管理岗一面 10.30 ........................................................... 6 

3.3 2022校招中国铁塔河南面试运营管理岗（计算机专类业）经验贴 .......................... 7 

3.4 中国铁塔面经 ................................................................................................................... 7 

3.5 2022秋招面经！ .............................................................................................................. 7 

3.6 上海公司二面 ................................................................................................................... 8 

3.7 2019-11上海铁塔面试面经 ............................................................................................ 8 

第四章 中国铁塔综合求职资料 ..................................................................................................... 9 

4.1 22中国铁塔（上海）拓展经理全流程 .......................................................................... 9 

4.2 浙江铁塔笔经面经 ........................................................................................................... 9 

4.3 安徽铁塔笔面试（人资岗） ........................................................................................... 9 

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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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铁塔简介 

1.1 中国铁塔概况介绍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塔”）是在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深化国企改革、促进电信基础设施资

源共享的背景下，由国务院推动成立的国有大型通信基础设施服务企业。公司主要从事通信铁塔等基站配

套设施和高铁地铁公网覆盖、大型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维护和运营；同时依托独特资源面向社会提供信

息化应用和智能换电备电等能源应用服务，是我国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和 5G 新基建的主力

军。 

目前，中国铁塔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210 万通信铁塔、资产规模超 3300 亿元的国际化公司，发展成为全球最

大通信基础设施运营商。2018年 8 月，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融资 75 亿美元，为历年来最大的非金融中

国国企香港 IPO。2019 年，公司入选《财富》全球未来 50 强（排名第 22 位）和全球数字经济 100 强（排

第 71 位）；2018-2020 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证券金紫荆奖“最具投资价值上市公司”。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中国铁塔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中国铁塔官方网站：

https://www.china-tower.com/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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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铁塔笔试资料 

2.1 2022 秋招笔试-财务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3105-1-1.html 

专业题 100 道（50 道单选、30 道多选、20 道判断）；行测 4 部分（言语理解、逻辑判断、

数学运算、资料分析）；性格题 100 道。 

2.2 中国铁塔 2020 春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4 月 1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1781-1-1.html 

线上笔试，需要开摄像头。时间是 9：00-12：00（实际上 11：00 就能做完了） 

考试内容是：专业题+行测+性格测试。 

我选的是“法律、综合、经济类”专业题，这部分是 50 单选，25 多选。包括一些合同法的知

识、人力资源的知识、经济学统计学等，还有十题左右的英语、还有一点点时政。除了英语

和时政以外的部分我觉得还是有专业度的，可能因为我没学过感觉还是挺难，还有问什么函

数的，我见都没有见过。 

行测：言语+逻辑推理 10 题，数推 10 题，图推 10 题，数学应用题 7 题。行测部分还好，

不是很难。 

性格测试 100 题，这部分不计时。 

2.3 2020 年笔试经验，（财务岗位）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0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5465-1-1.html 

选做题和必做题 

选做题是你选择应聘的岗位对应的题目，一共是 50 道单选+25 道多选，里面主要包括专业

知识，还有几道英语和数学题（统计相关的），都很基础 

必做题就是行测，语言理解，逻辑判断一类的，题目不多，十分钟十道题都是分开计时的，

最后一部分文字逻辑题是 7 道十分钟 

2.4 11.9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0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5421-1-1.html 

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选做，本人选的金融会计审计类，题目挺杂，基本都不算难，专业部分

里会计的题目居多。然后接下来居然出现了英语数学统计的题目 

必做的部分就是常规行测，逻辑部分都是图形没有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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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财务岗笔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04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9620-1-1.html 

专业部分：企业会计 9 号准则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说优惠政策   贝塔系数  视同销售  投资

性房地产  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   有损耗的采购成本  同一控制下合并   固定资产盘

盈   计算披露的经济增加值不需要调整的项目  适用 17%税率的项目  损失相关知识  约当

产量的计算  固定资产折旧   财税 34 号规定   22号准则    经济订货量   会计差错   融资

租赁   债务重组   一般纳税人标准   24 号准则   2017 年颁布的准则  企业所得所计

算   现金流计算     产品定价   16 号准则  税率从 13%调到 11%的项目    减半征税的项

目   非同一控制下合并   存货跌价   作业成本法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不相容职务  应

交税费   会计政策变更  2018 年实施的会计准则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现金折扣   加

权平均资本成本   9 号准则   股权捐赠   股利分配政策     

行测部分  类比推理  逻辑推理  图形推理  数量计算 

 

 

2.6 铁塔北分 2018 校招笔试（财务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9335-1-1.html 

笔试分为专业知识+行测+性格测试。财务岗的专业知识 1h 的时间，有单选、多选和判断

题。有少量计算，但计算量不大，是 CPA 的内容，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新会计准则的变

化，可以提前了解了解。 

 

2.7 中国铁塔 2018校园招聘【江苏分公司—会计核算支撑】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8277-1-1.html 

【限时部分】1. 专业题 50 道——60min。 

                     考完后凭着对题目的印象查了一下很多是 CPA 或者中财书里的题目； 

                     另外还考了一些今年新修订的会计准则几号问文之类的实施细则和施行

时间啥的，这部分自己基本靠猜了~ 

            2. 四部分行测题，分别为 10 道，10 道，10 道，7 道，时间都是限时 10min 

主要是词语类比题、图形题、逻辑推理题之类的，确实没有大段大段的文字背景分析题。 

【不限时部分】性格测试 100 道，做起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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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铁塔面试资料 

3.1 20221027 中国铁塔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4449-1-1.html 

1.自我介绍 

2.专业问题 资产负债表恒等式，举例两个比率并作出分析 

3.根据你过往的实习经验，中国铁塔这个企业需要关注的风险点是什么 

4.你在事务所的实习经历详细介绍一下 

5.你实习工作的组织架构，以及公司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6.企业和事务所有什么不同，你个人的性格和技能更适合哪一个组织 

 

3.2 2022 届河南铁塔分公司预算管理岗一面 10.30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4934-1-1.html 

一共四五个面试官，两个地级市（所报岗位所在地的）的面试官，三个省级分公司的面试官，

问主要是省级分公司的问，地级市的应该就是旁听，整个面试不到 15 分钟。 

上来先是三分钟自我介绍，介绍之后，不提问简历，也不提问特别专业的财务问题，感觉自

我介绍的时候好像他们都没有怎么听。 

然后就是直接做一个案例题（不知道是不是替代群面），三分钟读题并准备回答，案例题的

大致内容就是新人遇见突发职场问题该如何处理，以及怎么向同事学习。案例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总结案例中的小亿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二他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请给她一些建议。 

紧接着是提问环节，一个 HR 负责把控全程，另一个应该是财务的人，主要问了以下问题： 

1.你觉得财务在企业中是服务支撑的角色还是管理的角色？ 

2.如果一个报销人员的报销和制度规定相冲突，但他的事由、发票什么又都合规，你该怎么

办？ 

3_HR 问期待的薪资水平？ 

4_HR 问手上是否有其他 offer？ 

5.是否接受调剂到其他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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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22 校招中国铁塔河南面试运营管理岗（计算机专类业）

经验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4990-1-1.html 

进入腾讯会议之后，面试官面试如下（一群中年感觉像是当领导的那种年级，他们是在一个

会议室里共同用一个电脑，谁提问题就把镜头面向谁，里面大概有六七个人，只有四个人对

我问了问题）：1、2-3 分钟的自我介绍（我感觉我似乎说了一分钟多，不到两分钟） 

2、情景设置（就是结构化面试，假设我是公司的小王，在做基站建设项目时和小李意见不

和，小李坚持输出自己的意见，问题：情景中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会如何解决） 

3、面试官开始问我问题：从哪个渠道了解了中国铁塔，是否了解中国铁塔要干什么，为什

么选择河南铁塔，身高多少，是否有男朋友，家庭情况，家里是否支持，我是以什么优势加

入的中国共产党，薪资要求，是否接受调剂，全程没有问关于计算机的专业知识。 

3.4 中国铁塔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7425-1-1.html 

中国铁塔客户拓展经理 

1.自我介绍 2.上任同事和客户没搞好关系 客户避而不见 你咋办 

3.为啥不报财务 身高 才艺方面 

4.大致说下怎么举办一个大型客户活动 

期待薪酬 北京户口要求 

3.5 2022 秋招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7476-1-1.html 

铁塔北分一面 1118，线上腾讯会议，10min，3v1 半结构化 

自我介绍 2min。 

更看重过程还是结果？ 

对于铁塔有什么了解，营业收入来源是什么？ 

对于应聘岗位要面对的客户群体是哪些？ 

1.请谈谈你对铁塔公司的认识? 

2.你为什么考虑来铁塔公司? 

3.应聘铁塔公司，你觉得你的优劣势是什么? 

4.怎么看待你的专业背景与铁塔公司经营范围不相符的问题? 

5.你觉得未来开展工作可能存在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6.一旦三家建设存在矛盾，你将如何化解? 

7.你对三家运营商的网络规模是否了解?请简单描述下具体情况。 

8.你对近 2年主要工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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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对铁塔公司的收入有何想法? 

10.如何选址? 

11.为什么要离开电信公司? 

12.有哪些特长和爱 

13.怎样看待学历和能力? 

14.你以前的工作有哪些成就 

15.在我们这个行业中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趋势? 

16.在工作中，你最喜欢那个方面的特点?最不喜欢哪个? 

17.你长期的目标是什么? 

18.你对加班的看法? 

19.在五年的时间内，你的职业规划? 

20.谈谈你对跳槽的看法 

21.工作中你难以和同事、上司相处你该怎么办? 

22.假设你在某单位工作，成绩比较突出，得到领导的肯定。但同时你发现同事们越来越孤

立你，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准备怎么办? 

23.淡谈如何降低铁塔建设成本采取多种形式。 

24.铁塔安装施工进度有什么要求并如何控制 

25.铁塔安装施工安全如何控制? 

26.简述如何提高执行力? 

3.6 上海公司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6840-1-1.html 

面试大厅有 3 人一起等，安排进面试间是单面 3v1。 

自我介绍，根据提到的展开问一两个问题，3 句话简单说一下成功的 3 件事，喜不喜欢自己

的专业，反问。 

3.7 2019-11 上海铁塔面试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4014-1-1.html 

面的岗位是公共关系管理。大经管类的职能岗。 

一面是群面 7-8 个人。题目是常规的社会类现象问题，会员付费制度的评价。5 min 读题，

材料挺长的讲真，而且有用信息很多。从一号开始轮流 1min 发表个人见解，到时打断。20min

小组讨论。3 min 汇报。最后 HR 会提 2 个同学问题，关于的你的优势或者对岗位的理解什

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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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铁塔综合求职资料 

4.1 22 中国铁塔（上海）拓展经理全流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502-1-1.html 

10/16 笔试，根据岗位选择题目，选的是市场营销卷，单多判，单题计时，考得不难很基础，

分再低也能进面，比如我，销售岗更看重面试的沟通。 

10/30 面试，可选线上线下。3v1，自我介绍；对铁塔的了解，这岗位给一体两翼里的两翼

招人，即业务新，全靠自己跑市场；为什么想做销售；看简历问了爱好；有什么资源。 

11/16 发 offer，看收件人发了 20 几个，自费体检。 

 

4.2 浙江铁塔笔经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8835-1-1.html 

我报的是财务岗位，先考专业知识，然后是行测和心理测试啥的。专业知识这块，有些 cpa

的题目，我感觉简单的占 50%，稍难一些的占 10%，剩下 30%的题目我感觉是从来都没有

背过的知识点 

括我在内先来的三个人一起面，对面四个面试官。先是自我介绍，然后对着三个人依次问问

题。有一个问题我们三个都没回答的上，就是问铁塔董事长是谁 

都是比较基础的问题，像抗压能力怎么样啊，遇到工作问题怎么解决啊之类的 

 

4.3 安徽铁塔笔面试（人资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01 月 0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1103-1-1.html 

笔试：2017.12.17 上午九点有摄像头，每部分题分开计时，行测（言语理解、数字、图形等） 

应聘人资岗的去的人只有 7 个，首先是无领导小组讨论，然后是单面。无领导小组讨论总结

后，面试官会跟大家“闲聊”，问问拿的 offer 的情况，为什么没去，是不是还报了其他安徽

的公司，有木有男朋友。单面的话，没有问公司方面的问题，都是专业方面的问题（绩效管

理、岗位评估、柯克帕特里克培训效果评估模型、劳动合同法），一定要熟记专业知识呀！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502-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8835-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1103-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国铁塔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0 页 共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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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