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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在线 2012 校园招聘简介： 

TOM 在线有限公司（简称 TOM 在线）(美国纳斯达克: TOMO；香港创业板: 8282) 为中

国之领先业界的无线互联网公司，为广大用户提供多媒体增值产品及服务。作为中国知名的互

联网品牌公司，TOM 在线专注于向年轻时尚的群体提供包括无线互联网业务和网络广告在内的

服务。 Tom 集团 TOM 集团是大中华地区领先的中文媒体集团，经营多元化业务，包括互联

网（TOM 在线）、户外传媒（TOM 户外传媒集团）、出版、电视及娱乐等，业务遍及中国大

陆、台湾及香港。在各业务领域中，TOM 集团皆稳占市场领导地位。TOM 在线有限公司（TOM

在线）为 TOM 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无线互联网公司之一，拥有完整的互联网应

用平台，凭借其无线互联网业务拥有的庞大资源优势，每天服务近 2 亿用户。 

TOM 在线 2011 校园招聘回顾：启动于 2011 年 3 月，并于 4 月份在北京交通大学举行了

校园宣讲会。主要招聘 skype 市场营销、shype 商务拓展、shype 市场推广、skype 客服专员、

监控专员、web 开发专员、flash 开发专员、delphi 程序员、skepy 移动平台开发工程师、skype

软件工程师、新闻中心编辑、UED 前端制作师、游戏运营等职位。主要要求本科以上相关专业

应届生。 

TOM在线 2012 年校园招聘的情况请同学们随时关注 TOM在线 2012 校园招聘俱乐部的

最新信息。 
 

    

               

  

此次大街网推出了 TOM 在线 2012 校园招聘大礼包供同学们备战。 

此外，我们会随着 2012 年度各名企校园招聘项目的进度，适时地为同学们

提供 TOM 在线 2012 校园招聘第一时间上线通知、网申攻略图解、HR 官方答疑、

应聘笔试面试指导等各种求职信息，助你在面试路上披荆斩棘，通关获胜。 

让我们·赢在 2012！ 

 

http://tom.dajie.com/?from=dlb�
http://sohu.dajie.com/?from=dlb�
http://qq.dajie.com/?from=dlb�
http://163.dajie.com/?from=dlb�
http://google.dajie.com/?from=dlb�
http://baidu.dajie.com/?from=dlb�
http://yahoo.dajie.com/?from=dlb�
http://sina.dajie.com/?from=dlb�
http://joyo.dajie.com/?from=dlb�


 

 
 

3 

TOM 在线 2012 校园招聘大礼包——目录 

一、 TOM在线简介   ................................................................................................................. 5

1.1 TOM在线概况   ............................................................................................................................................ 5

1.2 TOM在线历史   ............................................................................................................................................ 5

1.3 TOM在线主营业务/品牌   ........................................................................................................................... 7

1.4 TOM在线文化/价值观   ............................................................................................................................... 7

二、 TOM在线 2012 校园招聘项目介绍   .................................................................................. 8

2.1 TOM在线 2012 校园招聘介绍   ................................................................................................................... 8

2.2 TOM在线校园招聘流程   ............................................................................................................................. 8

三、 TOM在线职业发展&薪酬待遇   ........................................................................................ 9

3.1 TOM在线职业发展   ..................................................................................................................................... 9

四、 TOM在线校园招聘笔试经验   .......................................................................................... 10

4.1 TOM集团MT笔试归来   ............................................................................................................................ 10

4.2 TOM数据库维护工程师笔试   ................................................................................................................. 10

4.3 TOM在线网编笔试   ................................................................................................................................... 14

4.4 TOM技术类笔试   ..................................................................................................................................... 15

五、 TOM在线校园招聘面试经验   .......................................................................................... 16

5.1 Tom MT北京的二面面经 2010.5.5.   ..................................................................................................... 16

5.2 深圳Management Trainee 面经 2010.4.30.   .................................................................................... 16

5.3 Tom之八 由拒无霸到面霸，再到offer霸   ............................................................................................ 17

5.4 总结TOM面试硬性条件   ......................................................................................................................... 20

5.5 我的百度、搜狐、TOM面试记~   ........................................................................................................... 24



 

 
 

4 

5.6 面试到拿到TOM的体检单   ..................................................................................................................... 25

5.7 TOM面试有感   ......................................................................................................................................... 26

5.8 谈面试TOM感受   ..................................................................................................................................... 26

六、 TOM在线相关资料延伸阅读   .......................................................................................... 27

6.1 抉择与期待，要不要进TOM   ................................................................................................................. 27

6.2 TOM集团 2011 校园招聘回顾   .............................................................................................................. 27

  



 

 
 

5 

一、 TOM在线简介 

1.1 TOM在线概况 

TOM 在线(美国纳斯达克: TOMO；香港创业板: 8282) 为中国之领先业界的无线互联网公司，为广大用户

提供多媒体增值产品及服务。作为中国知名的互联网品牌公司，TOM 在线专注于向年轻时尚的群体提供包括无

线互联网业务和网络广告在内的服务。公司业务范围覆盖了包括短信、彩信，WAP，无线音讯互动服务（IVR），

内容频道，搜索，分类信息，免费及付费电邮服务，及网络游戏的多个领域。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TOM

在线是中国唯一一家在无线互联网服务各领域都名列三甲的门户网站。 

TOM 在线是 TOM 集团有限公司之子公司。TOM 集团有限公司是大中华地区领先的中文媒体集团。集团

多元化的媒体业务横跨五大领域：互联网(TOM 在线有限公司)、户外(TOM 户外传媒集团)、出版、体育、电

视及娱乐。 

TOM 集团旗下的门户网站，拥有最完整的互联网应用平台。TOM 网经过全新改版后，已朝着一个以应用

和工具为核心的开放平台方向发展，服务为数三亿的在线用户，对象为年轻时尚兼追赶技术潮流的群体。 

TOM 的无线增值服务在各属领域均名列三甲，通过 SMS、MMS、WAP、IVR、RBT、J2ME 等方式为四

亿的无线用户提供信息、互动、音乐、阅读、游戏等多种无线增值服务。 

与此同时，TOM 集团与 NBA 携手建造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的 NBA 中文官方网站，提供每日在线赛事

直播，并且揉合更多社交网站功能及有创意的精彩内容，为球迷带来联系、互动和分享的最佳体验。 

TOM-Skype 是专为国内市场而研发的领先网上通信软件，为其庞大的八千万用户网提供本地化的通信服

务。 

TOM 易趣为中国内地 C2C 电子商务平台，一直坚持服务创新、强调本地化的调研执行和国际管理经验的

有机整合，品牌形象诚信可靠，为客户缔造「质量网购」的最佳体验。 

通过不断整合世界上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聚合全球化的优势产品和服务，TOM 已成功发展出差异化的互联

网平台，致力为中国用户带来互联网与移动通信一体化的卓越体验，同时为客户提供创新和多元推广平台。 

 

1.2 TOM在线历史 

2006 年第 4 季度 - eBay-TOM 在线组建合资公司，携手开创中国电子商务新时代 

- “网络·娱乐·英雄会”2006 TOM 在线荣耀盛典在北京精彩举行 

 

2006 年第 2 季度 - TOM 在线宣布收购无线娱乐公司 Infomax 

 

2006 年第 1 季度 - TOM 在线与体坛周报开展战略合作 

- 与联众世界战略结盟,无线、网游双剑合璧 

- "网络·娱乐·英雄会"-TOM 在线荣耀盛典璀璨发布 

- 收购网上小说网站幻剑书盟(HJSM)75%的股份。该公司在其网站 www.hjsm.net 上向读者提供原创中文

小说的网上阅读服务。 

 

2005 年第 4 季度 - 由于极具发展潜力,荣膺 Red Herring 百强小企业 

- 借助"玩乐吧"数字音乐平台,与英特尔携手推出中国第一家“网络音乐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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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第 3 季度 - 携手联动优势，在中国提供手机支付服务 

- 与 SKYPE 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 启动极具人气之“玩乐吧 网络秀"-TOM 网络歌曲全国六城市巡演 

 

2005 年第 2 季度 - 与 TCL 手机宣布战略联盟 盛情迎接中国 3G 时代 

- 与 Warner Bros. Online 结成战略联盟 

-Cisco 及 Macromedia 对 Indiagames 作策略性投资 

-邮箱增容至 1.5G 

-委任副首席财务官 

 

2005 年第 1 季度 -开启“梦幻摘星乐园”服务 

 

2004 年第 4 季度 -主办 TOM 在线体育颁奖晚会 

-收购全球领先的移动游戏供应商 Indiagames 

-收购 2.5G 移动通信服务供应商 – Whole Win Investments Ltd 

-与 Skype Technologies 合作，推出即时网络语音沟通软件工具 - Tom-Skype 

 

2004 年第 3 季度 -收购在全国拥有超过 60 个电视频道销售网络的领先无线娱乐服务提供商 

-参与四川长城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之策略投资 

-与中国最大体育报章《体坛周报》签署战略性合作协议，提供互联网及无线互联网上的体育内容 

-与国际知名的唱片公司 SONY, EMI, Warner Chappell, Universal 及 BMG 合作，推出相关的音乐类无线

互联网产品及服务 

 

2004 年第 2 季度 -与北京音乐电台推出 TOM 音乐无限 

 

2004 年第 1 季度 -邀请著名创作歌手王力宏担任 TOM 在线形象大使 

-同时于 Nasdaq 及香港创业板上市 

 

2003 年第 4 季度 推出网络游戏 – 《雷霆战队》 

网站流量排名从 2001 年的第 150 位跃升至第 16 位 1 

 

2003 年第 3 季度 -成为中国移动 M-Zone 独家合作伙伴 

-通过收购最大的无线音讯互动公司—北京雷霆无极网络科技，成为中国首家提供无线音讯互动服务的网络

门户之一 

 

2003 年第 2 季度 -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世界知名移动电话制造商建立策略性联盟 

-再度推出免费电邮服务 

-在中国门户网站类别中排名第四位* 

-在女性、娱乐及体育频道类别中，成为中国排名前三位的门户网站 

 

2003 年第 1 季度 -在门户网站推出后仅三年便取得盈利 

 

2002 年第 4 季度 -与中国移动携手合作， 聯合 推广无线增值服务产品 

-成为中国移动首间彩信内容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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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底 / 2002 年初 -在與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的平台上推出短信合作，相繼推出短信服务 

 

2000 年中 -旗舰门户网站 www.tom.com 正式面世 

 

1.3 TOM在线主营业务/品牌 

TOM 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号︰2383)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TOM 为领导大中华的中文媒体集团，

经营多元化业务，包括互联网（TOM 在线）、户外传媒（TOM 户外传媒集团）、出版、电视及娱乐等，业务

遍及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在各经营的业务领域中，TOM 皆稳占市场领导地位。 

 

 

1.4 TOM在线文化/价值观 

成为中国领先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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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OM在线 2012 校园招聘项目介绍 

2.1 TOM在线 2012 校园招聘介绍 

TOM 在线 2012 校园招聘：启动于 2011 年 3 月，并于 4 月份分别在北京交通大学举行了校园宣讲会。主要招

聘 skype 市场营销、shype 商务拓展、shype 市场推广、skype 客服专员、监控专员、web 开发专员、flash

开发专员、delphi 程序员、skepy 移动平台开发工程师、skype 软件工程师、新闻中心编辑、UED 前端制作师、

游戏运营等职位。主要要求本科以上相关专业应届生。 

 

2.2 TOM在线校园招聘流程 

TOM 在线 2011 校园招聘回顾： 

一、宣讲会 

二、投递简历 

三、筛选简历 

四、笔试 

五、面试 

六、体检 

七、签订就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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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OM在线职业发展&薪酬待遇 

3.1 TOM在线职业发展 

TOM 集团有限公司除为雇员提供工作晋升及发展机会外，亦设有完善的雇员福利制度。雇员可享有以下福

利： 

    * 培训及发展机会 

    * 奖励制度 

    * 医疗福利(门诊及住院) 

    * 各类假期(包括年假、婚假、分娩假等) 

    * 保险(包括团体寿险、雇员补偿、个人意外保险) 

    * 和记黄埔公积金/强制性公积金 

    * 娱乐及社交活动 

    * 雇员购物折扣优惠 

 

  



 

 
 

10 

四、 TOM在线校园招聘笔试经验 

4.1 TOM集团MT笔试归来 

tom 的笔试真的是很典型的外企模式。 

30 多页的英文案例，其实是有十多封邮件或者是备忘录之类的东西来介绍你需要处理的 case，然后让你排

序，给出解决方案及时间。第二步是给出一个邮件中的事件让你给出几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本次是有一个市场

部的人偷偷的把一种产品按高价记账，其实是低价买入的，赚公司的钱之类的事情，公司的法律部门也知道这

件事情。希望你-市场部主管来配合调查这件事情，其中给的一个建议是让查一下公司的客户的银行账户。 

接下来就是 memo 的格式赖和其他部门主管讨论一下财务部门提出的公司最近要 increase revenue by 

charging one of their magazines, which was ditributed free before.的建议。 

2 小时 

其实我用了一个小时把每件事情搞清楚，列个 list 

希望帮得到大家。听说马上要去上海招了，祝大家好运！ 

 

4.2 TOM数据库维护工程师笔试 

今天去了 TOM 笔试数据库维护工程师。出门坐 653，到魏公村下车，往北一走，就到韦伯时代中心了。C

座 3 层，很好找。前台 MM 很漂亮，在那找人重装系统。公司装修风格和网站差不多，淡绿色基调，视觉上很

舒服。 

比我先来的是为人大的 JJ，研究生，聊起来感觉挺好。后来又来了 3 个人。听说今天下午来笔试的有三组，

我们前边已经有两组了。 

到时间后，HR 把我们带到会议室，开始答题。时间一个小时。共 6 道大题。我一看，大多数不会，觉得没

戏了。不过把题都记了下来，回来补课。写出来，希望以后去笔试的人好运。 

1.简述事务的 ADIC 特性。 

2.简述 C 转换成可执行代码的过程。在 risc 和 cisc 平台上有何区别？ 

3.raid 的核心技术是什么？raid0,1,2,3,4,5 的特性和区别是什么？ 

答：RAID 技术的两大特点：一是速度、二是安全，由于这两项优点，RAID 技术早期被应用于高级服务器

中的 SCSI 接口的硬盘系统中，随着近年计算机技术的发展，PC 机的 CPU 的速度已进入 GHz 时代。IDE 接

口的硬盘也不甘落后，相继推出了 ATA66 和 ATA100 硬盘。这就使得 RAID 技术被应用于中低档甚至个人 PC

机上成为可能。RAID 通常是由在硬盘阵列塔中的 RAID 控制器或电脑中的 RAID 卡来实现的。 

RAID 技术经过不断的发展，现在已拥有了从 RAID 0 到 6 七种基本的 RAID 级别。另外，还有

一些基本 RAID 级别的组合形式，如 RAID 10（RAID 0 与 RAID 1 的组合），RAID 50（RAID 0 与 RAID 

5 的组合）等。不同 RAID 级别代表着不同的存储性能、数据安全性和存储成本。但我们最为常用的是下面的

几种 RAID 形式。 

 (1) RAID 0 

 (2) RAID 1 

 (3) RAID 0+1 

 (4) RAID 3 

 (5) R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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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 级别的选择有三个主要因素：可用性（数据冗余）、性能和成本。如果不要求可用性，选择 RAID0

以获得最佳性能。如果可用性和性能是重要的而成本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则根据硬盘数量选择 RAID 1。如果

可用性、成本和性能都同样重要，则根据一般的数据传输和硬盘的数量选择 RAID3、 RAID5。 

RAID 卡是一种磁盘阵列卡，它的核心技术当然就是 RAID（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物理磁盘冗余阵列）。它是一种工业标准，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提高服务器的磁盘读写性能和镜像备

份以提高服务器磁盘系统的安全级别。当然要实现冗余，则至少需要两个以上的物理磁盘，所以在 RAID 卡上

则必须提供一个以上的磁盘接口，当然这里的磁盘接口不仅限于 SCSI 接口，目前还有 IDE （ATA）和 SATA

接口。（如图 2 所示）的是 ADAPTEC SCSI-3210S 磁盘阵列卡，它有内 2 个 68 针、2 个外 68 针 SCSI 接口，

可实现 30 个 SCSI 磁盘或 SCSI 外设的连接。（如图 3 所示）的 RocketRAID 404 磁盘阵列卡，它提供 4

条独立的 IDE 通道，因一个 IDE 接接口，最能连接 2 个硬盘，所以它最多可接 8 个 IDE 硬盘。目前对 RAID 级

别的定义可以获得业界广泛认同的有 4 种，RAID 0、RAID 1、RAID 0＋1 和 RAID  5。 

RAID 0 是无数据冗余的存储空间条带化，具有成本低、读写性能极高、存储空间利用率高等特点，适用

于音、视频信号存储、临时文件的转储等对速度要求极其严格的特殊应用。但由于没有数据冗余，其安全性大

大降低，构成阵列的任何一块硬盘的损坏都将带来灾难性的数据损失。这种方式其实没有冗余功能，没有安全

保护，只是提高了磁盘读写性能和整个服务器的磁盘容量。一般只适用磁盘数较少、磁盘容易比较紧缺的应用

环境中，如果在 RAID 0 中配置 4 块以上的硬盘，对于一般应用来说是不明智的。 

RAID 1 是两块硬盘数据完全镜像，安全性好，技术简单，管理方便，读写性能均好。因为它是一一对应

的，所以它无法单块硬盘扩展，要扩展，必须同时对镜像的双方进行同容量的扩展。因为这种冗余方式为了安

全起见，实际上只利用了一半的磁盘容量，数据空间浪费大。 

RAID 0＋1 综合了 RAID 0 和 RAID 1 的特点，独立磁盘配置成 RAID 10，两套完整的 RAID1 0

互相镜像。它的读写性能出色，安全性高，但构建阵列的成本投入大，数据空间利用率低。 

RAID 5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RAID 技术。各块独立硬盘进行条带化分割，相同的条带区进行奇偶校验（异

或运算），校验数据平均分布在每块硬盘上。以 n 块硬盘构建的 RAID 5 阵列可以有 n－1 块硬盘的容量，存

储空间利用率非常高。任何一块硬盘上的数据丢失，均可以通过校验数据推算出来。它和 RAID 3 最大的区别

在于校验数据是否平均分布到各块硬盘上。RAID 5 具有数据安全、读写速度快，空间利用率高等优点，应用

非常广泛，但不足之处是如果 1 块硬盘出现故障以后，整个系统的性能将大大降低。 

RAID 1、RAID 0＋1、RAID 5 阵列配合热插拔（也称热可替换）技术，可以实现数据的在线恢复，

即当 RAID 阵列中的任何一块硬盘损坏时，不需要用户关机或停止应用服务，就可以更换故障硬盘，修复系统，

恢复数据，对实现高可用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4.简述 OSI 七层模型，并描述 TCP 连接建立的三次握手。 

OSI 七层模型介绍 

OSI 是一个开放性的通行系统互连参考模型，他是一个定义的非常好的协议规范。OSI 模型有 7 层结构，

每层都可以有几个子层。下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 7 层及其功能。 

OSI 的 7 层从上到下分别是 

7 应用层 

6 表示层 

5 会话层 

4 传输层 

3 网络层 

2 数据链路层 

1 物理层 

其中高层，既 7、6、5、4 层定义了应用程序的功能，下面 3 层，既 3、2、1 层主要面向通过网络的端到

端的数据流。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 7 层的功能： 



 

 
 

12 

（1）应用层：与其他计算机进行通讯的一个应用，它是对应应用程序的通信服务的。例如，一个没有通信

功能的字处理程序就不能执行通信的代码，从事字处理工作的程序员也不关心 OSI 的第 7 层。但是，如果添加

了 一 个 传 输 文 件 的 选 项 ， 那 么 字 处 理 器 的 程 序 员 就 需 要 实 现 OSI 的 第 7 层 。 示 例 ： telnet ，

HTTP,FTP,WWW,NFS,SMTP 等。 

（2）表示层：这一层的主要功能是定义数据格式及加密。例如，FTP 允许你选择以二进制或 ASII 格式传

输。如果选择二进制，那么发送方和接收方不改变文件的内容。如果选择 ASII 格式，发送方将把文本从发送方

的字符集转换成标准的 ASII 后发送数据。在接收方将标准的 ASII 转换成接收方计算机的字符集。示例：加密，

ASII 等。 

（3）会话层：他定义了如何开始、控制和结束一个会话，包括对多个双向小时的控制和管理，以便在只完

成连续消息的一部分时可以通知应用，从而使表示层看到的数据是连续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表示层收到了

所有的数据，则用数据代表表示层。示例：RPC，SQL 等。 

（4）传输层：这层的功能包括是否选择差错恢复协议还是无差错恢复协议，及在同一主机上对不同应用的

数据流的输入进行复用，还包括对收到的顺序不对的数据包的重新排序功能。示例：TCP，UDP，SPX。 

（5）网络层：这层对端到端的包传输进行定义，他定义了能够标识所有结点的逻辑地址，还定义了路由实

现的方式和学习的方式。为了适应最大传输单元长度小于包长度的传输介质，网络层还定义了如何将一个包分

解成更小的包的分段方法。示例：IP,IPX 等。 

（6）数据链路层：他定义了在单个链路上如何传输数据。这些协议与被讨论的歌种介质有关。示例：ATM，

FDDI 等。 

（7）物理层：OSI 的物理层规范是有关传输介质的特性标准，这些规范通常也参考了其他组织制定的标准。

连接头、针、针的使用、电流、电流、编码及光调制等都属于各种物理层规范中的内容。物理层常用多个规范

完成对所有细节的定义。示例：Rj45，802.3 等。 

OSI 分层的优点： 

（1）人们可以很容易的讨论和学习协议的规范细节。 

（2）层间的标准接口方便了工程模块化。 

（3）创建了一个更好的互连环境。 

（4）降低了复杂度，使程序更容易修改，产品开发的速度更快。 

（5）每层利用紧邻的下层服务，更容易记住个层的功能。 

大多数的计算机网络都采用层次式结构，即将一个计算机网络分为若干层次，处在高层次的系统仅是利用

较低层次的系统提供的接口和功能，不需了解低层实现该功能所采用的算法和协议；较低层次也仅是使用从高

层系统传送来的参数，这就是层次间的无关性。因为有了这种无关性，层次间的每个模块可以用一个新的模块

取代，只要新的模块与旧的模块具有相同的功能和接口，即使它们使用的算法和协议都不一样。 

网络中的计算机与终端间要想正确的传送信息和数据，必须在数据传输的顺序、数据的格式及内容等方面

有一个约定或规则，这种约定或规则称做协议。网络协议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 

1、语义： 

是对协议元素的含义进行解释，不同类型的协议元素所规定的语义是不同的。例如需要发出何种控制信息、

完成何种动作及得到的响应等。 

2、语法： 

将若干个协议元素和数据组合在一起用来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所应遵循的格式，也就是对信息的数据结构

做一种规定。例如用户数据与控制信息的结构与格式等。 

3、时序： 

对事件实现顺序的详细说明。例如在双方进行通信时，发送点发出一个数据报文，如果目标点正确收到，

则回答源点接收正确；若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则要求源点重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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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协议是面向连接的，两端主机需要同步双方的初始序号。同步需要双方都发送自己的初始序号，并且

接收双方的确认(ACK)信息；同时接收对方的初始序号，并且发送确认的 ACK。这个过程就是三次握手

(Three-way handshake)。  A->B SYN：我的初始序号是 X，ACK 是 0，设置 SYN 位，未设置 ACK 位。 

B->A ACK：你的序号是 X+1，我的初始序号是 Y，设置 SYN 位和 ACK 位。 

A->B ACK：你的序号是 Y+1，我的序号是 X+1，设置 ACK 位，未设置 SYN 位。 

5.进程和线程有何区别，支持线程的标准是什么？超线程和多核的区别是什么？ 

答：进程和线程都是由操作系统所体会的程序运行的基本单元，系统利用该基本单元实现系统对应用的并

发性。进程和线程的区别在于： 

简而言之,一个程序至少有一个进程,一个进程至少有一个线程.线程的划分尺度小于进程，使得多线程程序的

并发性高。 

另外，进程在执行过程中拥有独立的内存单元，而多个线程共享内存，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程序的运行效率。 

线程在执行过程中与进程还是有区别的。每个独立的线程有一个程序运行的入口、顺序执行序列和程序的

出口。但是线程不能够独立执行，必须依存在应用程序中，由应用程序提供多个线程执行控制。 

从逻辑角度来看，多线程的意义在于一个应用程序中，有多个执行部分可以同时执行。但操作系统并没有

将多个线程看做多个独立的应用，来实现进程的调度和管理以及资源分配。这就是进程和线程的重要区别。 

进程是具有一定独立功能的程序关于某个数据集合上的一次运行活动,进程是系统进行资源分配和调度的一

个独立单位. 

线程是进程的一个实体,是 CPU 调度和分派的基本单位,它是比进程更小的能独立运行的基本单位.线程自己

基本上不拥有系统资源,只拥有一点在运行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如程序计数器,一组寄存器和栈),但是它可与同属

一个进程的其他的线程共享进程所拥有的全部资源. 

一个线程可以创建和撤销另一个线程;同一个进程中的多个线程之间可以并发执行. 

多线程的标准 

多线程编程的历史可以回溯到二十世纪 60 年代。在 UNIX 操作系统中的发展是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也

许是令人吃惊的，关于支持多线程有很好的协议，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不同的多线程开发包，他们拥有

不同的接口。 

但是，某几年里一个叫做 POSIX1003.4a 的小组研究多线程编程标准。当标准完成后，大多数支持多线程

的系统都支持 POSIX 接口。很好的改善了多线程编程的可移植性。 

solaris 多线程支持和 POSIX1003.4a 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虽然接口是不同的，但每个系统都可以容易

地实现另外一个系统可以实现的任何功能。它们之间没有兼容性问题，至少 solaris 支持两种接口。即使是在同

一个应用程序里，你也可以混合使用它们。 

用 solaris 线程的另一个原因是使用支持它的工具包，例如多线程调试工具（multighreaded debugger）

和 truss（可以跟踪一个程序的系统调用和信号），可以很好地报告线程的状态。 

什么是超线程技术？ 

超线程技术就是利用特殊的硬件指令，把两个逻辑内核模拟成两个物理芯片，让单个处理器都能使用线程

级并行计算，进而兼容多线程操作系统和软件，减少了 CPU 的闲置时间，提高的 CPU 的运行效率。因此支持

Intel 超线程技术的 cpu，打开超线程设置，允许超线程运行后，在操作系统中看到的 cpu 数量是实际物理 cpu

数量的两倍，就是 1 个 cpu 可以看到两个，两个可以看到四个。 

有超线程技术的 CPU 需要芯片组、软件支持，才能比较理想的发挥该项技术的优势。 

操作系统如：Microsoft Windows XP、Microsoft Windows 2003，Linux kernel 

什么是双核处理器 

简而言之，双核处理器即是基于单个半导体的一个处理器上拥有两个一样功能的处理器核心。换句话说，

将两个物理处理器核心整合入一个核中。企业 IT 管理者们也一直坚持寻求增进性能而不用提高实际硬件覆盖区

的方法。多核处理器解决方案针对这些需求，提供更强的性能而不需要增大能量或实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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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核心处理器技术的引入是提高处理器性能的有效方法。因为处理器实际性能是处理器在每个时钟周期内

所能处理器指令数的总量，因此增加一个内核，处理器每个时钟周期内可执行的单元数将增加一倍。在这里我

们必须强调一点的是，如果你想让系统达到最大性能，你必须充分利用两个内核中的所有可执行单元: 即让所有

执行单元都有活可干! 

为什么 IBM、HP 等厂商的双核产品无法实现普及呢，因为它们相当昂贵的，从来没得到广泛应用。比如

拥有 128MB L3 缓存的双核心 IBM  Power4 处理器的尺寸为 115x115mm，生产成本相当高。因此，我们

不能将 IBM Power4 和 HP PA8800 之类双核心处理器称为 AMD 即将发布的双核心处理器的前辈。 

目前，x86 双核处理器的应用环境已经颇为成熟，大多数操作系统已经支持并行处理，目前大多数新或即

将发布的应用软件都对并行技术提供了支持，因此双核处理器一旦上市，系统性能的提升将能得到迅速的提升。

因此，目前整个软件市场其实已经为多核心处理器架构提供了充分的准备 

 

4.3 TOM在线网编笔试 

昨天叶子和鸟儿、虫子一同收到 TOM 的笔试通知，好在邮件里提示叶子当初应聘的是网络编辑，让叶子

有点自知之明。上网搜了一下，没找到相应试题，反倒搜到一个在门户网站做网编者在博客里的抱怨之辞：网

编就是网络搬运工。于是叶子心安理得地看《friends》，直到凌晨一点半。 

有伴同去笔试实在是一件很爽的事情，虽然是“自相 PK”，但叶子就不用查车次，不用辨方向，不用打听

路了。鸟儿一声召唤，三人同时换装，上路。幸好是笔试，叶子越穿越肥的羽绒服和松松垮垮的斜背包还不至

于太寒酸。一路顺风，提前一个小时到站，散步在中关村大街上。一幢伟岸的大楼在路边以一种凛冽的气度扑

面而来，便是昭著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了。虫子说：“咱们三个人从小学到现在的书费加起来就凑成了这里的一

片瓦！”太经典了，叶子直想连声呼唤母牛的英文单词，想了想，问了一个十分低幼的问题：“这么高的楼不

会都是办公的吧，是不是印刷工厂也在里面了……”“怎么可能呢！语文、数学、英语……”虫子用手指着一层

层楼向上数，让叶子豁然开朗。 

跟着因是面霸级人物而到哪都驾轻就熟的鸟儿飞进韦伯时代中心，被安顿在一个小会议间等候同批人等笔

试，前台另一侧的大会议间里正在进行上一时段的笔试，哇，能在这样温暖舒适的办公环境工作，当搬运工也

值得了。 

待到笔试时，大家彼此会心地笑：又是 BNU 人大聚会啊，什么时候能不再见这些人呢？什么时候能让自己

在这些人面前消失呢？ 

不多想了，答题，一个小时四页纸。第一题是几道时事题，叶子一道也不会。新联合国秘书长是谁，哪国

的；列出的 N 个国家的首脑叫什么名字；上海犯了事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前一阵受伤的男篮运动员是谁……其

实前几道叶子复习公务员考试的时候都见到过，不过都成过眼烟云了，惨！ 

等看到最变态的问一个连杀了多少人的杀人狂魔叫什么名字这道题时，叶子被彻底激怒了！COW！这不是

逼着良家善女看血腥案件嘛！他爱叫什么叫什么去，就算看了这条新闻，也用不着记住他的名字吧！接下来是

根据新闻写标题。四条消息，叶子起的名那叫一个滥！长如导语，臭如病句。汗！ 

对了，还有一道英译汉，布什对伊拉克什么什么的，叶子有无数单词都不认识，甚至没拼出伊拉克首府巴

格达！泪！ 

为 HTML 代码纠错题，勾起了叶子的无限寻思。当初叶子为了装修博客还在天涯客同志的指点下学了两招，

可惜天涯客总是给叶子把饭喂到嘴里，让叶子尝了甜头就一直想一劳永逸，不再研究了……后面的主观题就挥毫

甩墨不着边际。 

笔试被鄙视是不争的事实，叶子也没什么难过的，一切笔试面试都统统见光死，叶子也习以为常了。如此

良好的心态，让诸多人怀疑叶子手里有张没亮出的底牌，叶子对此抱以神秘的一笑：“是啊，我是有底牌啊，

四个字：坐—吃—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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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TOM技术类笔试 

昨天去了趟 TOM 在线，笔试，题目并不是很难。虽然我开始认为是考 PHP，可是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考 Java。

不过无所谓，反正都差不多。 

大早上 8 点就和谢、博导坐上 801 出发了。本以为一路上会很堵，可是却出奇的顺，我计划着怎么得 2 个

半小时到魏公村，可我十点多点就到公司了，晕！最近好像顺的有点过头了。 

我笔试完了，谢也面试完了，就一起去西单吃了回鸡翅。吃完饭，他要去动感地带营业厅换奖品，我靠，

居然从 1 点多等到快 3 点～～这是 TMD 什么速度！不过领的那个水壶还是挺卡瓦意的，像个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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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TOM在线校园招聘面试经验 

5.1 Tom MT北京的二面面经 2010.5.5. 

5 号的面试分两个部分，presentation 和 dicussion. 

希望大家还记得在笔试的时候，有一道题是说现在免费发放的杂志是否要 charge，现在就这个情况给出一

些 details，但是还是基于当时笔试的信件，有一封是说有人抱怨送货不及时，他们的顾客还要等这个杂志出版

后一段时间才能拿到，一封说希望下个月能够多定 100unit.还有一封是说 finance manager 把这个要收费的杂

志的消息告诉大家，下午开会时讨论一下。前面给了一些预算收入之类的报表，这就是要用到计算器的环节，

我认为，我是根据它小算了一下该杂志收费的话应该收多少钱。总之，我认为不管你觉得是否该杂志要收钱，

给出充分的理由就好了！接下来他会对你的 presentation 做出提问。他问我，那要收费的话，销售量下降怎么

办啊？你怎么跟消费者说要收费啊？怎么和客户解释销售量下降啊？如果一段时间内，销售量还不能回升怎么

办啊？ 

第二部分是一个案例，讲的是筹办车展的事情。从给出一定的预算，让你来选场地，人员安排，食物的配

置等几个方面来考察你的分析能力，我觉得是。30 分钟自己准备，20 分钟讨论。她们会在旁边打分之类的。

注意，团队合作和时间的控制！ 

祝大家好运！！ 

 

5.2 深圳Management Trainee 面经 2010.4.30. 

Trainee, management trainee, ANA 

很早就收到通知了，4 月 30 号早上 10 点赶到创维大厦的华娱卫视（Tom 集团的成员之一）面试。 

不愧是电视台，前台的 mm 很卡哇伊啊！给我印象很深刻，哈哈！所有面试的被安排在一个会议室里面等，

大部分都是女生，也许是华南区吧，来的童鞋们也都是来自于广州，汕头的学校，让我意外的是有也有不少在

香港读书的，貌似 BU 的比较多，哈哈，毕竟人家传媒方面比较强嘛！ 

我被安排在 10：00，好像是第一个。一共有两个 HR，第一轮面试每次面 2 个人，大约 20 分钟左右，如

果通过了第一轮面试，会当场发放一张小纸条，凭着这个小纸条参加下午的笔试。我被带到了很隐蔽的一个办

公室，其中穿过整个 office，华娱卫视的工作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开放式的办公，也不乏美女主持人在其中。

进入 HR 的办公室，面试就开始了，先是自我介绍（HR 突然用中文说，你用英语说吧！汗.......)问题很 general，

大概就是根据简历问了一下实习的问题，还有职业规划。但其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较刁钻，包括你如何处理你

同事对你的投诉？请你举一个例子说明当老的办法不能适用是，你是如何寻找新的方法？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很

强势的人嘛？最后则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中文问题，HR 见我简历上有学钢琴的经历，就问钢琴这么细腻的东西是

如何和自己强势的性格相结合的，这个问题也让我大汗...... 

要注意，HR 手上有张 A4 纸，她会根据这个 A4 纸上的标准给你打分，可怜的我只拿到 13 分（20 分满分），

但是 HR 最后仍然给了我机会参加下午的笔试，感觉很奇怪，不知道那张评分表的作用在哪里。 

上午大概面了 30 个人，据说淘汰了 2/3，参加下午的笔试的有 11 位童鞋。2 个男生，9 个女生。中午饭

去了创维大厦后面的蒸功夫，不得不说一下新出的花雕鸡饭味道很好，哈哈哈！一起吃饭的 2 个美女都很强，

一个在欧洲实习游学了大半年，另不但去台湾 exchange 了一个学期，更是手上有网易和强生的 offer，看来

Tom 还是很挑人的！ 

下午笔试在漫长的等待后开始了，来了个香港的 HR，那个普通话讲得是烂啊！笔试 2 个小时，只允许用英

文答题，只有一份 case study。但是时间却很不够用.case 大概是这样的：你是一个广告公司的销售总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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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外渡假了 10 天回来，发现邮箱里有 24 封邮件，分别都是不同的内容，有的是说约你开会，有的是老员工辞

职，有新员工入职，有财务报表，每一样都是需要你去处理的。答题纸上有 3 个问题，第一个是要你根据这些

事情的紧急情况不同，分别在五天内把这些要处理的事情安排到你的时间表中去，并要求写清楚时间和处理方

式。这个问题非常的耗时间，因为有的邮件是其迷惑作用，有的邮件会推翻前面的邮件，建议把全部邮件读完

再做题，这样会省不少麻烦。也有的童鞋建议一天处理一方面的事情，如周一处理客户，周二处理人事等.....但

是要注意有些会议时间已经安排好，那些都是不可以少也不可获缺的！ 

第二题是说你的同事因为商业贿赂正在被调查，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于这个同事你有什么处理

方式，哪一种最好，为什么！ 

最后一道题是说到你们公司的免费杂志准备开始收费，要求你针对这个收费的议案提供一些意见让公司高

层参考和讨论，写一个 Memo，因为时间有限，我这部分没有写完，只写到了为什么要收费分析了一下原因。

后头想想还是要从一个销售总监的立场去考虑，这样会方便很多。 

对笔试不报太大希望，毕竟没有一个很好的 ending，哈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缵一下 RP，感觉 Tom

家的面试还是很有水平的，在这里也祝愿昨天全体参加笔试的童鞋们好运，特别是 CU 的 MM，广外的 MM，

暨大的 MM，还有两个汕大的 MM（貌似我认识的都是 MM，哈哈）。 

 

5.3 Tom之八 由拒无霸到面霸，再到offer霸 

我在这系列文章的（五）中强调了一点是相貌/气质，其实这一点也和自己的着装、礼节。参加投行的面试

时，一定要 business attire，另外不要犯一些低级错误，比如黑皮鞋配白袜子，相关的文章可以找些商务礼仪

方面的书好好看看。男生我个人觉得藏蓝色西服[注：不要纯黑色西服，一般三粒扣式为宜]+白衬衣+比较成熟

点的领带+黑皮鞋[注：式样不要太花哨]+一块手表，合适的搭配就可以给人非常 professional 的感觉。女生的

服装我没有研究，就不多说了。男生头发如果稍短些会给人以非常精干的感觉，但是不要太短（太短的话像什

么？），女生如果留长发的话可以把长发扎起来。该配制的行头一定要早早配制好，衣服该烫的就要提前去烫

好，该花钱的地方就要舍得花钱，不要临上战场才发现没抢没炮或者是残枪破跑。其它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

这里不再多说。 

上面说的很多关于面试前的准备，在开始真正的面试之前，如果可以再做以下的几件事情，会好得很多： 

1．熟悉简历，再熟悉简历！ 

投行的面试官会拿着申请者的简历刨根问底的，如果自己因为生疏了简历而被面试官认为是在简历上作假

的话，那就是低级错误！准备好支持过去经历的故事，尤其是小故事更能打动面试官。 

2．模拟面试/多参加面试。 

我曾为一些同学做过模拟面试，个人感觉这对申请者得知自己的问题与不足从而得到锻炼提高是很有好处

的。模拟面试有助于申请者提前进入面试状态。个人认为，最好的模拟面试就是真正的公司面试（非投行的面

试，比如咨询公司的面试），这样做或许有不道德之嫌，但是，每年在求职中，多投简历多参加面试还是很正

常的，毕竟投行的招聘数目太少，所以，多参加些公司的面试吧，一方面为自己做个后路，另一方面通过这种

面试的积累，熟悉面试的种种技巧，有助于参加投行的面试。 

3．换上正装，梳洗打扮。 

注意一些地方：西服三粒扣式的不要系最下面的那粒扣；手指甲要剪干净，女生不要留彩指甲，手要干净；

鼻毛、胡须之类的一定要清理干净（提这点是因为很多男生不注意）；刷牙，或者嚼嚼口香糖以清理口腔异味

（但面试时千万不要嘴里还嚼着口香糖）；头发要干净，没有较多头皮屑，可以在临行前洗个头，看上去也会

比较精神；皮鞋擦干净，尤其是进入面试地点前要再擦一下因为路上奔波而沾上的浮尘；不要装点太多首饰，

朴素些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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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准备好必带的东西，提前到达面试地点，适当放松。 

什么东西必带？多准备几份打印出来的简历，准备纸笔，或者是小的记事本，带一小包 Napkin。至于成绩

单、证书、实习证明之类的，没有必要带。一般投行面试的地点都在比较高档的写字楼里的某间 office 里，到

达的时间也是比较讲究的，最好提前 15-30 分钟到达写字楼的一楼大厅，提前到就会增强自信，然后静静等待

一会，关掉手机或者把手机调成静音状态，去趟洗手间，把生理需要先解决一下省得面试期间的尴尬，然后对

着镜子，再整理一下着装。我一般都会洗下脸，振奋一下精神，然后对着镜子微笑一下，告诉自己肯定行的！

这种积极的心态很重要，而且要让自己先进入微笑的状态。等到离预定的面试时间还有 5-10 分钟左右内，再走

进将要面试的投行的 office。千万不要迟到！ 

好了，进入 office，略等片刻，等到 HR 告知面试正式开始，剩下的这段时间就要好好表现了！具体的面

试我不能穷尽所有的面试经历和面试问题，但是，我想，主要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以下几个方面： 

1．饱满的精神状态与昂扬的自信心——做好第一印象! 

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第一印象有时候可以让面试官三分钟内甚至一见面就决定让 interviewee 过关。这种

精神状态和自信心表现在：见到面试官时，第一眼就要热情地微笑地打招呼，主动先和面试官打招呼而不要被

动地等面试官先给自己打招呼然后再跟上，You may just say: Hi! Nice to meet you! 自然保持真诚的微笑，

会给面试官极大的好感；不必主动先和面试官握手，但是如果面试官先伸手过来，一定要马上伸手过去和面试

官握手，握手要坚定有力，上下一定幅度内震荡两次，握手同时眼光要真诚地看着面试官，这会再次增加面试

官对被面试者的好感；说话的声音明亮有力；和面试官保持良好而真诚的目光交流（Eye Contact） [注：特意

提到这点，是因为我给一些同学做模拟面试的时候发现这些人的目光交流非常不够，谈话时目光游移太厉害，

这会让面试官感觉被面试者非常不尊重面试官]；身体挺直略向前倾，两手放于膝盖上或者自然搭起放在桌上，

两腿并拢，良好的坐姿会让面试官感到该申请者非常 professional。总而言之，就是要以一种积极渴望得到这

份工作的热情打动面试官！ 

2．做好简短有力的自我介绍，让面试官怦然心动！ 

一般投行的面试之初，面试官会要求被面试者作一个自我介绍[注：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有些面试官喜欢上

来就出奇不意]，这个自我介绍非常讲究的，其质量如何取决于是否能够三分钟内定乾坤，准备自我介绍需要自

己在下面反复思考再反复思考，一定要给面试官最有用最醒目的个人信息，让他听完这个自我介绍后会跟着申

请者的思路走就是很高的水平。那么，自我介绍说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在（五）和（六）的提到的 7 点硬性要

求和 7 点软性要求的紧密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杂陈乱列，而且不能说的太多以失去重点。 

就我自己的自我介绍为例子说明，我的自我介绍会从三个主要方面进行：（1）教育背景：MA in Finance 

in Peking University + BA in Finance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注：表明了自己具有“名校背景+金

融背景”]+Overseas Study Experience [注：表明自己具有“国际背景”，尤其是这一点，一般会让面试官眼

睛一亮的]；（2）实习工作经历：Finance Analyst in GE Capital + Business Analyst in Bain & Company + 

Client Manager in Boshi Fund [注：第三个经历我有时不说。这样的实习经历暗含了或者从侧面证明了我所拥

有的投行看重的硬性要求和软性要求，比如什么英语好啊、团队精神啊、快速学习能力啊、在压力下工作啊等

等，越是好的实习经历越让面试官感到这个申请者素质优秀，同时多元化的实习经历会让面试官印象深刻，如

果没有突出的实习经历，可以以突出的课外活动等其他突出经历来代替]；（3）性格人品：Passion（激情） + 

Persistence（执着） + Commitment（守诺）[注：选这三点是经过我自己认真地思考后，结合自己的情况而

说的，一定要实例证明，否则就是夸夸其谈，关于这种性格人品之类的描述，不要说的过多，这样面试官根本

记不住，挑最合适自己的最能打动面试官的说，还记得我在（六）中归纳的一些性格人品吗？而看官朋友你的

可以打动面试官的性格人品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个人介绍不必要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比如什么我的家乡是在哪里啊，我喜爱读书和音乐啊，

这些信息无关大局而且含糊不清，完全不能反映出申请者的独特之处，冗余信息会干扰面试官的。如果打个比

方，个人介绍就像是简历一样，要保证提供给面试官的每一点信息都是最有效的！能做到这一步就非常了不起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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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了自我介绍，面试官必然会从这个自我介绍中找到他所感兴趣的地方并会发问，这样再以下就很容易

进行互动的交流了。 

3．充分发挥，沉着冷静地应对各种问题。 

相信看官朋友如果把我在（五）（六）（七）里提到的那些准备工作做足的话，应该是不惧怕面试官的拷

问。身处面试的现场时，关键在于如何发挥。我想，无非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说话要有逻辑性，有重点，条

理分明，列举的时候不要列的方面过多（一般 3 个以内为宜）；有些面试官会表现得很 nice，有些会表现得很

tough，而其实再 nice 的面试官都会毫不留情地打掉申请者，而再 tough 的面试官也会让一些申请者通过，了

解了这一点，就要沉着冷静地应对各种类型的面试官以及面试官提的各种问题；除了一般常见的 general 

questions 和专业知识问题以外，有些面试官喜欢出奇不意地问个奇怪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 Brainteaser 问题，

比如突然出一道数学题让申请者现场计算，比如突然让猜一个谜语，比如我面 Goldman Sachs 的时候，一位

面试官突然问我英国的财政大臣是谁，我马上举手投降，这些 Brainteaser 的问题，需要 Interviewee 应答时

保持冷静，随机应变，如果现场能够回答出来最好，如果实在答不出来，就要马上巧妙地终结这个话题，切不

可陷在其中久不得出；回答的时候，情绪不要过于激动，有个别 interviewee 面试时容易自己激动然后就不自

觉地或自觉地近乎声泪俱下般地讲述自己的奋斗史希望以此博得面试官的欢心，自己被感动得***，殊不料面试

官心里对此讨厌的要死，说句实话，投行的面试官都是身经百战的人，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所以被面试者千

万不要做出 naive 的举止。 

众所周知，投资银行的工作是非常辛苦而且压力很大的，所以有时候面试官特别 tough 的拷问也是在考察

被面试者能否在高压状态下依然保持好良好的状态以及能否在困难条件下保持冷静的头脑并坚持做事。 

有些问题不要回答的过于迅速，否则很容易陷入圈套。比如常见的一个问题：If I am your client and I give 

you 1 million dollars. How will you invest? 如果被面试者上来就直接回答投资于某某具体行业，就是中了圈

套，投行的面试官不指望听到具体的什么答案，面试官期望听到的是一个有逻辑性的分析过程，而不是没有过

程马上得出的一个答案。 

投行会常问一种场景问题，就是假设被面试者已经是公司员工，遇到某种场景，应该如何处理，对此类问

题的回答，我认为一定要结合个人情况，并设身处地想想，比如常问的一个问题是：Analyst 在经常加班的情况

下又被分配了过多的任务，这时候应该如何办？我在前面对此分析过了，投行希望找的人是 hard-working，

但是，不意味着投行就是要 Analyst 无休无止地干活。说白了，这还是对 Execution Skills 的阐释：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踏实做事，是投行面试官期望通过这种场景问题来达到了解被面试者是否理解这点的目的。 

4．细节！实例！小故事！亲身经历！ 

做好这点对胜出投行的面试是相当关键的，这一点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投行出身的人士都特别喜

欢拷问细节，而且都有极强的“见微知著”的本事，所以，面试的时候，投行的面试官并不期望听到申请者夸

耀什么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但是，如果听到申请者讲述一些其亲身经历的小事情小故事作为 case 支持的话，

面试官就会不由眼睛一亮！这些小故事可能是如何查找一个数据，可能是说服同宿舍的人做某件事，等等。关

键仍然在于申请者如何在准备面试的过程中，充分思考，找到合适的例子和故事，并能够足够地在面试时表达

出来。 

5．准备好若干问面试官的问题 

这点同样很重要，一般投行面试的最后，面试官都会让被面试者提问若干问题。这时候，被面试者一定要

提问题，提出的问题表明自己很在意这份工作，表明自己有很大的兴趣想知道更多的东西，这样也会激发起面

试官的“好为人师”的感觉，如果他很愿意和被面试者聊的时候，八成表明他是很喜欢这个被面试者的。其实

有些问题也可以在面试中间巧妙地问面试官的，以使被面试者掌握面试主动权，不过这样的难度系数较高而且

有时会弄巧成拙，所以个人认为如果面试中途向面试官发问的时候还是小心为妙。在面试尾声时的发问则不存

在风险问题，面试官这个时候也会表现得很慷慨大度地和被面试者分享一些东西，但要注意，问题不能过于漫

无边际，不能过于无知，不要问过于敏感的话题（比如一些丑闻、公司人事斗争、薪酬待遇、内部机密之类的），

不能问得太多，个人认为 3 个问题足矣，那么，这 3 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要自己下番功夫费劲思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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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可能是：关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关于公司的业务重点？关于公司对新员工的发展计划？招聘过程

和内容？公司欲招的新员工的职责？该公司和其他公司相比的独特之处？面试官的经历？面试官给被面试者的

反馈或者建议？ 

以上一些问题只是我随便举例，真正适合向投行面试官发问的问题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事先认真准备好

的。 

6．做好面试收尾工作：致谢、索取面试官联系方式以及写感谢信。 

好了，在前面和面试官聊得不错，各种问题都答得不错，向面试官提问的几个问题也很合对方的胃口，这

时候，差不多该曲终人散了，一定要礼貌地向面试官致谢，Thank you for your time.是一定要说的！这是最基

本的礼貌，不能被前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忽视了最后的环节，甚至可以说几句别的祝福也好、打趣开玩笑

也好，总之在欢笑宴宴中结束这个面试。 

同时，向面试官要其联系方式（有些投行面试官会在面试之初给被面试者自己的名片的，但有些在面试之

初不给），如果面试官给名片最好，如果他说对不起名片用完了（90%是借口），那么，向他要他的 email，

我遇到的是在 100%的情况下，面试官会至少留个他的 email 地址的。现在很多同学有自己的名片并会和面试

官交换名片，这很好，不过就要掌握递给面试官自己名片的火候，因为很多同学的修炼不到家，所以名片给面

试官的方式就非常不够 professional，这反而有可能弄巧成拙的。这种递名片的火候是需要反复磨练而逐渐揣

摩的。我自己另印有一种比较别致的空白名片（当然不是完全空白的白纸片那种），以方便面试官在上面填写

他愿意留的联系方式，这种名片常常会让我的面试官眼睛一亮，而增强对我的好感，其实这就是巧妙地索取面

试官的联系方式。 

取得了面试官的联系方式后，道谢，再见，走出公司，然后马上回去，认真写封 Thank-you Letter！一定

要在面试当天之内写好并发过去，感谢信的内容不止是简单的感谢而已，而是再次强调自己的优势所在和渴望

得到这份工作的热情，感谢信的言语仍然要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因为投行人士大抵忙得要死，好不容易抽出时

间作了场面试，回到工作后哪有功夫看长篇大论的感谢信？同时，一定要好好组织语言，感谢信不同于简历、

求职信、网申的地方就在于感谢信是可以加入自己的主观话语的，这种主观话语的目的就是要使这封感谢信读

起来情真意切从而打动面试官！感谢信的写作其实也是需要反复的磨练，我的感谢信也是在不断的修改中，到

后来觉得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准，到最后写给面试我拿到 offer 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面试官的感谢信，我自

己都被自己的言语所深深感动了[注：要知道那时我已经写了很多遍感谢信了已经对感谢信近乎麻木了]——这

样的感谢信必然会打动面试官的！ 

话说回来，感谢信不能起绝对的作用，只是，既然参加投行的面试，就要功夫下得十足，九成九的功夫仍

然不够！ 

十足的功夫下到了，前面的积累够了，是否就可以保证让自己得到理想的 offer 呢？——请看下篇大结局。 

 

5.4 总结TOM面试硬性条件 

不知道列位看官是否真的重视了我在这一系列文章之（四）里的一些话。为此，我在此不得不再次重复。

因为，很多时候，重复是为了强调——强调自己的定位问题。自己是否适合？是否有这个能力？是否可以在这

个行业里生存下来并表现出色？ 

反复说这一点，是感觉国内的教育也好舆论也好，总有种偏激，比如，一味强调“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

人”但却很少考虑吃的苦是否值得，父母一直期盼着孩子从重点小学上到重点大学然后出国留洋拿个洋博士却

很少考虑是否每个人都适合读博士然后作什么家什么者的。大学校园里的投行热也是如此。好像大家都感觉到

这是个暴富的行业，可以一夜脱贫走入上流社会的地方，然后纷纷趋之若鹜。 

所以，方向的确定，是最重要的问题。 

如果，看官中的确有志于进入投行的，那么，剩下的就是去一步步积累，积累，再积累。在这个系列文章

的（五）中，我会认真分析投行招人的一些 basic requirements。很多东西，其实就是种“潜规则”。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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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投行都宣称自己是如何公平，可是，这世界上没有完全公平的事情。说句公道话，投行在诸多行业中已经

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公平的了。 

这些基本的要求，我想大概可以分为硬性要求和软性要求两方面。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投行选人的一些标

准。起码，公司的 HR 首先根据一些硬性要求从成千上万份简历中筛出适合参加面试的几十个 candidate。 

这些硬性要求有什么呢？我想，无非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 

1．家庭背景/教育背景 

很多东西其实是隐藏在背后的：比如家庭背景。在美国，一些世家子弟很容易得到机会，这是公开的秘密，

很多投资银行家都有庞大的家族在支撑着投资银行业。在目前的中国，家庭背景的重要性还并不为许多申请者

所知，但是，也要知道，一些投行高层的家庭背景是极为显赫的。对此我觉得应该公允看待。毕竟，投资银行

业的核心无非仍然是两个字：People Business。投行并不排斥出身卑微的人，但是，这些人要想在投行立足，

人际关系网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再插句话，投行内部的推荐还是非常管用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投行内

部推荐的话，这个被推荐者也会是比较独特的，必然有其独特之处，因为投行的人用句俗话来说也是“人以群

分”的，投行的人一般不会随便推荐的。 

而毕竟，born with silver spoons 的人只是极少数，投行的公平性最大体现在允许甚至青睐许多出身平凡

但敢于打拼的人。对年轻人而言，敢于打拼的而且头脑聪明的最大体现就是教育背景——是否出自名校。在美

国，是 Ivy League，是沃顿和哈佛的 MBA 们。在中国，是北大清华复旦（有时加上交大）。投行的这种名校

情结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其实也很容易琢磨出来。此外，即便出自名校，也要看在校的表现如何，比如学习成

绩是否名列前茅。 

也许有些有志投行但目前并非在所谓的“名校”就读的人士为此抱怨发牢骚，那么我的建议就是，除非特

别优秀突出的惊为天人的那种类型，要么还是把牢骚咽在肚子里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或者在国内通过考研

的形式上北大清华等名校，或者通过工作若干年后再申请国际顶尖商学院的 MBA，之后再去申请投行。这样是

曲线了一些，但是，要明白，很多时候，要达成一个目标，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或者曲折的经历。 

近来来，投行在校园里逐渐热起来，很多非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的学生也纷纷申请，应该说这是个好事，而

且投行不是一概排斥其他专业的学生，不过，这些申请者就要多弥补一些和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相比进入

投行的不足。我曾经在 04 年为某家国内知名券商的投行部帮忙筛简历时，看到一位某名校计算机系同学的简历，

通篇是掌握多少种计算机语言、参加过编写什么程序、参加过什么软件开发项目之类的，完全没有和投行有交

集的地方——可想而知，这样的简历马上被打掉。 

2．优异的英语水平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英语是这些国际投资银行里的通用语言。而可惜的是，很多大陆的申请者被排在

投行的门外，很大的一个劣势就是英语不好。我想想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大学本科的时候，大一

和大二两年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苦功去学习英语，所以真的是受益匪浅，而且在硕士阶段就可以省出很大的时间

精力去做别的事情。这里，也想提醒志于进入国际投行的人们，一定要把英语练好。这是基本的要求。而这一

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面试投行的时候，英语水平表现在口语一定要好，而进入投行后，英语水平表现也会在

书面中表现出来——很多中国人在 reports 里面不及欧美人精巧地 polish 自己的业绩。 

申请者的英语成绩好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简历上的英语成绩，比如国家四六级英语

考试 90 多分，托福成绩 640，GMAT720 之类的。这样的数字会让 HR 眼睛一亮，然后有信心判断出这个申

请者的英语还不错，然后会挑出来参加面试。但同时，有些申请者知道此道后，有时候不择手段去造假，没有

那么高的成绩却要给自己编个很高的成绩，这是很忌讳的，因为即便被挑出面试，只要一张口，面试官就知道

这个申请者的英语如何就知道这个申请者必然造假——而在投行面试中，cheating 一向是大忌！ 

国内很多申请者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可以在各种英语考试（尤其笔试）中考得惊人高分，但是一张口就

是说不出话来，或者说的英语发音腔调千奇百怪（中国人说英语有口音很正常，但不要过于发音奇怪），或者

一听别人讲英语就是完全陷入懵懂不知对方所云何物。那么，就要强迫自己短时间内强化自己的英语训练。而

且我个人认为关于实用英语方面的提高，口语和听力一定要并重。口语方面，多和美国人聊天或者跟读美语有

声资料（个人推荐美语发音）以矫正自己的发音，多读些多背些英语材料，甚至可以找口语 partner 一起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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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等等；听力方面，一定要坚持听下去，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坚持每晚找个安静的地方听 VOA 至少两个小时，

坚持两年，收效甚高。 

当然，这些还不够——因为投行的英语面试中会问到专业问题，那么，就要对一些财经词汇比较熟，会用

英语表达一些基本含义，比如投行中常见的问题：What is the Balance Sheet? How to calculate Free Cash 

Flow? How to value a company? 这些东西可能用中文很好回答，可是在面试的现场如何用流利的英语表达

出来，还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就需要平时多上一些英文的财经网站，比如华尔街日报（WSJ）、金融

时报（FT）、Bloomberg，以及找些英文的财经资料或者专业知识看看，熟悉英语表达。 

3．相貌出众/气质较佳 

有些人可能看到这点心里会非常不爽，但是，投资银行很多时候是要见高级客户的，那么相貌以及气质的

要求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进投行的人都是 PPMM 或者 SSGG 的原因。当然，生而卓众的是极少数，

那么，气质表现和言语谈吐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积累来弥补的，起码举止表现的要 professional。一位在某国际

顶尖投行做到董事总经理的中国人曾对我说过一个词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点要求：presentable。 

气质方面，也许一个人可以慢慢培养出来。就算短时间内很难速成的话，那么，找些商务礼仪方面的书，

好好看看，不要犯一些社交场合方面的错误，而且会给人的见面印象会比较好，First Impression 是非常重要

的！我个人推荐中国人民大学的金正昆教授的一些关于商务礼仪的教程，我还买过他的商务礼仪教程 DVD 呢。 

这些注意了，然后行头要配置好，面试的时候一定要穿职业套装，就算自己不是特别的英俊潇洒或者天香

国色，起码给人印象会非常精干、非常职业，可以弥补自己在相貌上的一些不够理想的地方。关于其他一些外

表形象的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再作说明。 

4．出众的实习工作经历 

这一点对大陆背景的申请者尤为重要。简单来说，就是大陆的人太多，投行为减少成本，那么这个检验机

制就是看申请者以前的实习工作经历如何。实习经历最有作用的应该是投资银行的实习经历，近年来国际投行

在大陆招的实习生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果没有投资银行的实习经历，那么咨询公司的实习经历也不错，或者一

些国际知名公司（比如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通用电气等）的实习经历。不是说国内公司的实习经历不好，

只是就重要性而言，国际投行更看重在外企的实习经历。实习经历比较多元化也是比较好的，有些单位的实习

经历投行也是很感兴趣的，比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银监会、证监会之类地方的实习。不必要老是待在一家公

司。而且实习单位的寻找其实也是一种积累的过程，往往从不是特别好的公司开始，然后一个台阶再一个台阶

地向上走，直到找到比较好的实习单位。 

有些人可能觉得实习也不好找啊，我对此的看法就是平常多留心，多投简历，多尝试，总会有机会的。然

后走好第一步，再继续走下一步。而且找到实习单位后，实习期间还是好好工作的说，不要过于随便，否则遗

患无穷，而且不要随意夸大自己的实习经历。有些人在某些公司可能就待了几天就会夸张到工作了几个月，甚

至没有实习经历而编造实习经历，这样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是最大的忌讳！ 

这里，还需要再多说几句，有些人没有实习经历，就把自己曾经参观过某某企业之类的经历写进简历，这

样的经历其实是很苍白的。如果站在投行 HR 的角度想想，就不难得知。 

实习经历的积累是个长期过程，先知先觉的同学如果先行动起来，就有很大的先发优势，而同时，后知后

觉的同学就必须奋起直追。举个例子，北大光华金融系的硕士生，大多是外校考过来的，有很多甚至是跨专业

考过来的，而光华金融系的硕士只有两年（而不是北大经济中心或者清华经管学院的金融硕士是可以选择两年

毕业也可以选择三年毕业），这样在研一和研二期间的暑假找 summer intern 的压力比较大，就需要提前找实

习，比如在入学前就先作个 summer intern，然后第一个学期后再做个 winter intern，这样有了两个积累，就

比较容易在正式求职前的那个暑期找到比较理想的 intern。 

5．国际交流经历 

这种经历可能是出国的交流学习（比如光华学院的 Manlo 交流项目，光华的硕士生们也有若干出国交流的

机会，北大和许多国外的大学也有交流学习的项目），如果出不了国，那么比如香港的交流学习也不错（我知

道北大和香港的一些大学也有交流项目）；或者是出国的实习经历，比如我知道有个国际学生实习交流协会（不

知道是否正确）有些出国实习的项目，比如曾经有若干清华学生在某外籍教授的带领下直接去纽约的华尔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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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ge fund 实习，那几个学生后来找的工作都不错，基本都去了华尔街顶尖投行，再比如我有个同学曾在华

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参加实习，后来她也顺利进入了某家国际投资银行；或者是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或者国际活

动，我有个同学曾经是联合国青年理事会的成员之一，经常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这样的简历就很有亮点。 

当然，这种国际交流活动不是所谓的“欧洲七日游”类似的纯旅游项目。华尔街投行因为都是国际背景，

所以申请者有些国际交流经历的话，很合国际投行的口味——起码熟悉多元化的文化，起码表明英语可以。而

且，目前在国内，这种国际交流机会并不是很多，得到这种经历的就是一种超级武器。不能说这种国际经历一

定可以保证进入投行，起码这样的经历可以令自己更加独特，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但是，同上面一样，不要过

于夸张，比如把出国游玩改为出国交流学习，这些同样是投行无法容忍的欺骗。 

6．丰富的课外活动/卓越的特长 

这些是表明该申请者不是一个书呆子，而且精力非常旺盛，可以在学习、实习之外做很多事情，可见其生

活的多姿多彩。课外活动可以是自己在班里任班长，在学校的某个协会任会长，或者在学生会里做部长、主席

之类的“官”，但是，一定要有活动内容作为支撑，相信一个人如果真的参加过上面所举的团体里的活动的话，

他的活动能力是会得到锻炼的，如果是 team leader，就更是兼备了 teamwork 和 leadership 两种投行看重的

软性要求。希望有在这些团体里的同学们，珍惜这样的锻炼机会并实在提高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地把这样

的活动视为在简历上吹嘘的资本。 

关于特长，我觉得投行也比较看重，人才的定义很多种，投行还是尽可能招揽一切合适的人才的。特长其

实也并不只是限于吹拉弹唱，如果在某些 professional skills 方面特别突出，那么这也是特长，而且是投行喜

欢的特长，比如，EXCEL 应该是很多人都会用的，但是如果 EXCEL 用的纯熟会用各种功能比如熟练建模就是一

种很厉害的本事，我看过我的在贝恩的第一位老板也就是美女宁用 EXCEL 时，手法之快，令我咋舌。记得一次

摩根士丹利来北大开招聘宣讲会时，一位 banker 介绍他的一位同事时就说他用 EXCEL 时别人是无法看清楚他

的指法的——这样的“无影手”当然是深受投行喜爱的大侠了！ 

还有一种特长可能是某种职业证书，比如 CFA（注册金融分析师）、CPA（注册会计分析师）之类的，这

些会是一种 plus。但是，这些并非是完全必要的。我在 04 年 12 月报名参加了 CFA 一级考试，结果因为准备

非常不充分而没有通过，但最后结果并不影响我拿到华尔街投行的 offer，有些同学 CFA 二级都考过了，但是

依然两手空空甚至连投行的面试都进不去，这就说明，这些职业证书的作用并非绝对“点石成金”。当然，如

果时间精力允许的话，可以考一些资格考试，或许有胜于无吧。 

7．独特且不易被复制的经历 

这还是表明，这个申请者有多么与众不同，这种经历可能是自己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过 paper，可能是

自己独自环游世界（或者畅游中国），可能是自己出版有什么书籍……这个世界太大了，中国的优秀的人还是很

多的，而且很多时候，高手总是隐藏在某个角落，并有其秘密武器。 

看官朋友或许发现，以上 7 点其实很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这也正如本篇文章的标题所说的那样——积

累积累再积累！过于轻浮的急功近利，很多时候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踏踏实实做些事情，着眼于自

己的实际情况，一步一步走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硬件积累好了，还不够，要想打动投行，那么就要好好准备自己的 Resume，Cover Letter 和网上申

请的材料。 

这些文档的制作，我在此不说明过多的具体的技术问题，只说一些自己的看法： 

1．简历要专业化！简历一定要言简意赅，一页纸，形式大方，不要花花绿绿的，什么 logo、水印、生活

照之类的一概不要，语言朴素，少主观性的描述性语言（比如说“我自己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而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之类的话语），可以以一些具体的数字来说明自己的成就，这样就形象很多，而且给人的印象深刻，简历

上的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要再三斟酌，留在简历上的信息都要保证是最有用的。比如，我在我的简历上就不写

自己的邮寄地址，因为投行在面试的时候是用不着申请者的邮寄地址的，这样我在简历上就可以省出些地方写

些更有意思的事情。我曾在为某公司筛选简历时见过一个可笑的简历，作为附件发送过来的简历居然有几Ｍ大

小，我直接从邮箱删除掉连看都不看。有些人的简历可能因为内容较少，很难凑成一张纸，而罗列一些不太相

干的内容放在简历上，这是很致命的，比如中学在何方就读、大学本科学过什么电子机械课程（如果是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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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类相关的倒是可以写几门，但不宜太多，我的简历里是完全没有写所学课程，因为我的专业就是金融学，

投行的人知道我肯定学过金融的知识，这样我又可以省出地方写些别的更有用的信息），至于罗列自己的婚姻

状况、政治面貌之类的这对申请投行来说，更是完全不必要的冗余信息。如果自己的某些兴趣爱好不是有特别

突出过人之处的话，不必要随便罗列“喜爱读书、跑步、音乐”之类的话，这是非常不具体的含糊语言，而且

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很难入投行人士的“法眼”。关于自己的一些经历，要有充足的 case 作为例证，写得越具

体越好，投行并不指望着申请者做过多么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但是，具体的事例支持就非常合他们的口味。

英文简历上可以用些丰富的词语，但要注意简历语法一定要正确，比如做过的事情，一定是动词过去时开头，

很多人会在此犯错。 

２．细节一定要注意！这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我给很多人改过简历，我总可以发现这些简历里的很

多细节错误，比如“分行”应该用英文 Branch 结果给写成 Branche 之类，或者没有对齐，或者有句号没有加，

或者大小写没有区分开，或者英文该用空格的地方没有用（这点很多学生在写英文简历是常犯的错误）。这就

是说简历一定要再三地改，不能犯任何一个小的错误。因为我发现投行的人士真的有一双“火眼金睛”，简历

上再小的错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需要自己在简历上下的功夫要达到不能犯任何一个小的错误，无

论多么小。我的简历不知道改过多少遍，大的变动可能就有十几遍，这才有后来的基本上每发必中的效果。 

3．Cover Letter 一定要针对不同的公司打造不同的版本！个人认为，Resume 可以基本上保持不变，但是，

对不同的公司，一定要下力气考虑该公司侧重点，然后结合自己情况来打造专业化的 Cover Letter，这些侧重

点也许可以在公司网站上有暗示，也许在公司招聘的宣讲会上有说明，以及根据不同的部门打造不同的亮点。

比如投资银行部、固定收益部、股权权益部、研究分析部等不同的部门要求就会有些不同。那么，Cover Letter

就要下大力气好好去迎合不同公司、不同部门的口味。Cover Letter 的格式一定要正确，网上很多地方有模版，

我在光华人论坛上也发有。最后给公司发 Cover Letter 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发错公司，提这一点我认为还是很

重要的，因为许国庆的《无领到白领》书中举过类似的例子，我以为这样的事情只是在书里发生，没想到在自

己的求职过程中，我真的得知我身边的同学、朋友把给甲公司的 Cover Letter 发到了乙公司，这样就是非常低

级非常不必要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是无法弥补的。 

4．投行的网上申请一定要认真耐心对待！最好不要拖到 deadline 的时候再去提交，一来很被动自己的压

力很大，二来可能公司已经筛出足够的 candidate 了。交的太早也不太好，因为交的过早说明自己肯定没有下

功夫去认真填写回答一些 open questions。对这些 open questions，一定要反复斟酌，回答要有重点（我一

般的回答不超过三个方面），逻辑性较强，同时一定要有具体事例作为支持。同样的，绝对不能容忍任何细小

的错误。这就需要自己的耐心，要翻来覆去的查看。可问题是往往数家投行一起来招聘，都是一大堆 open 

questions，很多同学没有足够的耐心去认真填写，其实说白了，还是要挤时间去填写这些 open questions。

道理很明白，很多学生可以为考上北大的硕士生花数年的功夫去准备考试，为什么就不能花一两个星期认真填

写一家投行的网申题目呢？如果对填写这些 open questions 拿出申请出国自己写 Personal Statement 的劲头

来做，那么，后果肯定会好得多。 

呵呵，积累的够多了，硬件合乎投行的标准了，材料什么之类的都有了，这时候，投行就会给合适的

candidate 通知将到的面试了。而面试，恐怕就是剩下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5.5 我的百度、搜狐、TOM面试记~ 

投了很多简历，不多时就有很多公司找我面试了，其中还包括百度、搜狐、TOM 这样的大公司，我就一一

说一下吧。 

百度 

我去面过 2 个不同的职位。第一次面试简直不知所云，就打电话叫我去面试（银科），也不说什么职位，

到了后等面试的人至少半小时以上，后来来了个女的，态度就是那种虚伪的斯文，也不具体谈什么工作岗位，

就是了解我的情况，看我适合干什么（看来想挖竞争对手想疯了），当然就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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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时隔半年多，又去面了次，这次职位是创新业务部的 BD，面试的是个男的，态度极其恶劣，什么都问，

好多都涉及公司内部机密，不太方便说，他却还死避烂打，感觉像是要窃取竞争对手情报似的，当然最后也没

成。 

总结一下百度： 

很爱挖竞争对手的员工，成功的话就翘墙角，不成功的话也能打听一下竞争对手的虚实，狠！ 

百度的人都够狂的，从前台到面试的人都态度很差，很少正眼看人，来面试的人还被贴上序号，像个商品

似的，很多人都感觉不太舒服；百度面试会问的很细，很专业，但是不太考虑商业机密什么的；现在百度在寻

找新的利润点，比如手机搜索什么的，还有就是跟国内大客户端软件的合作，有这方面优势的朋友可以去尝试

一下；百度待遇确实不低，我的一个 UED 的同事去了百度，现在月薪 8000； 

搜狐 

其实我去搜狐面试的不是 BD，是手机广告的销售。跟百度比起来，搜狐的员工简直太可爱了，说话斯文，

还会帮你倒水。给我面试的是个 30 多岁的男人，说话南方口音，态度可好了，但是最奇怪的是他说的很多，问

的却很少，好像在展示他们产品似的，面完试之后还跟我说了以后几次面试的内容，当时感觉很有戏，但是谁

知道后来就没联系了：（ 

总结一下： 

搜狐人态度不错，就是前台张的糙点，呵呵；搜狐现在在发展无线业务； 感觉整个面试很人性化，很正规，

就算不被录用，也能感觉到有大公司风范； 

TOM 的前台太漂亮了！简直就像瑞丽模特，跑题了，哈哈。 

我去 tom 面试的是无线的 BD，这个职位主要是与手机厂商合作。给我面试的是无线事业部的经理，一个

27、8 岁的女强人似的家伙，说话很刁钻。对我讲的销售经验不认同，说什么不是有意识的去营销自己的产品，

是撞大运撞上的，其实她是根本不懂对政府的销售，是需要长期作关系的，跟与手机厂商可不一样，又跑题了，

呵呵。她听到我善于 ppt，还非让我现场讲，在听到我没带 ppt，显得很不高兴。 

最后她跟我谈了一下，说目前有 2 个职位，一个是 BD，一个是项目管理的职位，并且她感觉我是比较适合

后者，但由于我之前的话说得比较满，收不回来了，只得说自己更想作 BD。后来她就让我回家把自己作的 ppt

发 2 个给她，再后来就没消息了…… 

tom 无线感觉在走下坡路，建议去面试的人好好考虑一下；薪金不太高；TOM 需要有大客户经验的 BD，

最好英语流利 

 

5.6 面试到拿到TOM的体检单 

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收到了 tom 在线的体检通知，今天去东方广场领取了通知单并去外企服务部办理了体

检手续，这下终于可以放心了，可以告诉爸妈我要换工作了，开心 

我是 5.17 号接到的 tom 的面试通知电话，中午一点去面试，5.18 号同一时间去复试，面试我的分别是技

术总监，行政总监和人事部，我挺感激技术总监的，她说话总是带着笑，为了让我在一次完成剩下的面试程序，

她很热心地帮我安排见下面的主考官。行政总监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女性，从她办公室里摆放的与老公的合影

和儿子的照片就能看出她是个很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的事情比较多，面试过程中断了好几次。最后的人事部面

试我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姐姐，高挑姣好的身材，说话干脆利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一双大眼睛，透着精

明能干的智慧和一丝咄咄逼人的威意，她紧凑的提问让我忽然感到一丝紧张，不过我回答的问题还算顺利。谈

了一下工资待遇然后我跟着她去人事部填了入职个人资料，EQ 和性格测试等表格，然后让我回去把身份证复印

件，学历和毕业证复印件传真给她，一两周之内等体检通知。当时面试后感觉一切顺利，虽然没有明确告诉我

已被录取但种种迹象表明我已经被录取了，如果当时问自己是否被录取肯定很傻。 

后来的时间就是和老公一起等待体检通知，最初的一周是在喜悦中等待，紧接着的一周就是在等待中煎熬，

昨天 6.5 号收到了人事部打来的电话说体检通知已经审批了下来，通话完毕就马上拨通了老公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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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号，办好了体检手续，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去体检了，以我多年来健康的体格这一关就不算什么了，以

后上班再也不用挤公交了，一直想去大公司发展的梦想终于要成为现实了，好开心啊！ 

 

5.7 TOM面试有感 

7 点 20 起床，比昨天还早起了 10 分钟，快速洗刷完毕，带上昨晚准备好的包，GO GO GO 113 

时间刚刚好，到达本元大厦，这时拿出便签，OH，MY GOD！没有写下公司所在楼层，直觉：19 楼，go 

go ,怀着忐忑心情，刚走出电梯门，就看到前台大标识：creata ,aha,心里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稍微等了一会，HR 的拿来个人简历 FORM 和 IT 技术问卷，很快填完交回，接着是英文和推理测试，在规

定的 40 分钟前两三分钟交上。静静的等待期间，突然看到一个穿着 07 百公里服装的人走过，心里想着这是哪

个公司，上班挺随意啊。 

然后是 HR 的一些提问和互相了解，跟着是亚太区的 IT 主管 Jan（字母可能有些偏差～～）面试，整个过

程交谈十分愉快，当中还有个英文题没看明白，他给指了出来并纠正，我能够深深感觉到对方的诚意和善意。

很多招聘单位面试时总会设置一些陷阱，或者是故意刁难以及严肃加逼供的态势，感觉自己就像敌人或犯人一

样。如果进了这样的公司，大概可能跟进了监牢也许有得一拼，当然是开个玩笑了～～ 

时间过的真快，轮到 TOM 面试我的时候，都快 12 点了，不过，他还是非常细致的问了一些平常比较高发

的问题，当然了，这些问题偶有的有接触过，有的则是条件和环境所限，只能凭经验和掌握的知识尽量作答。

基本上来讲，还算 OK 了，毕竟也工作这么多年了，呵呵，稍稍自喜下～～ 

其实今天有深刻印象的不止是面试的过程，还有对 creata 的更多一些了解，既然能跟诸多世界知名企业合

作，应该说实力还是超强的，在这里祝福下 creata，也祝福下自己，无论将来怎样，希望一切如意。 

OK,马上 0 点了，再不 END，那就是明天的日志了，GO ～ 

 

5.8 谈面试TOM感受 

周二基本和 TOM 谈妥了，人事部门的所有面试都通过了，他们需要完成内部的手续，我大概得等两周才

可以开始上班。决定去青岛玩一玩。 

这次早工作觉得很轻松的，除了 TOM，还有另外两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让我去，如果不是想要像 tom 这样

的大公司的工作经验作为以后的招牌的话，我会选择去数字星空。我觉得在数字星空的面试是最爽的，他们和

我对人才的观点一致，虽说我是做软件开发的，但是他们并不重点考察我的技能，几次面试主要考察我的综合

素质，第一次面试和他们的技术总监差点吵起来了，第二次面试的人力资源主管说话让人觉得很亲切，根本没

有问答的感觉，就像好朋友一样聊天，交互性很强。我还是很坦诚告诉他们我把 tom 作为第一选择，并且请求

他们如果 tom 不行希望给我一个机会，争取一下了。 

从数字星空面试出来我都有点犹豫了，下午我吧 tom 面试完了并且 tom 的 hr 已经确定要我了我都还想有

没有必要和数字星空联系一下。五点多的时候，数字星空给我打电话了，我回绝了。他们是做软件发行的，而

我目前的目标是考察如何运营一个 web 站点，还有需要大公司的工作经验作为进阶的跳板，所以还是选择了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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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TOM在线相关资料延伸阅读 

6.1 抉择与期待，要不要进TOM 

稀里糊涂的得到了一个半正式的 offer，一个 rigol 和多半个 TOM。 

终于等到了可以考虑签约的地方。 

两个都是无意中偶然所得，前者是不请自来的意外，后者则是歪打正着的惊喜。 

两个都是私企，办公环境都很好，团队都很朝气蓬勃，而且都在市郊——昌平和亦庄。发展前景我以为都

不错，只是各自没有一点交集，选择一条也就意味着不太可能走另外的一条路。 

不知道应该如何抉择。 

痛苦中…… 

进网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只是觉得这份工作能够给我带来不断的激情，并且可以满足我强烈的好奇心

和猎奇的欲望。所以，网络编辑应该是我求职的比较重要的主攻方向之一。 

TOM 在北师大进行宣讲，对自己抱有很大的希望，进了笔试，却迟迟等不到面试通知。失望的情绪弥散在

心间。 

无意中在百度看到了 TOM 招聘启事，随便投了份简历，没想到上午投的，下午就接到了面试电话。 

有些意外。 

一路颠簸到了亦庄，班车上竟然偶遇去年签到 TOM 的一个北师的师姐。一个小时的路程一直在与师姐酣

畅淋漓的聊天，从中收获颇丰。暗自庆幸我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一些贵人的提携，应该是一个好兆头。 

笔试了两个小时不到，答了 7 页题，好在昨天在人民网笔试过，竟然有好几道都是相同的题目！吼吼。忐

忑的将试卷交给主编，没想到对我答题的情况非常满意，当时就算给了我口头的 offer。只不过还要跟公司人力

那边再面试一下，体检，签约，就可以开始实习了。 

真没想到，offer 来的这么突然，让我有些措手不及的。 

至于 Rigol，我对公司的环境和人还是比较满意，只是待遇方面，跟 TOM 相比稍逊色一些，况且公司涉及

的领域也并不是我所熟悉的，虽然感觉这里或许能够给我更大的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或许我的兴趣还是倾

向于前者吧。 

痛苦地挣扎了一天，结果应该出来了。 

虽然面对 rigol，我有诸多不舍，也有一些愧疚，但是这无论对于公司来说，还是对于个人来说，或许是在

所难免的。 

下午去北大听了新浪的宣讲，对新浪还是满心期待。凭自己目前的能力加入 sina 还是有一定困难，所以我

的选择应该可以对于以后我的个人职业发展道路的规划有所帮助。 

还有半个月，半个月内一面等 TOM 的面试，一面继续寻找新的机会。如果再没有比 TOM 更好的，或许我

就这样把自己卖掉了。 

未来的路究竟会怎么走？ 

还是祝自己好运吧！ 

 

6.2 TOM集团 2011 校园招聘回顾 

  Skype市场营销 

  职位描述： 

  1、维护现有销售渠道的正常销售，及时协调处理销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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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产品优势挖掘潜在客户群，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中小型企业客户，完成售前售后服务; 

  3、同业监控，及时捕捉市场动态和客户需求并定期提交总结报告; 

  4、完成销售任务，定期提交总结报告。 

  任职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有通讯、计算机相关或网络相关课程教育背景; 

  2、了解互联网及VOIP行业，了解电信及相关产品，了解虚拟产品网络营销模式; 

  3、熟练使用office办公软件;了解symbian、android、wm等智能手机; 

  4、性格外向，具备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自学能力，分析和总结问题能力强; 

  5、勤奋，具备团队合作精神，工作责任感强，学习能力强，能够吃苦耐劳，适应高强度工作。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Skype商务拓展 

  职位描述： 

  1、根据产品特点做同类产品市场调研及客服群分析; 

  2、根据产品特性和用户群设计调查问卷; 

  3、根据产品目标用户群寻找对应合作伙伴; 

  4、拓展并维护商务合作项目，管理并执行相关项目。 

  任职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 

  2、能独立作业，有较强的自学能力; 

  3、优秀的沟通能力，可协调各部门作业; 

  4、熟练完成项目合作方案的设计及制作; 

  5、能承受工作压力，有责任心，工作细心。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Skype市场推广(活动) 

  职位描述： 

  1、根据项目运营销售情况制订适合的项目线上推广计划; 

  2、线上市场活动策划、执行、维护; 

  3、对线上项目进行效果控制和优化; 

  4、撰写产品页面、物料、广告等美工需求; 

  5、维护现有推广资源，挖掘新资源。 

  任职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 

  2、认真、细致，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主动独立工作的能力; 

  3、熟悉互联网各种营销方式，能够用最有效方式进行线上营销活动的策划和执行; 

  4、熟悉论坛、熟悉智能手机; 

  5、有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运用数据分析，合理有效地执行线上活动; 

  6、熟练使用Office、Photoshop、Dreamweaver等常用软件。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Skype客服专员 

  职位描述： 

  1、通过电话、在线或论坛方式受理用户问题，为用户提供业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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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妥善解答和受理用户投诉，确保服务质量; 

  3、准确掌握用户需求，收集反馈用户建议。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练使用Skype软件，计算机专业优先; 

  2、普通话流利，适应倒班，具有一定的计算机及网络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外语水平; 

  3、有良好的学习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运营 

  监控专员 

  职位描述： 

  1、主要负责TOM网站旗下各频道，产品的日常监控工作; 

  2、跟踪发现问题并编写相关的监控测试报告。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熟练掌握Web测试的相关流程; 

  3、掌握主要的测试方法; 

  4、工作踏实、认真仔细，有耐心和责任心; 

  5、具备很强的自学能力; 

  6、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技术 

  WEB开发工程师 

  职位描述： 

  1、参与TOM网站新产品的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及代码编写; 

  2、负责TOM网站系统性能优化和技术攻关。 

  任职要求： 

  1、计算机或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理论基础扎实; 

  2、精通PHP+MYSQL编程，能够独立编写中等规模PHP应用程序; 

  3、熟悉HTML、XML、Ajax、Javascript、css等web开发相关技术; 

  4、具备良好的编码规范和编程风格，良好的技术文档习惯; 

  5、学习能力突出，对业务领域内的新技术或新的技术趋势比较敏感。 

  具有以下技能可优先考虑： 

  1、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参加过大中型网站系统的开发工作; 

  2、具有mysql性能优化、PHP缓存技术、静态化设计方面的经验。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Flash开发工程师 

  职位描述： 

  1、参与TOM在线Flash播放器和视频技术的开发、维护和更新; 

  2、参与TOM在线页面中Flash动画和游戏的开发; 

  3、参与TOM在线页面动画与php后台互动的开发。 

  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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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计算机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掌握基本的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具有扎实的编程基础; 

  2、熟练使用Flex以及Flash IDE相关技术; 

  3、精通ActionScript 3.0编程，熟悉流媒体视频开发相关技术; 

  4、熟悉PHP、Apache、linux等技术优先考虑。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Delphi程序员 

  职位描述： 

  1、Skype客户端开发与维护。 

  任职要求： 

  1、有较好的沟通能力，理解能力和和新事物接受、学习能力,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2、熟练掌握Delphi语言和以及Delphi IDE环境，有丰富的软件调试、排错经验; 

  3、熟悉面向对象开发技术，有足够的OOP经验,有windows编程的经验，对Delphi VCL库的架构了解或熟

悉。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Skype移动平台开发工程师 

  职位描述： 

  1、Android平台手机软件开发; 

  任职要求： 

  1、教育背景：计算机、通信等相关专业本科学历; 

  2、有一定经验者优先; 

  3、特别要求：具备扎实的c/c++/java编程基础;熟悉Android SDK有过产品经验或者有较强J2ME开发经验

和较强的学习，领悟能力;熟悉Java的多线程，熟悉Android下线程与线程，进程与进程的通信机制; 具备良好

的沟通能力和优秀的团队协作能力;热衷手机终端软件、具有手机终端软件开发经验者优先。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Skype软件工程师(PHP) 

  职位描述： 

  1、Skype简体中文官网相关应用及业务系统开发; 

  2、TOM官网应用开发; 

  3、幻剑书盟主站开发。 

  任职要求： 

  1、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专业技术扎实，具有很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了解web开发; 

  2、熟悉C/C++，常用数据结构及算法，有php/Mysql开发经验者优先; 

  3、了解Linux shell脚本，了解HTML、CSS、Javascript、Ajax，掌握简单的前台调试技能; 

  4、有良好的编程习惯，代码规范，善于整理开发文档; 

  5、学习能力强，态度认真负责，良好的沟通和表达能力，优秀的团队意识。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Skype软件工程师(C++) 

  职位描述： 

  1、IM客户端软件开发，基于Windows系统，涉及GUI、网络通信、加密、VOIP等技术; 

  2、分布式、高并发高性能服务器开发，基于Linux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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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1、掌握C/C++编程语言，熟练使用Visual Studio C++，及运用MFC; 

  2、了解TCP/IP协议，熟练使用SOCKET编程; 

  3、掌握多线程编程; 

  4、掌握数据库基本原理，熟练使用SQL; 

  5、熟悉COM组件或.NET优先。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编辑 

  职位描述： 

  1、负责社科频道内容的采集、编辑、整理工作; 

  2、负责社科频道的各频道页面每日内容更新，页面维护; 

  3、参与社科频道的专题策划、报道、制作中。 

  任职要求： 

  1、文字功底深厚，良好的写作创意能力; 

  2、工作经验：掌握Office、Photoshop、Dreamweaver等软件; 

  3、良好的学习精神，踏实诚恳，有责任心，细心，良好的团队精神; 

  4、英语好，能上早班者优先。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UED前端制作师 

  职位描述： 

  1、负责前端页面开发和前端日常工作，能总结推广前端开发经验; 

  2、根据产品需求和设计稿件，完成符合Web标准的页面代码，并配合后台工程师合作完成页面嵌套和交

互效果。 

  任职要求： 

  1、计算机软件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熟悉XHTML/CSS，并能手写代码，对Javascript有一定了解; 

  3、熟悉Photoshop, Dreamweaver等设计工具，并能够将设计样稿转换成HMTL原型网页; 

  4、熟知W3C标准，了解不同浏览器之间的差异，制作页面能够有很好的兼容性; 

  5、逻辑性强、有很强的责任心、团队合作精神。 

  6、有基于Ajax开发经验，熟练使用常用JavaScript框架(如JQuery,YUI等)优先;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幻剑书盟 

  网站签约编辑 

  职位描述： 

  1、负责原创作品签约，合同签订、收发。 

  2、维护已签约作品、作者。 

  3、与其他部门进行资源协调，执行图书筛选。 

  4、策划网站活动，推广网站内容。 

  5、配合部门主管完成全年工作任务以及部门领导下发的相关工作。 

  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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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热爱网络文学，对幻剑等原创文学网站熟悉; 

  2、本科以上学历(含)，品貌端正; 

  3、有耐心，擅长与人沟通交流，有亲和力; 

  4、吃苦耐劳，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5、踏实努力，认真细致，有责任心;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幻剑审核编辑 

  职位描述： 

  1、负责审核新书，规避入库书籍的技术风险; 

  2、审核站内作品信息，清除乱码、垃圾信息、篇内广告等不良信息，提升图书品质; 

  3、与其他部门进行资源协调，负责网站专题策划、访谈、推荐等活动的组织与安排。 

  任职要求： 

  1、中文功底扎实，有一定的小说阅读量; 

  2、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含)，中文相关专业; 

  3、能胜任网络上的日常交流并愿意寻求一份稳定的职业发展道路; 

  4、电脑操作熟练，掌握基本网络知识，踏实努力，认真细致，有责任心。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幻剑产品策划 

  职位描述： 

  1、幻剑书盟现有产品优化及新产品原型设计，以Web为主，涉及WAP、IPhone客户端等多种形式; 

  2、能撰写完整的产品方案，包括产品结构描述、页面原型(设计/制作说明)、技术需求等; 

  3、推动并跟进支持部门执行项目，对项目进度及完成效果负责。 

  任职要求： 

  1、熟练使用office及1种以上原型设计工具(Axure、visio等); 

  2、熟悉html代码及js，能独力完成简单修改;对php、MySQL有常识性了解; 

  3、掌握基本的互联网数据分析方法，能以数据为依据指导产品优化; 

  4、对互联网及其衍生领域的产品形态高度敏感，能根据新生产品形态对网站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5、有较强的执行力及沟通能力，能进行有效的团队合作。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幻剑商务合作 

  职位描述： 

  1、负责无线内容的签约以及作者维护工作; 

  2、负责根据运营商相关业务、自有客户端/WAP产品的需求，与出版社、网络文学、杂志、动漫等内容方

进行版权合作; 

  3、配合部门主管完成全年工作任务以及部门领导下发的相关工作。 

  任职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 

  2、熟悉传统出版行业，包括图书、杂志、动漫等，以及网络/无线内容行业; 

  3、熟悉网络文学等数字内容产业，有较强的商务拓展和沟通能力; 

  4、有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工作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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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幻剑运营支持 

  职位描述： 

  1、负责和移动、联通、电信 三大运营商的业务合作沟通; 

  2、负责为BD提供推广业务的运营支持; 

  3、负责无线营销活动及专题的策划; 

  4、负责版权整理、版权核对、各项流程跟进、财务结算。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熟悉网络及传统文学，有较强的文案及策划能力; 

  3、熟练使用PPT、EXCEL等工具; 

  4、有很强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TOM游戏 

  游戏运营 

  职位描述： 

  1、负责游戏的活动策划、运营、活动文字编辑等; 

  2、负责跟进日常运营工作的进度; 

  3、负责游戏运营各阶段的版本测试工作; 

  4、参与游戏的体验和提出改进意见; 

  5、负责玩家社区的日常管理和维护; 

  6、汇总并整理玩家意见，协助其他部门和管理层处理相关问题。 

  任职要求： 

  1、热爱网游事业，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具备高度责任心和极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2、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意识强，理解用户需求，思维严谨; 

  3、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突出的执行能力，能承担工作压力; 

  4、熟悉WEB游戏行业动态，对游戏类产品有很深入的了解。 

  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skypebd@tomonline-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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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名企专属 CLUB 站点，专为校园招聘服务---------------- 

行业 公司 行业 公司 

四大会计事

务所 

毕马威(KPMG) 网络 百度(Baidu)  

德勤(Deloitte) 腾讯(Tencent) 

普华永道(PwC) 谷歌(Google) 

安永(E&Y) 新蛋(NEWEGG) 

消费品&零

售&服装&

家具 

宝洁(Procter&Gamble) 阿里巴巴 

高露洁(Colgate) 搜狐公司 

联合利华(Unilever) 网易互动娱乐(163) 

欧莱雅(L'Oréal) 新浪Sina 

强生(Johnson&Johnson) 盛大网络(SNDA) 

雀巢(Nestle) 通讯/电信 摩托罗拉(Motorola) 

箭牌(Wrigley) 诺基亚（NOKIA） 

可口可乐(Cocacola) 华为(HUAWEI) 

百事可乐(Pepsi) 中兴(ZTE) 

金佰利(Kimberly-Clark) 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 

英博 中国联通(CHINA UNICOM) 

中粮集团 中国移动(CHINA MOBILE) 

沃尔玛公司 广东移动 

银行类 中金(CICC) 江苏移动 

中国邮政银行 北京移动 

招商银行(CMBC) 汽车 BOSCH(博世) 

中国银行(BC) 丰田(TOYOTA) 

中国建设银行(CCB) 戴姆勒-克莱斯勒 

中国工商银行(ICBC) 广州本田(Honda) 

中国农业银行(ABC) 媒体 CCTV 

渣打(Standard Chartered) 中国青年报 

如需获取 TOM 在线本年度校园招聘最新进度 

了解最新 TOM 在线笔经面经资料及招聘内幕、与同样关注该企业的应届毕业生交流讨论 

敬请关注大街网 TOM 在线 2012 校园招聘俱乐部 

   http://tom.dajie.com/ 

声明：TOM 在线 2012 校园招聘大礼包为大街网（http://www.dajie.com/）原创总结，请不要
用于其它商业用途。内容为历年精华整理提取，不排除该公司今年改变流程或者细节，为此可能
造成的误解或损失，与大街网无关。 

http://kpmg.dajie.com/?from=dlb�
http://baidu.dajie.com/?from=dlb�
http://dtt.dajie.com/?from=dlb�
http://qq.dajie.com/?from=dlb�
http://pwc.dajie.com/?from=dlb�
http://google.dajie.com/?from=dlb�
http://ey.dajie.com/?from=dlb�
http://newegg.dajie.com/?from=dlb�
http://pg.dajie.com/?from=dlb�
http://alibaba.dajie.com/?from=dlb�
http://colgate.dajie.com/?from=dlb�
http://sohu.dajie.com/?from=dlb�
http://unilever.dajie.com/?from=dlb�
http://163.dajie.com/?from=dlb�
http://loreal.dajie.com/?from=dlb�
http://sina.dajie.com/?from=dlb�
http://jnj.dajie.com/?from=dlb�
http://snda.dajie.com/?from=dlb�
http://nestle.dajie.com/?from=dlb�
http://motorola.dajie.com/?from=dlb�
http://wrigley.dajie.com/?from=dlb�
http://nokia.dajie.com/?from=dlb�
http://cocacola.dajie.com/?from=dlb�
http://huawei.dajie.com/?from=dlb�
http://pepsi.dajie.com/?from=dlb�
http://zte.dajie.com/?from=dlb�
http://kimberlyclark.dajie.com/?from=dlb�
http://ct.dajie.com/?from=dlb�
http://inbev.dajie.com/?from=dlb�
http://cu.dajie.com/?from=dlb�
http://cofco.dajie.com/?from=dlb�
http://cmcc.dajie.com/?from=dlb�
http://walmart.dajie.com/?from=dlb�
http://gdcm.dajie.com/?from=dlb�
http://cicc.dajie.com/?from=dlb�
http://jmcc.dajie.com/?from=dlb�
http://psbc.dajie.com/?from=dlb�
http://bjcm.dajie.com/?from=dlb�
http://cmbc.dajie.com/?from=dlb�
http://bosch.dajie.com/?from=dlb�
http://bc.dajie.com/?from=dlb�
http://toyota.dajie.com/?from=dlb�
http://ccb.dajie.com/?from=dlb�
http://daimler.dajie.com/?from=dlb�
http://icbc.dajie.com/?from=dlb�
http://honda.dajie.com/?from=dlb�
http://abc.dajie.com/?from=dlb�
http://cctv.dajie.com/?from=dlb�
http://standardchartered.dajie.com/?from=dlb�
http://zqb.dajie.com/?from=dlb�
http://tom.dajie.com/?from=dlb�
http://tom.dajie.com/?from=dlb�
http://www.dajie.com/?from=dlb�
http://tom.daj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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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Citibank) 新华社 

汇丰银行 外研社 

恒生银行(HBC) 保险 中国人寿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人保 

中国交通银行 能源/化工/

生物/制药 

BP石油 

中国人民银行 陶氏化学(Dow) 

中信银行 巴斯夫(BASF) 

深圳平安银行 斯伦贝谢（SLB） 

深圳发展银行 壳牌(Shell) 

光大银行 中石化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石油 

澳新银行（ANZ） 阿海珐集团 

中信证券 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 

招商证券 勃林格殷格翰集团 

南方基金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浦发银行(SPDB)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咨询公司 麦肯锡(McKinsey) 艾默生(EMERSON) 

贝恩(Bain) 德固赛(Degussa) 

摩立特(Monitor Group) 物流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 

奥浦诺(Opera) TNT 

尼尔森(Nielsen) 马士基(Maersk) 

埃森哲(Accenture) 中集集团 

IT 英特尔(Intel)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联想(Lenovo) 机械/电气

设备/自动

化/重工/轻

工 

ABB 

微软(Microsoft) 施奈德(Schneider) 

IBM 西门子(Siemens) 

惠普（HP） 中国南方电网 

思科(CISCO) 霍尼韦尔(Honeywell) 

甲骨文(Oracle) 三一集团 

威盛电子(WorkSoft) 国家电网 

神州数码(DigitalChina) 电子电器 松下(Panasonic) 

朗讯科技

  

通用电气(GE) 

房地产 万科集团 美国国家仪器(LG NI) 

中海地产 泰科电子(Tyco Electronics) 

保利 美的(MIDEA) 

龙湖地产 飞利浦(PHILIPS) 

碧桂园 索尼(SONY) 

 

  

http://citi.dajie.com/?from=dlb�
http://xinhua.dajie.com/?from=dlb�
http://hsbc.dajie.com/?from=dlb�
http://fltrp.dajie.com/?from=dlb�
http://hangseng.dajie.com/?from=dlb�
http://chinalife.dajie.com/?from=dlb�
http://cdb.dajie.com/?from=dlb�
http://picc.dajie.com/?from=dlb�
http://bankcomm.dajie.com/?from=dlb�
http://bp.dajie.com/?from=dlb�
http://pbc.dajie.com/?from=dlb�
http://dow.dajie.com/?from=dlb�
http://ecitic.dajie.com/?from=dlb�
http://bash.dajie.com/?from=dlb�
http://pinganbank.dajie.com/?from=dlb�
http://slb.dajie.com/?from=dlb�
http://sdb.dajie.com/?from=dlb�
http://shell.dajie.com/?from=dlb�
http://ceb.dajie.com/?from=dlb�
http://sinopec.dajie.com/?from=dlb�
http://eximbank.dajie.com/?from=dlb�
http://cnpc.dajie.com/?from=dlb�
http://anz.dajie.com/?from=dlb�
http://areva.dajie.com/?from=dlb�
http://citi.dajie.com/?from=dlb�
http://exxonmobil.dajie.com/?from=dlb�
http://cms.dajie.com/?from=dlb�
http://bolinge.dajie.com/?from=dlb�
http://southernfund.dajie.com/?from=dlb�
http://cgnpc.dajie.com/?from=dlb�
http://spdb.dajie.com/?from=dlb�
http://cnnc.dajie.com/?from=dlb�
http://mckinsey.dajie.com/?from=dlb�
http://emerson.dajie.com/?from=dlb�
http://bain.dajie.com/?from=dlb�
http://degussa.dajie.com/?from=dlb�
http://monitor.dajie.com/?from=dlb�
http://apl.dajie.com/?from=dlb�
http://opera.dajie.com/?from=dlb�
http://tnt.dajie.com/?from=dlb�
http://nielsen.dajie.com/?from=dlb�
http://maersk.dajie.com/?from=dlb�
http://accenture.dajie.com/?from=dlb�
http://cimc.dajie.com/?from=dlb�
http://intel.dajie.com/?from=dlb�
http://bcia.dajie.com/?from=dlb�
http://lenovo.dajie.com/?from=dlb�
http://abb.dajie.com/?from=dlb�
http://microsoft.dajie.com/?from=dlb�
http://schneider.dajie.com/?from=dlb�
http://ibm.dajie.com/?from=dlb�
http://siemens.dajie.com/?from=dlb�
http://hp.dajie.com/?from=dlb�
http://csg.dajie.com/?from=dlb�
http://cisco.dajie.com/?from=dlb�
http://honeywell.dajie.com/?from=dlb�
http://oracle.dajie.com/?from=dlb�
http://sany.dajie.com/?from=dlb�
http://via.dajie.com/?from=dlb�
http://sgcc.dajie.com/?from=dlb�
http://digitalchina.dajie.com/?from=dlb�
http://panasonic.dajie.com/?from=dlb�
http://alcatel-lucent.dajie.com/?from=dlb�
http://alcatel-lucent.dajie.com/?from=dlb�
http://ge.dajie.com/?from=dlb�
http://vanke.dajie.com/?from=dlb�
http://ni.dajie.com/?from=dlb�
http://cohl.dajie.com/?from=dlb�
http://tyco.dajie.com/?from=dlb�
http://poly.dajie.com/?from=dlb�
http://midea.dajie.com/?from=dlb�
http://longfor.dajie.com/?from=dlb�
http://philips.dajie.com/?from=dlb�
http://countrygarden.dajie.com/?from=dlb�
http://sony.dajie.com/?from=d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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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网(www.dajie.com) 
  大街网以实名制为基础，致力于为用户打造真实、高效、互动的求职/招聘平台。 

  大街网创新的将传统 SNS 应用到招聘领域，为用户提供 Web2.0 下真实、精准、高效、可靠的双向对接撮

合服务，使用户时间与关系在互联网沉淀并创造实效 GDP，引领整个招聘行业走向高精准、高效率的价值革命。 

  大街网的使命——让天下没有难找的工作，难觅的人才 

  我们相信，创造与成就，是人的生存动力。大街网连接你和你的朋友，提供 Web2.0 下真实、精准、高效

和可靠的双向对接体验，帮助个人求职者与企业招聘之间实现最佳匹配。 

  我们期待，良好的沟通为成长与发展的源泉。在大街网，给你的不仅仅是求职机会，更多的自身修养与职

业人脉的沉淀，在沟通交流中产生 SNS GDP，创造新生的社会价值。 

  我们钦佩出色的精英，我们也敬重争吵不休却坚忍不拔的团队 

  在大街，企业 wiki 权威、鲜活、亲和、互动 

  在大街，用户求职高效、生动、沟通、分享 

  从社会实践、实习到应届求职、职场规划、职位升迁…… 

  在这里，聚合成就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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