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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东亚银行简介 

1.1 东亚银行概况  

东亚银行官网： 

http://www.hkbea.com 

 

香港东亚银行（Bank of East Asia）简介 

 东亚银行于１９１８年在香港成立，一直以来致力服务香港客户，并于内地及海外提供企业及个人银行服

务。    

东亚银行现为全港最大的独立本地银行，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的综合资产总额达港币 4,119 亿元（531.4 亿

美元）。东亚银行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为恒生指数成份股之一。   目前，东亚银行于香港设有逾１１０间

分行和显卓理财中心，员工人数超过３４００名，集团于全球则聘用逾６４００名职员。    

中国业务方面，东亚银行９间内地分行获准为外国人、内地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人民币银行服务；继２００

２年在内地推出个人客户“电子网络银行服务”，亦已于２００４年初在内地推出“企业电子网络银行服务”，全

力为内地企业客户提供独特、便捷而可靠的电子理财方案。   

国际业务方面，东亚银行于２００１年收购大兴银行（Grand National Bank），进一步扩展集团于美国西岸的

银行业务，并于２００２年将此附属银行更名为美国东亚银行（The Bank of East Asia（U.S.A.）N.A.）；２００３

年，将美国东亚银行总行由加州迁往纽约，并于纽约市开设首间分行。    

集团透过美国东亚银行和加拿大东亚银行的分行网络，以及其设于洛杉矶和纽约各分行，竭力为北美洲的客

户提供银行服务。此外，东亚银行亦于英国、英属维珍群岛及东南亚国家设有分行及代表处，由此组成的庞大国

际网络足以服务全球客户。。 

1.2 东亚银行服务 

东亚银行以提供全面的零售及商业银行服务称着，竭诚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本行分设个人银行、企业银行、

财富管理、投资银行及中国业务等部门，零售及批发银行服务式式俱备。    

产品和服务范围涵盖存款、外币储蓄、零售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楼宇按揭贷款、私人贷款、信用卡产品、

电子网络银行服务、银行保险产品、强制性公积金服务、贸易融资、银团贷款、汇款及外汇孖展交易等。    

２００３年，东亚银行电子网络银行服务中的 CyberWealth — 网上财富管理服务，荣获 《The Asian Banker》

杂志所举办的“The Asian Banker ２００３零售金融服务卓越大奖”之“产品／服务卓越奖”；此项殊荣进一步确

认本行创新服务的超卓表现。    

除了前述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外，东亚银行集团亦透过其附属公司蓝十字（亚太）保险有限公司，提供完善的

保险服务。随着从三大国际会计师行收购相关业务，并于２００２年成立卓佳专业商务有限公司，集团亦成为香

港及大中华地区商务、企业及投资者综合专业服务公司之翘楚。    

东亚银行将紧贴市场最新发展，不断开拓崭新产品和服务，全面切合客户的不同需要议 

1.3 中国东亚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东亚银行”)于 1918 年在香港创立，是香港最大的独立本地银行。早于 1920 年，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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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已看准国内市场庞大的发展潜力，于上海成立首间分行，多年来从未间断在国内的业务。凭着在国内近 90

年的经营经验，东亚银行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银行服务，是您成功开拓中国市场的钥匙。    

东亚银行在中国的先驱地位    

1979年成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编号：00001）    

1979年与中国银行达成协议，引进外币信用卡结算服务    

1986年成立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财务公司    

─ 中国国际财务有限公司（深圳），提供批发银行业务    

1988年率先在国内提供房地产抵押贷款服务    

1991年成立首家在经济特区以外的中外合资财务公司    

─ 上海国际财务有限公司，提供全面的批发银行业务    

1995年获《欧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外资银行”    

1998年成为首批获准于国内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之一    

2002年成为首批获准经营全面外汇业务的外资银行之一，服务对象包括国内居民和企业    

2002年成为首间获准于国内推出网上银行服务的外资银行    

2005年成为首批获准代理一般保险产品及人寿保险产品的外资银行之一    

2006 年成为首批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发予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资格(QDII)的外资银

行之一及首间获得 QDII 外汇额度，可以全面开展 QDII 业务的外资银行   2006 年成为首批获准在国内筹办法

人银行的外资银行之一    

2007年成为首批获准在国内注册成立法人银行的外资银行，子银行名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东亚银行于 2007年 3 月获中国银监会正式批准在内地设立外资法人银行。子银行名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东亚中国”）, 并于 2007年 4月 2日正式开业。    

东亚中国于上海浦东设立总部，承继东亚银行庞大的内地银行和金融业务网络，为广大客户，特别是内地居

民，提供更多元化的银行和金融产品及服务。。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东亚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东亚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hkbea.com 

第二章 东亚银行笔试资料 

2.1  厦门东亚银行实习生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6402-1-1.html  

 

楼主 27 号刚参加厦门东亚银行实习生的笔试，希望对想去东亚银行的人有点帮助~ 先提醒大家：笔试是

全英文的！笔试是全英文的！笔试是全英文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笔试之前，先是填了一份个人资料表，一堆问题 ORZ 

首先是两篇完形填空，个人感觉不难，比较注重一些词的固定搭配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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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大段中文和一大段英文让你翻译，这真是难倒了楼主，太久没学英语真是给跪了  

中译英是关于东亚银行在贷款方面的一些业务，还有和其他行业竞争的优势什么的 

英译中是关于一个什么指数的，具体忘了。一直以为英译中会很简单，然而 一个句子占了 A4 纸的五行你

敢信，看得眼都花了 

建议大家平时多看看财经方面英文新闻什么的，应该有点好处 

接下来是写两封电邮，第一个关于事后补正式的请假函。第二个是你需要向部门借投影仪进行外部宣传。 

完全没准备到这个，好忧桑，一紧张连投影仪怎么翻译都忘了  

之后是两个英文简述题，一个是你能为银行业务带来什么？另一个是提升利率有什么意义，对银行有什么影响？ 

最后就是你对东亚银行有什么了解？ 

一开始看到这题的时候我是窃喜的，然而我准备的是中文的，需要一点一点翻译成英文...... 

综上，英语还是很重要的，平时多积累吧，最后祝大家好运啦~  

 

2.2  厦门银行实习生笔试 2015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7904-1-1.html  

 

上午才参加完东亚银行笔试，接待我的 HR 非常和善和漂亮。简单的介绍后就发了笔试的试卷给我。虽然是做好

了英文笔试的准备，可是看到试卷还是很激动，确实不简单，先是一个完形填空两题，每题 10 空，一个是关于管

理的，一个是关于金融产品的。第二题是英翻中和中翻英，都是关于利率和金融市场的主题。还有 BEA 扩展市场

业务这方面。第三题是英文书信，包括说明性的和借东西用的，这个没有准备到，很可惜。第四题是用英文解释

你可以给银行带来什么。第五题就是你对东亚银行的了解程度。虽然出身金融，做起来不难，可是时间很紧张，

尤其是书信没有准备到很是忧虑（哭）。还没有结果，但是一直在应届生网看大家的分享，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赶快

回忆，与大家分享。求职路艰辛，大家别着急。加油，希望我也有好运~ 

PS：楼主不是名校的只是一个小 Master. 

  

2.3 东亚银行青岛-实习生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4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58103-1-1.html 

 

 1 月份刚刚从英国毕业回来，看到东亚招实习生，就投了份简历，HR 很快就给我电话回复，让我去面试。写一

点自己 2014 年 3 月的笔试的经验分享给大家~顺便攒个人品~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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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是在分行，见了 HR 姐姐。让我填了一份个人信息（除了自己及家庭的基本信息之外，还有一个 Personal 

Statement） 

身份证、毕业证书什么的当时都没有看。只是问我学历认证什么时候才能办完。 

 

过了两天就通知我去支行，当时也没有说要做笔试，只是说会有负责人在那边等我。 

 

面试当天支行的经理拿了一份笔试题给我，完全没准备就开始做了（虽然没有时间限制，但是还是 1 小时完成了。） 

 

第一部分 

1.1 金融术语翻译成英文 

包括：建筑贷款、贷款利率、保险、楼盘、贷款金额  

 

 

1.2 汉语短文翻译成英文 

讲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下的固定货币汇率机制 

 

 

1.3 英文文段译成中文 

讲的是中国出口税率新政策 

 

第二部分 

某上市公司英文的 Balance Sheet 和 Income Statement 然后分析其财务报表、还款能力以及之后银行的放款计划 

（可以用中问或者英文回答，看你更擅长哪一种，没要求。） 

 

第三部分 

谈一下在华外资银行面临转制问题的看法 

 

第四部分 

用英文说明一下自己的优略势 

 

个人觉得在东亚实习还是很欢乐的。 

工作群体年轻有朝气，氛围也很愉快~ 

有兴趣的童鞋可以来试一试~ 

好运！ 

 

2.4 东亚银行 2014 MT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9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3158-1-1.html 

 

下午刚参加完 BEA 的笔试，攒下人品发个帖~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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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香港总行参加的考试，位置在“观塘站 A2 出口”，整栋楼就是东亚银行中心，可霸气了。 

先是签到，拿表格，进去考试间。在一个很大的演讲厅里面，每个应试者都被安排好位置的，真的是要

用“笔”的笔试哦，要填答题卡的，所以铅笔要准备好那种专门填答题卡的，不要像我一样带了只细细的

自动铅笔画半天才描黑一个圈，囧死。还有带身份证或者护照、计算器。没有其他了。 

两部分： 

1） Verbal, 36 道，18 分钟。也就是半分钟一道题，时间真的很紧张很紧张，千万不要想太多。当然，

正确率也是很重要。 

2）Numerical, 20 道，20 分钟。图不复杂，计算量也算合理。唯一麻烦的地方就是桌子太小了，还不如

一张 A4 纸大，又要放计算器，又要写草稿纸，还有题目本和答题卡，这些东西之间的转换太花时间了。

尤其对于我这种平时喜欢在一张超大空旷的桌子上学习工作的人来说，真是有点麻烦。 

数学部分还有点要注意的是，一般我们做 SHL 的题目的时候，一个图下面跟着几个问题，但是 BEA 的

不同在于，一个图下面只会跟着一道题，然后这个图在隔了几个题目之后再出现，虽然来来去去还是那

么六七个图，但是它们不是在一起的。这就考验你的记忆力了，如果你不记得之前这个图的内容，重新

遇到它的时候再看一遍，那就太花时间了。 

 

虽然是 SHL 的题目，但是这些题目都是我以前没见过的（不过也正常，EBA 这样考肯定是漏不出题的，

关键是自己平时多做题咯） 

 

最后，提醒下涂答题卡方面。大屏幕上有计时器，最后 3 分钟 HR 会提醒你。在最后 1 分钟里，如果你

之前没有涂答题卡，或者只是粗粗略略的画了一下，没有涂满，就赶紧了。因为他们很严格的，要放下

笔就真的是要放下笔了，不然就 DISQUALIFY 你了。 

 

希望能合格进入下一轮吧~共勉之~ 

 

2.5 2012.12.08 东亚银行西安分行笔试归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9295    

 

 

前天收到东亚银行的电话，通知周六上午笔试，打电话的是个声音很有磁性的男士，外资银行是不是男士都很帅

啊。。。声音都这么好听 

 

因为时间 和农行的笔试时间冲突了，所以今天来的人不是很多，160 人的名单，三个教室，我们教室大概来了 30

多个，推测下大概也就来了一百人左右，时间两个小时，10：00-12：00。要填一份应聘资料，包括个人基本信息，

实习经历等，还要写一个关于特长爱好及未来职业规划的小短文，楼主大概写了三四百字的样子，这些都算在两

个小时笔试时间内呀，所以不要花太多时间，意思写清楚就好 

 

笔试 题目包括四部分： 

第一部分 行测，占 30%。包括逻辑，数学推理等，总共 20 来道题，关键是大概有 4-5 道题是英文的，这就不仅

仅考行测了，关键是要把题目内容搞清楚，第一题就是英文的，楼主上来就懵了。。。不过后面还好了，不是很难，

大家可以慢慢做不用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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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英语，占 10%。三个选择，都是考语法的，还有一段文字英译汉。 

第三部分 专业知识，占 30%。全是单选，大概也是 20 道题，都是很基本的金融知识，大家考过这么多银行的笔

试了，很多都是相同的，比如狭义货币供应量指什么，类似这些，非常基本。 

第四部分 写作，占 30%。给了两个名言警句，任选一个。一个是“一念之差，足丧生平之善；终身检饬，难盖一

事之愆”，还有一个是“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答题纸是 A4 纸大小的一面。 

 

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专业知识部分做的非常快，哗哗哗一选就完了，英语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所以行测部分的

时间还是挺多的，不用担心时间不够用就随便选了，还是可以好好做一下的。因为每份试题后面还有试题编号，

可能每个人的卷子的选项顺序都是打乱的，最后在答题纸上一定要写清楚试题编号。 

 

今天的阳光真不错，就是风有点大，走在梧桐道上，很放空自己，前段时间找工作不顺利的坏心情一扫而光 

 

以上经验留给学弟学妹参考！ 

攒人品，求 offer！！！要给力呀！！！ 

2.6 打酱油的 Hk 总部 MT 笔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0620   

 

打酱油的东亚 MT Apt test~觉得这个项目帖子比较少，留一个给后面的同学希望有用吧~ 

衣着不用正装~smart casual 就好了 

在 BEA tower 的 auditorium 里面，类似阶梯教室，小礼堂什么的，小桌板儿，不是很方便~ 

18 分钟 32 题 Verbal 

20 分钟 20 题 Numerical 

写明是 SHL 的题，但是没有网上的原题。 

V 时间挺紧的 

N 比较简单，数据量不大，一个图一道题，但是后面又会出现重复的题目，一个图出现 2-3 次吧 

图不复杂，基本直接读题目然后找信息就能做了，时间基本够~ 

对了，有类似脑筋急转弯什么的给你一堆数据然后根本算不出。所以 lz 每次看见选项里面有 cannot say 的时候都

异常高兴然后先想想是不是根本不用算哈哈~ 

祝大家找工作都顺利哟~ 

2.7 2012.12.09 东亚银行西安分行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9289    

 

卷子构成有：应聘申请表、卷子、答题纸、草稿纸，两个小时完成，包括填那份应聘申请表。卷子由四部分组成

——逻辑题（30 分）、英语题（10 分）、银行业务选择题（30 分）、申论作文（30 分）。逻辑题难度和国考行测一

样，有几个推理题和数字规律题比较崩溃，其余还好。英语题是 3 个语法选择题和 1 个翻译题，难度适中，比考

研英语简单，比 6 级英语难。银行业务题很简单，基本的银行业务知识，学经济的应该没有难度。申论的作文是

题目二选一，都是两句古文，第一个题没看懂，就选了第二个——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太与时俱进了，囧……）。

时间绝对够用，答题不用着急，但是不会的题目还是不会郁闷。为大家做个参考，攒人品求过吧，虽然招的人特

别少 10-15 个，而且还有一年半实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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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东亚银行 intern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4062     

 

    基本一张卷子是 1.5 个小时  时间是足够的 

    SectionA 是中翻英，英翻中。两大段话，一篇关于银行贷款的，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难度适中吧。 

    SectionB 是 12 个名词的翻译 accounts payable\cash flow\certificate rate\replacement cost\comvertible perferred 

stock\issued capital stock\futures contract\short position\repayment schedule\par value\bond broker\financial statement 

    SectionC 是关于 business risk 的，挺难的..... 

    SectionD 是 what kind of job are you seeking for? describe it in details.   这个各抒己见就好了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因为都差不多感觉。 

2.9 2012mt 笔试归来  

今天早上去得，大部分人都穿正装虽然我觉得没啥影响，那几个 hr 根本就不怎么管，今早上就两场，我们考完接

着马上就下一批人 

笔试的人貌似十分多，一场就 100 多人 

在他那个 auditorium 考，没有桌子提供，是用个类似飞机上那种 movable 得小 table，做 numerical 得时候很不方便 

大屏幕上有显示倒计时，比较人性 

每个人的考题都不一样 

numerical 做完之后才发 verbal 的，不是两个一起算时间 

N 还好，V 时间很紧，和网上有的没有一题重复而且词汇比较深，很多没听过的 scientific term 

并没有要求作文，hr 说事 apt test 过了后下一轮才作文加群面 

希望能帮上忙 

2.10 厦门东亚银行笔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847714-1-1.html   

 

刚笔试回来 

 

       笔试两个小时，内容有 

   个人概况填写 

1 一段英文翻译，关于银行不良贷款的。 

2 银行英文术语翻译，比如掉期交易什么的 

3 给一段产品描述，单选，类似阅读理解，简述找出销售亮点 

 

下周给通知，希望可能等到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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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东亚总行 MT Program 笔试 

香港总行的 MT Program 笔试。第一手资料，之前没有人发过的。 

这个职位相当不错的，薪水没汇丰的高，但是也很吸引，所以应征的人也不少。 

 

好了，直接入主题 

先是 shl 的数字和 verbal 题，时间很短，数学是 20 分钟 20 题，verbal 是 18 分钟 32 题。 

 

因为是 MT 的职位，所以词汇覆盖面很广，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 

如果想准备的话，可以提前找 shl 的题看看。 

 

接下来就是 1 个小时的 essay，3 题，中英文各选一题作答。 

第一个是老掉牙的，state your strength and weakness, why we should hire you? 

第二个比较搞，说你是 pb 部门的职员，你手头有明星的个人信息，你一好朋友是他的 fans，想问你要资料，

问你如何处理，why 

第三个是说你发现有同事篡改记录以掩盖自己的失误，但是可能造成公司的大损失，问你如何处理，why 

 

2.12 东亚银行笔试 

东亚银行笔试 

东亚银行笔试题目： 

1.英翻中，大致内容是银行间业务 

2.中翻英，期权，空头，风险头寸等 

3.金融术语翻译 

4.一个好员工应具备的品质。 

5.谈谈对央行近期汇率措施的看法。 

  除了第一题和最后一题，其他都用英文回答 

 

东亚银行笔试及其他 

昨天打电话回家，听说家里小雨，想不到今早起床就发现也下雨了。 

    好雨知时节阿，希望这个雨能给我带来好运。不过某些人就已经是有好运了。比如 MJ 同学拿到了 Durham 

Business School 的 offer……昨晚 2 点多收到的邮件，听说搞到 4 点钟才睡觉，早上 7 点多居然发短信让我帮他请

英语课的假…… 

    其实这几天都比较顺利的，比如昨天东亚银行的笔试，感觉还不算太差。12 号，a big day for many people 

who receive offers from big-4, 比如汤同学拿了 PwC 的 offer，gxgx。天道酬勤。 

    围绕着东亚银行笔试这件事，还可以再发挥一下的。忘了怎么投的简历了，然而 baidu 之后却对这家港

资银行很感兴趣。同时发现我的专业知识相当不行，于是借了一本薄一点的《宏观经济学》来看，嗯，在宿舍里

看的。发现在宿舍也可以颇高效率的，只要关掉显示器。昨天下午去考试也比较顺利，没什么惊险的，倒是发现

大家都穿正装，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那个 Hr 是冷艳性的气质美女，嗯，虽然不 PP。那几个人都是华工的，奇怪，

昨天下午我们班也有其他人去笔了。 

    那几道题还记得，前四道考察英语能力，后三道不是。很奇怪还记得很清楚，不如写出来吧： 

    1、写写爱好、特长，以及其魅力所在；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1 页 共 21 页 

    2、写个通知，圣诞晚会，时间地点，节目安排，欢迎参加 

    3、David 早上吃到 2 个小时，写 email 向经理解释 

    4、翻译，中国 GDP 增长率，广州 GDP 增长率，尽管政府已经更注重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平衡，但是

市场普遍认为 GDP 增长率会达到 13% 

    5、对近来银行业务有什么认识，有什么看法 

    6、抛开专业、就业环境，你最想从事什么的职业是什么 

    7、除了简历，还有以后面试时可以表现的能力，你还想多说些什么？ 

    回到学校不到四点，就去参加那个同洲电子的宣讲，很精练，但是也没说什么新东西，不是很感兴趣。

真的，没有什么地方让你有一点点兴趣的，不过下午笔试，至今还没有通知。然后和阿文跟庄 mm 去学六吃饭，

发现很久没来学六吃饭了，也想起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西区自习了，所以吃完饭溜达一下就去 34 号楼看书，然而

一进去就想睡觉，啊啊啊，想起来了，以前去自习，都是习惯性要睡一觉的。甚至有一次中午过去，睡觉，醒来

大家就决定回北区打球……睡了半个小时，看书也觉得没什么精神，坚持到 8 点钟便走回去了。 

    

    回到宿舍，磨磨蹭蹭把吉百利的网申解决掉，啊啊，再一次拖到最后时刻。贴一下 OQ： 

 

*  1.Why do you apply for our position of sales trainee? 

*  2.Please give us a specific example to show your interest in taking the role of sales. 

*  3.Please describe an ideal work day of being a sales trainee in your perception. 

    善始善终吧，对这样全国找 4 个人的公司。 

第三章 东亚银行面试资料 

3.1 面试东亚银行-企业咨询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392-1-1.html 

应聘的是企业咨询，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下小插曲。首先是让填一份表格，之前有通过邮件发过来也可以直接填好

了带过去。然后是笔试，一开始拿了一份会计题过来，吓死我了，我不是会计专业的呀，都不会做。后来才跟我

说，这是应聘会计助理的题目，拿错了给我了。再然后就是拿了一份带有三个英语问题的题目给我写。写完了就

开始和香港总部的视频面试。 

 

3.2  东亚银行实习经历--重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6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5922-1-1.html 

 

 我平时很少上论坛，更加不会在论坛上骂别人。以前也在很多单位实习过，也有不满的时候，但都没有用

这种方式表达过。因为我真切地希望，不要再有任何一个毕业生落到这个深坑里了。 

马云曾说，员工离职，根本的只有两个原因：钱没到位；心委屈了。我觉得自己在东亚短短数周，两样都占

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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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 9 月开始求职旅程，大半年都没有结果，当时接到了东亚银行打来的电话，想和我签实习协议，现在

想来，自己有点饥不择食。也查到了东亚有很多负面的信息，但觉得，自己只是签实习协议，也没有什么好

怕的，大不了，不干了。当时身边亲友都劝我别去，都明确地对我说，他们就是想找一个廉价劳动力。现在

离开东亚有 2、3 个月了，想想还有些后怕。 

我进入东亚的面试真的只是走了个过场而已，HR 打电话过来，就直接问我：“你家里有没有人办企业？”。我

说：“有“。她说，那你就来吧。其他问题感觉都是撑场子、充时间的。我进去之后，没有经过一天的正式培

训，我记得自己曾经问过 HR：”有没有培训？“，HR 好像觉得我很好笑似的，就说，我们招你就是看你做过

类似的实习，有什么培训。 

好吧，没有培训，有专门的人带我做，我也认了。 

第一天，扔给我一个件，马马虎虎地让我看了一遍，就直接扔另外一个给我，让我开始做，然后自己在一旁

玩手机，有什么问题问她，问了两三遍才回一句。 

这也就罢了。我遇到问题问了她怎么做，她很敷衍地回答了我，我照着她说的做了之后，主管把我批的体无

完肤，我说你们派来带我的人就是这么教我的，那人在主管面前根本就不认账，还说”怎么可能是我教的，

我说了应该这样这样做的，你自己做错了“。 

然后有一天，我终于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养成这个习惯的。 

那天下午，我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件，当着另一个实习生和其他员工的面问主管，这个件应当怎么处理，主

管说，应当这样做，我就按她说的做了，但不到 5 分钟，她就又走过来把我批了一顿，说我怎么这样做。我

当时特别诧异，我说：”我才跟您核实了应该这么做啊“。她立马反驳我：”你跟谁核实的，什么时候？“我当

时心想，这么多人都听到看到她也能赖，脸皮这么厚，真是穿山甲也刺不破。 

这个，也只是冰山一角。 

入职时，HR 告诉我，我每天的下班时间是 5 点半。有次，我 5 点半下班的时候，发现主管脸色很不好看，

第二天，她就把我警告了，说她们的规定是主管没下班你们也不准走。还把我思想教育了一番，说什么她昨

天晚上 10 点支行的人还在给她打电话，人家就没有家庭了吗，但人家就很有奉献精神啊，这么晚还在上班。

我们忙的时候也常常加班加到很晚啊，你这么早走干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就该付出啊。其实我也清楚，金融

行业加班肯定是难免的，但是，我是一个实习生，以前我也在其他大型股份制银行实习过，人家绝不会对一

个实习生提出这样的要求。说白了，你们就是缺人，才这样对实习生。你们就是缺人，才用实习生的待遇，

让我们做正式员工的活。 

更好笑的是，那个主管说，你们不走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你们不走，我们也走不了啊。 

话音刚落，走出会议室后，我们实习生们还在忙着做事，她就潇潇洒洒地过来说了一句，我走了哦。 

简直就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她常常说，她对我们严格是为我们好，她真以为我们是傻的，连是不是对我们好

都分不出来。你真对我们好，谁舍得走。 

画面回到我刚入职的第一天，面试的时候，HR 告诉我，你做的是中后台的工作，但到主管那边报道之后，

主管非常坚定地告诉我：”你不做前台是永远不能转正的“。因为实习期完后，东亚只和我们签派遣协议，连

合同工都不算。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不胜枚举。之前曾有人劝我，说，去了东亚之后，要是待上一年，很可能名声都

臭了，其他银行也不太愿意要你。东亚连一天正式培训都不能提供给员工，你进去连适应期都没有，几乎几

天就让你像正式员工一样工作，而且据说年底的时候，即使你是实习生，也有一百万左右的存款任务。之前

有两个实习生就是因为不能接受这个才离开的。 

如果只是这个主管很讨厌，也就罢了。有次，我正在做事，偶然间听到了一对工作人员的对话。一位贷后管

理部主任抱怨，说事情太多做不完，旁边一个员工马上说：”招几个实习生帮你做就是了撒“。我立马觉得太

不是滋味了。虽然事实如此，但员工当着你的面这样说，谁会觉得舒服。 

我学校里有十分要紧的事情，要请假三天，主管立刻黑着脸说：”三天？这么久“。 

我离职的时候，主管还在跟我说，一份工作，你觉得适合你，当然什么都好，要是不适合，你就会说她不好。

我当时心里觉得好笑，心想，你是怕我跟其他学生说你们单位有多烂吧，要是真是好单位，会跟我说这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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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所以奉劝各位，有好的去处，就别去东亚了。那真是个坑。我只去了短短几个星期，就再也不想在里面待了。

这家单位完全没有一家大银行应该有的风范和气度，一直想以全行最低的成本运行。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是

不看好东亚的。 

3.3 2014 东亚银行 MT 香港总部一面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5805-1-1.html 

  

攒 RP！！！介绍下 LZ, 港本一枚，大四，金融，成绩一般，各种语言很流利，流利度，普通话>英语>广

东话（lz 是为数不多母语非广东话但说的比较溜的内地生）。这可是 lz 开张面啊！！！因为 LZ 觉得四大钱

又少人又累，所以一所都没申请。Lz 比较啰嗦，大家可以绕过直接看总结。 

————————----------------------------------------------------------- 哥 哥 哥 哥 哥

————————————-------------------------------------------- 

话说没打算申请东亚银行，某日，某小伙伴来我房间玩耍，告诉我 东亚银行 5 分钟就可以填完

onlineapplication，然后我就随随便便填了一把。几周过去了，好多好多童鞋一面都完了，lz 终于收到

aptitude test 的邀请，于是 lz 就随随便便在应届生上面下载了 SHL 经典 42 题。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lz 提前半小时昏昏欲睡 地来到了东亚银行的总部观塘，才刚刚

2 点钟，lz 又拿出了 42 题，开始看题，因为 lz 又懒又拖延，42 题在正式开考前还剩 22 题没看！！！ 

Lz 就这样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去做题了。。。 

事实上，lz 的确悲剧了，verbal 有 6 道题完全没做，numerical 还剩 1 道题，lz 又懒又拖的性格再一次

反应到了这个上面，关键是，竟然没有一道题是 lz 看的原题， 泪奔了。。。 

 

交卷的时候，Lz 悄悄看了下坐在左手边那一个男子，他竟然风一样 的把所有题都做完了！！！lz

当时的反应就是，绝壁跪了 。。。于是 lz 记住了旁边那个高冷的男子。 

Lz 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到了新的地方，一定抱着 这辈子只会来这一次的态度，将附近逛个底朝天。

于是 lz 就翘掉下午的所有课，把 APM 那个 mall 逛了一遍，下面有一个几乎全是日本货的大超市，lz 身

为超市狂人和日语小达人，真爱就在这里，里面还有我一直心心念念的金丝肉松饼，泪奔了啊！！！然后，

lz 顺带把周围逛了个底朝天，还有 2 个 mall，U-Plaza 和观塘中心。嘿嘿嘿嘿！！！那条街上有一个“蛋挞

王”，呵呵呵，好大的口气 ，竟然敢称王，于是 lz 径直走过去，所有味道的蛋挞都买了一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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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4 种口味嘛。。。）lz 在街边花园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开吃！OMG， lz 每一个味道咬了一口，就被里

面的糖，奶，油，齁死了，太甜，太腻，太油了，也没有那么好吃，于是 lz 喝完了一瓶乌龙茶，这样才

没有吐出来，然后 lz 就把剩下的送给垃圾桶了（典型的败家子啊啊啊） 。。。 

一天后，lz 竟然收到了 11 月 20 号一面的邀请！！！lz 欣喜若狂，踩到狗屎了一定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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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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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z 苦于没有 idea， 到面试前的那晚还在准备一对一的 presentation 直到凌晨 2 点，再一次印证

了 lz 又懒又拖。Lz 一大早就去把各种资料简历打印了，到东亚银行的时候才 9 点，太兴奋了，没有吃

早饭，等到的过程真是漫长啊。。。9 点 20 的时候，那位高冷的男子竟然出现。。。真巧。。。9 点半面试正

式开始了，LZ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 presentation，自我介绍开始说话时，绝壁不能最后一个说，不

然 lz 就会超紧张，流利的广东话就会打折。 咳咳咳。。。这一次，lz 倒霉了，本以为坐在 hr 右手

边就可以第一个说嘛，但是 lz 竟然轮到最后一个，本来练习了好几遍的广东话自我介绍一下子就卡了，

lz 就傻呵呵的笑了，由此可见 lz 的酱油心态。组员有一 UCLA 本科男，科大工作一年男，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lz 一直关注的那个高冷男，竟然是港大的法律系第 5 年，还是校游泳队。 妈蛋，震惊了，

有没有！！！港大的 LawSchool 哎！！！还会游泳！！！瞬间吓尿！！！好了 lz 完全不紧张了，我们开始看 case

了，15 分钟哦，早上没怎么睡醒，没听清楚指示，以为一会儿要收回那一本 case 小册子，于是就拼命

把信息抄到草稿纸上，导致几乎没怎么思考，草草看了一遍，反正是打酱油嘛。然后，我们就用广东话

开始讨论，local 这时候语言就比较占上风，比用英语我要亏一点点，也还好。我带了手表，就稍微控制

了下时间，发表了下意见，lz 食花生的酱油心态再一次体现了，群面就是去当炮灰的节奏了，哈哈哈

。 

蓝后，就是半个小时的中英文写作，题目很简单，每一个去面试的人应该都准备了的，20 分钟就写完

了，然后坐在那里，检查了下下，有点饿了，就开始玩手指 。。。 

这些弄完了，我们就从 32 楼移动到 31 楼，趁这个大好机会，lz 果断和 law 男搭讪 ，没头没脑的

聊了起来，确实很好奇啊，读 law 的男子该是怎样的高冷，印象中应该是 Sheldon 一流的，没想到还会

游泳。不过，明显看出来他对 lz 没兴趣啊，lz 心灰意冷了 ，开始和其他 local 聊天。Lz 这时娱乐

至死的心态就来了，开始指导身边的几个 local 普通话 presentation，哈哈哈，优越感立马爆棚！！！一会

儿 lz 故意坐到 law 男旁边，又聊了几句，发现他还挺可爱的，一对一的面试也是按照自我介绍那个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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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所以 lz 又是最后一个。Lz 自信爆棚，感觉最后一部分面的超好，HR 对我说 Veryimpressive，不

知道是不是对所有人这样说的。。。lz 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走完了，哭 哭。。。蓝后，lz 吃完午饭走

到牛头角逛了整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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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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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面 1. 广东话。自我介绍，小组讨论，15 分钟看 case，case 是东亚银行的 canteen 午餐免费，

但座位不够还有排队时间长，叫我们提供解决方案。30 分钟讨论，不用 present，最后来个经验分享就

好了。 

2. 中英文写作。30 分钟，英文题目 2 选 1，选的第二个，要向你申请贷款的客户给了你一个 5000 元的

利是，你该怎么办，第一个题目完全不记得了。中文题目，你的劣势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聘请你？ 

3. 一对一 presentation。普通话介绍东亚银行，1 分钟。英语，3 分钟，你怎样将东亚银行的 MT 项目

讲给你 5 岁的弟弟妹妹听。 

3.4 东亚银行江门支行公司业务客户经理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6241    

 

发现江门的面经真的很少，所以面试回来觉得有必要写一下。 

现在终于发现裸辞的代价真的很大。自从辞掉工行的工行回来，一心希望在江门重新找一个银行的工作，简历投

了不少，却甚少有回音，最近已经很幸运了，连续收到江门广发和江门东亚的面试通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

在工行的时候一直是柜员，现在回来江门想找客户经理的工作可能就比较难，因为这个经验很重要，而且银行很

看重面试者有没有客户资源！可能也是因为辞职不是时候，年底或者年初的时候招聘会多一点，现在相对会少。 

上个星期江门广发的面试，一大早九点钟过去，已经有一个面试者在等，有个 MM 给了一张纸我，上面就两个问

题，一是 5 分钟的自我介绍，另一个是关于怎么拉 50 万的存款讲一下自己的想法。居然还可以提前准备！我等前

面那个人面完，就到我了，其实就几分钟。那个 MM 带我到人事部经理的办公室。已经有三个经理差不多的人在

里面，他们就三个人共用一张不太大的办公室，我就坐在他们对面的沙发，那个 MM 坐我旁边。我被要救做了一

下自我介绍，然后他们就针对我简历和我个人的工作经历问了一下，后来我提醒他们我想讲一下那个拉 50 万存款

的问题，他们这才想起，那我就简单讲了一下，不知道他们对我没兴趣还是一面就这么简单，他们就告诉我可以

了，如果有二面会在两个星期内通知。 

前天面了江门东亚，我应聘的也是公司业务客户经理，早上九点半过去，直接找他们行长。也就我一个人，形式

很轻松，就聊天。江门东亚开业才 1 年多一点，我发现居然没有在网点发现有一个客户！那里的环境还可以，不

大但还算精致，好的是他们有咖啡机，而不是喝水，这大概是外资银行的不同吧。他们给了一份资料我做，前面

是个人的情况填写，后面有笔试，题目有：1，中译英的名词解释，有什么建筑性贷款之类，感觉不太难，但我就

是不会，听他们说应该是应聘不同岗位有不同的题目吧，我应聘的是对公客户经理，所以贷款的东西比较多。2，

大概三道左右的中文简答难，就问你对外资银行有什么看法啊，十年的职位规划啊，好像还有关于汇率的吧，记

不全了。3，是一些中译英的翻译，感觉比较难，比较多专业术语，而且本人英语确实不怎么滴。4，最后是一个

全英的财务报表，你看完后要回答分析报表，这个公司的还款能力，还有怎样发放贷款，差不多吧，反正我也不

会看报表。所有这些东西 2 个小时内做完就 OK 拉，也没有人看着我，我一个人在那里会议室里做。做完后，他

们的公司业务部的经理又跟我聊了一会，对我的答卷反而没说什么，反而是跟我强调客户资源，还有说要半年的

试用期，要完成 2000 万的存款任务才有机会转正， 不然就要走人。我还了解到这里的压力很大，任务很重，经

常加班，不过加班有加班费，银行给不了客户经理资源，都是要客户经理自己去跑回来，待遇还不知道。他说要

等一个星期左右珠海人事部再通知我面试，到时可能就跟珠海分行那边视频面试就 OK 了，他答应会帮我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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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问题应该不大。同时，他提醒我不要跟珠海分行那边提到有多少任务要求的事。 

我现在很需要一份工作，但这么重的任务我对自己完全没底了。需要很想进去外资银行学习一下，能混下去当然

好，混不了就当赚个经验。我应该花这个时间去做吗？好迷惘啊，我想努力点改变自己啊，所以才想转型，但同

时自己信心还是不足，对前途一片迷惘～～～～～ 

 

3.5 2012 东亚 mt 群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60390-1-1.html  

 

刚做完回来 

严格意义上根本不算群面，大家基本上各讲各的不用交流 

首先 45 分钟中英文作文 

然后就是自我介绍，然后 hr 问问题，首先英文，每个人讲一遍，然后普通话，然后粤语 

难度不是太大，希望大家都能顺利 ko，龙年找个好工作           

3.6 面试 BEA 苏州分行的童鞋过来看看 

 

我是通过网上投递简历的方式报名应聘东亚苏州分行的柜员的，之前是在 ICBC 做了差不多两年的现金区的柜员，

7 月 26 一面，昨天也就是 8 月 11 二面，一面是业务经理，一个很厉害的很让人敬佩的全面的业务经理，什么模

式的银行都呆过，二面的时候就比较隆重了，行长，汇款部的经理，人事经理都在，3vs1，当时是比较紧张的，

只不过只持续 了一会就很放松了，里面的上层对人都很友善，很和蔼，给人的感觉很棒，最后问了我一些如果以

后进来东亚了，要我去做的一些事情，工资薪酬的问题，还要求拍照传到上海去给领导看什么的，因为每次去都

是一个人，不知道还有没有谁得到苏州分行的面试机会。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相互交流                      

3.7 东亚杭州分行笔试面试记 

9 月 18 日，收到东亚银行的电话，通知周二（22 日）笔试及一面。询问了是否需要穿正装，需要多久之类的

简单问题，就匆匆的挂了电话。 

9 月 22 日，早上 7 点 50 分便出发前往庆春路的东亚银行。结果这天是无车日，貌似路况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才 9 点就到了嘉德大厦的楼下。早到了半个小时，实在不好意思太早进去，于是在外面闲晃。去逛了逛苏宁，

问了问手机价格，又“欣赏”了下身边的大楼，在 9 点 15 分按耐不住还是进了大厦。发现无数人在匆匆上班，于

是问保安他们东亚是几点上班的，可别人家还没做好准备就进去了。保安说应该是 9 点。无奈，继续在底下晃悠，

选了最空的一趟电梯直奔 18 楼…… 

刚进银行，我还以为见到了空姐。前台 MM 和柜台 MM 都穿大红色的正装。和前台说明我是来面试的，她拿

起电话嘟囔几句后，就有另一个很可爱的 MM 刷卡出来了。 

紧张的气氛正式开始。她把我带到了会议室，给了我一份填家庭背景的申请表。还和我说她手上有两份卷子，

一份是给一般的毕业生的，一份是给专业的学生的。我多么渴望那份普通卷啊，但是纠葛了两下，她还是把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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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卷子无情的递给了我。当然她还很好心的给了我一杯水哦！告诉我有 1 个多小时的时间做。 

卷子和我之前在这边看到的差不多哦！第一题是中翻英，就 5 个单词。我能记得的是“小买家”“预付货款”

“打包信用证”，还有两个想不起来咯~！ 

第二题是英翻中，我觉得相对较简单一些，大致就说金融危机，在亚洲私人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大大下降。

经济学家于是寻求海外消费以复苏经济。后面大致就说向美国出口什么的。 

第三题是中翻英啦，觉得比前一题稍微有些难度，毕竟想英语单词比较困难。说的也是和金融危机有关的，

内容是夸香港及时进行改革，发展数码和旅游等产业。而且效果很好。 

第四题我是空白的，是给了两页的纸，满满都是数据，分析那个企业的资信状况吧。我对财务方面一窍不通，

所以看都没看，直接放弃。 

第五题是两个问答：1 信用证下国际贸易结算的流程 2 分析托收下进口商和出口商的风险利弊。几乎没什么

难度，而且中文回答，所以就随便写写咯！ 

最后一题，是谈谈你进入 BEA 的个人发展计划。 

之后就开始面试咯。好像说那天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不在，我也不知道何方高人来给我面试的。也许因为他

不是专业面试官的原因吧，气氛还挺轻松的，也没用上中文。只是让我自我介绍一下啊，谈谈对东亚银行的了解

啊，介绍一下部门结构和工作任务啊，问问我有哪些方面的专业知识啊，怎么看待压力，能不能出差。都挺简单

的，也没为难人。10 分钟，我就被很有礼貌地送出了 BEA 杭州分行。 

看到页面上的笔经面经都挺古老的，所以懒人一也特此写一篇，希望对大家有用咯 

3.8 东亚银行面试 

昨天打电话回家，听说家里小雨，想不到今早起床就发现也下雨了。 

好雨知时节阿，希望这个雨能给我带来好运。不过某些人就已经是有好运了。比如 MJ 同学拿到了 Durham 

Business School 的 offer……昨晚 2 点多收到的邮件，听说搞到 4 点钟才睡觉，早上 7 点多居然发短信让我帮他请

英语课的假…… 

其实这几天都比较顺利的，比如昨天东亚银行的笔试，感觉还不算太差。12 号，a big day for many people who 

receive offers from big-4, 比如汤同学拿了 PwC 的 offer，gxgx。天道酬勤。 

围绕着东亚银行笔试这件事，还可以再发挥一下的。忘了怎么投的简历了，然而 baidu 之后却对这家港资银

行很感兴趣。同时发现我的专业知识相当不行，于是借了一本薄一点的《宏观经济学》来看，嗯，在宿舍里看的。

发现在宿舍也可以颇高效率的，只要关掉显示器。昨天下午去考试也比较顺利，没什么惊险的，倒是发现大家都

穿正装，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那个 Hr 是冷艳性的气质美女，嗯，虽然不 PP。那几个人都是华工的，奇怪，昨天

下午我们班也有其他人去笔了。 

那几道题还记得，前四道考察英语能力，后三道不是。很奇怪还记得很清楚，不如写出来吧：  

 

1、写写爱好、特长，以及其魅力所在； 

2、写个通知，圣诞晚会，时间地点，节目安排，欢迎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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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vid 早上吃到 2 个小时，写 email 向经理解释 

4、翻译，中国 GDP 增长率，广州 GDP 增长率，尽管*已经更注重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平衡，但是市场普

遍认为 GDP 增长率会达到 13% 

5、对近来银行业务有什么认识，有什么看法 

6、抛开专业、就业环境，你最想从事什么的职业是什么 

7、除了简历，还有以后面试时可以表现的能力，你还想多说些什么？ 

回到学校不到四点，就去参加那个同洲电子的宣讲，很精练，但是也没说什么新东西，不是很感兴趣。真的，

没有什么地方让你有一点点兴趣的，不过下午笔试，至今还没有通知。然后和阿文跟庄 mm 去学六吃饭，发现很

久没来学六吃饭了，也想起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西区自习了，所以吃完饭溜达一下就去 34 号楼看书，然而一进去

就想睡觉，啊啊啊，想起来了，以前去自习，都是习惯性要睡一觉的。甚至有一次中午过去，睡觉，醒来大家就

决定回北区打球……睡了半个小时，看书也觉得没什么精神，坚持到 8 点钟便走回去了。  

 

回到宿舍，磨磨蹭蹭把吉百利的网申解决掉，啊啊，再一次拖到最后时刻。贴一下 OQ： 

 

*1.Why do you apply for our position of sales trainee? 

*2.Please give us a specific example to show your interest in taking the role of sales. 

*3.Please describe an ideal work day of being a sales trainee in your perception. 

善始善终吧，对这样全国找 4 个人的公司。 

3.9 广州林和西路东亚银行暑假实习生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6437   

 

 

2012. 06.04 广州林和西路东亚银行暑假实习生面试 

 

东亚银行来我们学校招暑假实习生，主要是招营业部的，具体的 job description 没有细说。我投了简历，然后 1

号的时候收到面试通知，4 号下午 2 点我准时到达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接待我们的是前台小姐，先填写一张暑假

实习申请表格。填完之后，我们在等待面试的安排。我们学校一共找去面试的是 4 个人，我和另外一个女生 L 一

起面试。 

 

一面是行长面，当时知道那个是行长的时候，着实紧张了一把。进到小会议室里，我们把评分标准的表格交给行

长。行长指名先面 L。问题比较常规，自我介绍，银行相关的经历，对东亚银行产品的了解程度，粤语掌握程度，

住宿问题，实习时间问题。然后就到我了，自我介绍，你觉得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团队领导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喜欢挑战的工作还是枯燥的工作，粤语掌握程度，住宿问题。现在想起来，一面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虽然有

同学强调说，在面试的时候不要刻意突出自己的某个优势，因为面试官会揪着你的优势问你，但是就类似于东亚

这样的面试，我觉得还是需要把自己的优势列点说出来，因为时间太短，对方只能通过你自己的陈述来了解你是

否适合这个职位。就像 L，她的自我介绍就是列了 3 大点优势，非常清晰明白，而我则是简单提了 general 的性格，

所以在行长后来就直接问我的性格和优势是什么。 

 

行长面之后，我们四个被召集到小会议室里，要求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工作”，字数不限，写完的人去隔

壁会议室让人事部进行二面。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写过中文的作文，而且题目好宽泛，最终我选择我的理想工

作状态为话题。好在文笔宝刀未老，我写了大概 30 分钟。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6437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9 页 共 21 页 

 

人事部的二面面试官是两个姐姐。一个主要负责看我的简历并提问，另外一个是看我刚刚写的作文。提问的 HR

人看上去挺 nice 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简历来的。做个自我介绍，还有关于之前实习经历的提问，以及对东亚

银行的了解有多少。幸亏我之前有仔细的看过求职宝典，还查了东亚银行近期的新闻。然后二面就结束了，HR

让我们等通知。 

 

昨天收到通知，我们四个人里面挑了 2 个，我落选了。一直在想我的问题在哪里，自己想了之后觉得还是在自我

介绍那个问题上，还是要学会展示自己，不能太 general。再接再厉吧。 

3.10 东亚上海 HR 面经 

本人，一本类，非金融专业，之前有过相关 HR 实习经历... 

 

东亚面试在早上 9：30~去了上海银行大厦 12F...(现在貌似搬到东亚银行大厦了...) 

 

先进行笔试，金融类的中英互译，主要是说香港的工资水平之类的...其次是 10 个金融词汇翻译(完全不认识，

汗~~~)...最后是用英文描述下你最喜欢的工作...ORZ 

 

当然还有份 Application Form 要填 

 

坑次坑次，做了一个多小时...进来了两个 HR 主管好像~~于是面试开始，简单的两个英文问题之后~开始中文

交流 

 

比较随意，我觉得 HR 是看感觉，看沟通的，还问问能不能适应加班啊~老板很挑剔怎么办啊之类....反正随便

聊聊这样... 

 

等到笔试，面试都 OK 了以后，已经 11：30 了~~~囧！！！！ 

 

 

第四章 葛兰素史克综合求职经验 

4.1 我在东亚的实习经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50195-1-1.html  

 

明天就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实习经历了，下班去给副行和主管以及隔壁部门的同事买了点月饼，明天去和同事

告别，临近的两周没有写什么东西，主管也忙的焦头烂额，我有事情都等好久才等到电话空隙，她给我的任务也

越来越难搞，通常她现在在烦什么，三言两语告诉我下就让我去搜集资料，或者弄明白以后告诉她。前几天她交

代我去陪她谈一个 case，是她以前供职地方的同事，如今是某支行行长，想就旧日同事关系，谈的就是银行同业

头寸拆放和票据业务，对方十分干练客气，虽然很熟悉的关系，依然保持了谈话 professional 的气氛，我对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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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几乎是全部速记下来，因为主管叫我自然是想我学到东西，而确实他们大约 40 分钟的交谈，大约 10 分钟是

叙旧情，回顾了下过去在国际业务的合作默契之后就直接进入主题了，信息量十分大，我的主管语速挺快，这位

行长是武汉人，不过迁就我的主管没有讲武汉话，也十分清楚的介绍了情况和他能做的承诺。我记了大约三页，

留了对方的联系方式，最后分别他还轻松的说：小伙子，你们以后的选择就多喽，不像我们做市场出来，很难再

跨出去了。很是一个谦虚的人，主管说他当年捞客户是一把好手，和另外几个 backoffice 的同事配合的很好，该

行的国际业务部也在国资银行里很有名气。回头我又整理了笔记，把资金业务和票据业务的资料下好，熟悉了一

遍装订好。 

 

由于我的老板现在除了本部门的事情以外，还要备岗资金部(她的好姐妹主管的部门，别的银行叫同业资金部

或者金融机构部，其因为工作出色调去 headoffice，),现金汇款部的事情，所以她经常抱怨下现在在烦恼什么，烦

一下，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就会把我唤去:小朋友，去找到农行，工行，光大，浦发，广发，汇丰，兴业做银行同

业拆借的部门负责人联系方式，问目前资金需求如何，拆借资金或者存放资金的报价。另外询价是否做票据贴现，

直贴转帖报价分别多少，不能做的话原因是什么。 

 

是的，这就是原话，我愣了大约几秒钟，在大脑里重复记忆了下这些问题，就飞速写了下来，生怕过了一会

就忘记了细节，于是开始求助万能的微博，傲娇的度娘，苦逼的同学，最后除了农行的负责人电话，全搞到了，

（不得不 comment 一下，相对来说国股银行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农行，对业务也比较熟悉，服务素质也过得去，

农行就……一位声音可以判断出年龄的女士在某支行，对我询问的事情表示十分陌生和毫不关己，并反问我难道

没有湖北分行的电话么，我真的很奇怪，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要知道。其他股份制银行的业务素质和谈吐都要好很

多，交流起来很愉快轻松，一件小事，各种细节可以暴露其服务能力和理念大不相同），下载好是 shibor 报价，就

一个一个电话的询价，左耳开始胀痛时差不多就搜集完了，Highlight 出重点以后交给了主管。也是我在这里协助

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感触很多，今年还没有出去走走，留给旅行的路途去沉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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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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版，2018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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