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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口银行公司简介 

1.1  汉口银行公司概况  

  汉口银行，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是一家总部位于武汉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注册资本 41.28 亿元。现有

各类分支机构 105 家，其中拥有重庆、黄石、襄阳、荆州、宜昌、荆门、鄂州、恩施、光谷 9 家分行。 

 

汉口银行以“思想为您服务”为核心理念，以“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市民”为市场定位，以

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为目标，坚持走“规模+特色”的发展道路，近年来竞争实力和品牌形象显著提升，在“全球

银行 500 强”评选中，资产总额居 415 位，相继被评为《亚洲银行家》“2012 年度中国最强银行—湖北省”、“亚

洲 300 十大资产增长最高银行荣誉奖”、“全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金

融服务先进单位”、中国（湖北）理财总评榜“最佳科技金融服务银行”、“湖北省经济建设领军企业”、“武汉市十

佳和谐企业”、“最佳科技金融服务银行”、“最佳金融服务创新奖”和“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等奖项。 

 

1.2  汉口银行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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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汉口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官方网站：http://www.hkbchina.com/portal/zh_CN/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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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口银行公司笔试面试资料 

2.1 汉口银行面试经验（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784-1-1.html 

 

二面，在一个宾馆里，10 人一组，简单自我介绍，然后也是随意的提问。我的问题是，不是武汉人，爸妈同意在

武汉工作吗。感觉就是非常看中武汉户口。进了这一个环节的，差不多 50%都是家在武汉的。然后我就悲剧了  ，

五个人一组，挨个自我介绍，问一到两个问题，什么职业规划了，家是哪的？用几个词来形容你做过的事啦，及

对银行业务有什么了解，总之，问题没什么难度，就是形式有点吓人，我当时很紧张表现的不是很好，而且后面

的人都表现的比我好，当时就一站那后悔。 

 

 

 

2.2 汉口银行 - 银行综合柜员面筋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783-1-1.html 

 

第一轮面试面对是 hr 部门的三位考官 题目为自我介绍和随机即兴演讲 

第二轮为公司管理层面试 主要是无领导小组讨论 

 

第一轮面试主要是进行自我介绍 为一分钟 介绍完毕考官会就其内容进行提问 

第二轮问无领导小组讨论 汇报完毕后会进行针对性提问 

 

 

 

2.3 汉口银行 - 银行综合柜员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782-1-1.html 

 

我们是笔试一个半小时 接着就面试 面试三个hr 五人一组进去 半结构化 开始每个人自我介绍一分钟 超过会打

断 接着一人抽一个词 一分钟即兴演讲 在针对简历每人可能会问到几个问题 

 

自我介绍 

为什么选择汉口银行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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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来参加春招 

职业规划 

有什么特长或者爱好 

吧啦吧啦吧啦 

 

 

 

2.4 一个朴素的标题】2016 汉口银行校招面经（网申+笔试+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377-1-1.html 

 

 

以下是本人为了攒人品求过论文顺利毕业所写，也不知是否有有心人看到，不过无妨，上苍看到就行。 

介绍下自己，武汉非著名 211 财经院校的小硕一枚，本科学校是今年改名的那一批，大学生涯至今也没啥像样的

实习经历，甚至可以说是 zero。至于学术方面，没发表文章，没参与过导师项目（可以署名的那种），自我抨击

认为本人差不多可以作为拉低武汉 211 研究生平均水平的存在。我 BB 这么多，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树立信心，

但以上情况确实属实，并无夸张。 

第一步网申，具体时间记不来了，总之按部就班就好，学校 OK，学历 OK，专业 OK 就行，其实 OK 不 OK 的，千

万不要顾虑太多，大家只管申请好了，申请又不要钱。 

第二步初面，俗称刷脸，网申通过的诸位在武大啥地方进行的面试，面试流程十分简单，个人感觉就是走个过场，

属于刷脸面性质。面试中，一位考官，一位记录，貌似是 6 人一组吧，考官每人问了俩个问题，我的是“你的优势”

以及“二胎时代来临，HKB 可以出哪些金融产品”，balabala 说了一通，后面的问题我回答了一半卡住了，然后干

脆直接打住，考官鬼魅的一笑，也没说啥。 

这里提示一点，初面候场时，HKB 的招聘人员（貌似是智联的班子）会让我们手填一份简历，这份简历会伴随之

后的整个流程，需要注意一下，每次面试带几份简历带好照片的废话我就不重复了。 

第三步笔试，我和小伙伴是在华科考的，记得那天刚好是双 12，闹腾的很，笔试的话包括行测+行业知识，没有

申论，熟悉银行笔试过程的小伙伴应该没问题，而且是传统的写卷子，大家做的更有感觉，沉着应对就好。 

第四步二面，二面是在 12 月 23 号，嗯，记得很清楚。当时一天有面 400 多人吧，全是研究生，本科生们在其他

的场次。面试依然是半结构化，也没有自我介绍，当时记得有 4~5 个考官，考生每组 5 人，每人 2 个问题，不难，

之前那个组的问题比较难，有涉及到跟银行相关的知识。回答完之后如果对你有兴趣会针对你简历继续提些小问

题。我觉得我当时发挥还行，毕竟最后接受了额外的提问。 

第五步三面，没错是三面，后面还有终面，时间记得很清楚 1 月 19 号，在汉口的总行进行的面试。抱歉，我真

想不起来自己面的经历了，隐约记得跟二面没啥区别，还是没有自我介绍。那次面试或许发挥不好吧，没有收到

面试通知，不过万幸最后接到电话通知，以补录的方式进入了终面，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相信了攒人品会有好

报。 

第六步终面。为了那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仔细查阅了前人的面经，对终面有了比较大的信心，然而并没有什么

卵用。1 月 29 号，汉口银行总部的终面一改往日的形式，采用了即兴组队 3V3 辩论的方式，我当时心情一万头

羊驼在奔腾。我并不怵辩论，相反比较喜欢，只是辩论的时间安排上太紧了，每人平均 3 分左右的说话时间，包

括了自我介绍、辩论观点、正反辩论的诸多环节。我们组的题目是“微信使人更亲近还是更疏远”，尽管大家为了

辩论把自我介绍浓缩成了姓名+学校+专业的形式，但双方还是没能碰出什么火花，我甚至感觉意犹未尽。对于自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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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表现我只能说表现一般，不够出彩，也许是辩论中的急迫的细节表现或者是团队意识才让自己顺利通过的吧。

对咯，辩论的场子很大，考官 10 来个吧，不过除了眼神交流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交流了。 

记了半天的流水账，其实整个流程是上述如此，一如我之前自我介绍所说，我并不是个优秀的硕士生，但综合来

看，从学校和学历，个人形象（即使我女神说我砢碜），以及面试过程中表现的语言表达，应变能力、个人气质，

还有最重要的你所表现出来的对在汉口银行工作的忠诚度等多角度出发，让我获得了这个 OFFER。其实还有一点，

汉口银行对于研究生，一本院校本科生和普通院校本科生之间是分别考量的，所以学历学校的竞争只会在自己所

在的区间内竞争，于是乎，诸位努力吧。 

 

 

 

2.5 2015-2016 年汉口银行面试+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1921-1-1.html 

 

 

参考以往以及已经入职的朋友的经验，在收到面试消息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以为没有笔试。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今年是在武汉大学集体组织面试，据说面试了两天，全是智联组织的。 

先去先面试，进一个教室手写简历，完成后五个人去面试，面试前要拍照和测量身高，所以一定要穿职业装和化

妆/ 

很少人在冬天穿裙子，表示穿裙子的我要被冻死了。 

然后进去后两个面试官（智联工作人员）随机问每个人两个问题，然后就结束了。 

回去等通知。过了一个星期 接到短信参加面试 

在网上买了一套电子资料，最后发现没有多大用，每年考题内容好像不一样 

今年是 100 题 100 分钟完成，全是单选。我先做了二十个银行专业知识的题目，如汉口银行哪一年成立，有多少

家分公司。 

然后有两篇英语阅读。其它就是行测内容。比较简单，没那么深入和专业，平时复习一下的人应该比较好过。 

刚刚考完 还不知道 应该这周就能够接到通知，静等，求 RP~ 本人非经济专业的妹纸飘过，今年真是不

太好找工作。 

希望大家尽可能把握机会吧~ 

 

 

 

2.6 【一个朴素的标题】2016 汉口银行校招面经（网申+笔试+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2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37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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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人为了攒人品求过论文顺利毕业所写，也不知是否有有心人看到，不过无妨，上苍看到就行。 

介绍下自己，武汉非著名 211 财经院校的小硕一枚，本科学校是今年改名的那一批，大学生涯至今也没啥像样的实习经历，

甚至可以说是 zero。至于学术方面，没发表文章，没参与过导师项目（可以署名的那种），自我抨击认为本人差不多可以作

为拉低武汉 211 研究生平均水平的存在。我 BB 这么多，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树立信心，但以上情况确实属实，并无夸张。 

第一步网申，具体时间记不来了，总之按部就班就好，学校 OK，学历 OK，专业 OK 就行，其实 OK 不 OK 的，千万不要顾虑

太多，大家只管申请好了，申请又不要钱。 

第二步初面，俗称刷脸，网申通过的诸位在武大啥地方进行的面试，面试流程十分简单，个人感觉就是走个过场，属于刷脸

面性质。面试中，一位考官，一位记录，貌似是 6 人一组吧，考官每人问了俩个问题，我的是“你的优势”以及“二胎时代来临，

HKB 可以出哪些金融产品”，balabala 说了一通，后面的问题我回答了一半卡住了，然后干脆直接打住，考官鬼魅的一笑，也

没说啥。 

这里提示一点，初面候场时，HKB 的招聘人员（貌似是智联的班子）会让我们手填一份简历，这份简历会伴随之后的整个流

程，需要注意一下，每次面试带几份简历带好照片的废话我就不重复了。 

第三步笔试，我和小伙伴是在华科考的，记得那天刚好是双 12，闹腾的很，笔试的话包括行测+行业知识，没有申论，熟悉

银行笔试过程的小伙伴应该没问题，而且是传统的写卷子，大家做的更有感觉，沉着应对就好。 

第四步二面，二面是在 12 月 23 号，嗯，记得很清楚。当时一天有面 400 多人吧，全是研究生，本科生们在其他的场次。面

试依然是半结构化，也没有自我介绍，当时记得有 4~5 个考官，考生每组 5 人，每人 2 个问题，不难，之前那个组的问题比

较难，有涉及到跟银行相关的知识。回答完之后如果对你有兴趣会针对你简历继续提些小问题。我觉得我当时发挥还行，毕

竟最后接受了额外的提问。 

第五步三面，没错是三面，后面还有终面，时间记得很清楚 1 月 19 号，在汉口的总行进行的面试。抱歉，我真想不起来自己

面的经历了，隐约记得跟二面没啥区别，还是没有自我介绍。那次面试或许发挥不好吧，没有收到面试通知，不过万幸最后

接到电话通知，以补录的方式进入了终面，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相信了攒人品会有好报。 

第六步终面。为了那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仔细查阅了前人的面经，对终面有了比较大的信心，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1 月

29 号，汉口银行总部的终面一改往日的形式，采用了即兴组队 3V3 辩论的方式，我当时心情一万头羊驼在奔腾。我并不怵

辩论，相反比较喜欢，只是辩论的时间安排上太紧了，每人平均 3 分左右的说话时间，包括了自我介绍、辩论观点、正反辩

论的诸多环节。我们组的题目是“微信使人更亲近还是更疏远”，尽管大家为了辩论把自我介绍浓缩成了姓名+学校+专业的形

式，但双方还是没能碰出什么火花，我甚至感觉意犹未尽。对于自己的表现我只能说表现一般，不够出彩，也许是辩论中的

急迫的细节表现或者是团队意识才让自己顺利通过的吧。对咯，辩论的场子很大，考官 10 来个吧，不过除了眼神交流外没有

什么实质性的交流了。 

记了半天的流水账，其实整个流程是上述如此，一如我之前自我介绍所说，我并不是个优秀的硕士生，但综合来看，从学校

和学历，个人形象（即使我女神说我砢碜），以及面试过程中表现的语言表达，应变能力、个人气质，还有最重要的你所表

现出来的对在汉口银行工作的忠诚度等多角度出发，让我获得了这个 OFFER。其实还有一点，汉口银行对于研究生，一本院

校本科生和普通院校本科生之间是分别考量的，所以学历学校的竞争只会在自己所在的区间内竞争，于是乎，诸位努力吧。 

 

2.7 2015-2016 年汉口银行面试+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1921-1-1.html 

 

参考以往以及已经入职的朋友的经验，在收到面试消息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以为没有笔试。但事实并不是如此~今年是在武

汉大学集体组织面试，据说面试了两天，全是智联组织的。 

先去先面试，进一个教室手写简历，完成后五个人去面试，面试前要拍照和测量身高，所以一定要穿职业装和化妆/ 

很少人在冬天穿裙子，表示穿裙子的我要被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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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去后两个面试官（智联工作人员）随机问每个人两个问题，然后就结束了。 

回去等通知。过了一个星期 接到短信参加面试 

在网上买了一套电子资料，最后发现没有多大用，每年考题内容好像不一样 

今年是 100 题 100 分钟完成，全是单选。我先做了二十个银行专业知识的题目，如汉口银行哪一年成立，有多少家分公司。 

然后有两篇英语阅读。其它就是行测内容。比较简单，没那么深入和专业，平时复习一下的人应该比较好过。 

刚刚考完 还不知道 应该这周就能够接到通知，静等，求 RP~ 本人非经济专业的妹纸飘过，今年真是不太好找工作。 

希望大家尽可能把握机会吧~ 

2.8 汉口银行二面面经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05035-1-1.html 

 

  看ＢＢＳ上很多同学在问二面，发个帖子，造福后人，顺便攒点人品。 

 

二面是一组６人一起进去，先是每人１ｍｉｎ的自我介绍，然后１ｍｉｎ的即兴演讲，然后考官提问。演讲的内

容要和汉口银行或者本次校园招聘有关。 

 

抽到的词语什么样的都有，我那天知道的大概有：拖鞋，窗帘，橙子，西瓜，钢琴，ｉｐａｄ。各种各样的都有 

2.9 2014 汉口银行笔试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6944-1-1.html 

 

 楼主今天在财大文添楼笔试的，感觉来了好多人，不知道是都是海笔，但是我室友没过。本人武汉 211 非财经

类大学小本～看到考生信息里都有北大央财伯明翰等各种海内外高校还是压力很大的，当然也有省内非一本的同

学。笔试分两大块，基础知识和申论。第一部分分五小块，分别是银行从业基础知识，数学推理，文字类，数学

运算和资料分析。银行从业题就十道，后面的行测题不算难吧。第二部分申论 30 分，要求根据材料写一篇三百

字作文。论述在金融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机遇与挑战。  

 

2.10 11 号汉口银行二面面经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91307-1-1.html 

 

  一直都是看帖多，发帖少，今天想攒点 RP。。发个面经，和大家分享下吧。。。 

今天下午 来到汉口银行总部参加二面，楼很大，挺好找的。。里面的环境也很好。。真心的表示想留下！！！哈哈哈 

总得来说面试内容和一面差不多，都是一个自我介绍后，就等着被提问了。。问到你就答，没问就旁听咯。。 

但从面试的排场和人员安排上比一面正式许多，和另外 5 位美女一起进去，就看见面对的是一排面试官，我的个

乖乖，阵势颇强啊，之前还以为就两位面试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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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人悲剧的是，没穿正装！！  因为毕竟今天武汉也挺冷的，再加上一些纠结的原因，就套着一件大棉

袄去了， 

去了那咋一看貌似还是有很多童靴都没穿的，但上楼进了等候厅才发现有一堆等待面试的正装哥和正装姐，叫我

情何以堪啊 （原来大家都是来了再换的，我傻 X 了一会） 

总的来讲就是面试不难，但也不晓得面试官的评判标准在哪里，也不晓得要刷几多人。。所以听天由命了。。 

找工作的路上充满着艰辛，希望自己好运吧。。顺便攒 RP 啊。。  

哦，如果哪个过几天收到三面通知鸟，吼一声啊。。俺也好死个明白哈 

 

2.11 关于汉口银行的待遇。。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98211-1-1.html 

 

  好吧 其实题目表达了两个意思。。 

首先想问问有木有人知道汉口银行的待遇 比如刚进去在武汉当柜员各种工资以及福利加起来能有多少？ 

其次 本寝室有同学的哥哥（985 本科）去年进了深圳的一家银行  如今尚未转正就年收入 17W 左右 不过他那个

托了关系 咱不想也罢 

但刚才寝室另一个朋友的同学（211 本科）打电话说 她签了一家银行 在武汉  转正后各种加起来 1W1 千左右 

怎么觉得这么不真实啊 但又确实地发生在我身边 压力巨大啊 

 

 

2.12 一面归来~给后面的同学一些小建议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21178-1-1.html 

 

   

我这个跟银行完全沾不到边的专业，可以进一面就非常难得啦，不求能走得更远，但愿大家都能如愿。 

一面就是自我介绍而已。 

注意自己的经历、奖学金、学生活动等。 

穿着一定要得体，女生最好扎辫子！！盘头发！！！不要披头散发的 

能穿高跟鞋就穿吧！ 

其他的没什么啦 

进去就微笑，一直笑，保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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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加油吧！ 

祝好运 

2.13 一面归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18781-1-1.html 

  

有同学明天面试，所以现在发发帖咯。 

华科一面，10:00 那场，但等到 10:40 才开始吧，我还是 10:00 那批最早面的了。 

智联的一位 MM，很 nice。6 人一组进去坐好，她按简历顺序一个个问。问某个人，其他人就听着。就是自我介

绍啦，然后随便问点。我是我们组第二个，在我前面是个男生。面我很短啦，然后就说让我等通知。总之感觉很

眼子。先都以为是群殴呢。 

没面的同学心里好有个底，不用担心。同志们加油哇！  

 

2.14 发一个帖子，记录我应聘汉口银行的经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17847-1-1.html 

  

  1.网申大概在 10 月中旬。 

 

2.10 月 31 号星期一在我们学校举行的宣讲会，呼啦啦一大堆人去啦。 

我和同学也去投了，很多人还穿了职业装去，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因为现场的人太多， 

而且只是接受简历，也不知道你是谁，完全没有必要。很多人把简历做得非常花哨， 

好几页，我一向很懒，只做了一页，字还非常大，照片也没有贴，也没有打印成彩色， 

就是简历上打印出的黑白照片，大概有 2 寸那么大，简历上主要是基本信息，教育经历， 

社团活动经历，获奖经历，还有资格证书。 

 

很幸运被选中，跟我一摸一样条件的同学，还过了专八，也没有被通知。所以说简历筛选也是一个很 

讲运气的事情。后来去考试的时候也遇到去霸考的同学，当场拿出简历，说和某某某的条件一样，怎么没有 

通知我来面试，想要考试，被拒绝了。 

 

3.11 月 5 号接到笔试通知，提前一天晚上通知的，短信形式。 

第二天早上赶去，忘记带伞了，天气预报也只是说有小雨，再说天气预报也常常不准。 

可是那天 9：0 开考的时候就开始下大雨，瓢泼大雨啊，幸好我的衣服穿得比较多。也没有必要正装， 

因为组织考试的人，应该是智联的人。正装没人看。反而是下大雨让那些衣衫单薄的女孩子很狼狈。 

考完雨还是不停，只好到外面的自行车棚里避雨，想到了一个 6 年没有见面的在武大的同学，就给她打了 

电话，她二话不说，就跑过来给我送伞来了，还到饭店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真是感动死了。 

 

笔试一共 65 道题左右吧，90 分钟，有数字推理，数学运算，言语理解里的排序，选词填空，还有图形推理，逻

辑判断， 

和常识。大概每个 5 道题，都不难，不涉及专业知识，和国考的题差不多，但是难度要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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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后面的资料分析比较不一样，我自上大学后就没有上过数学课，计算本来就是我的死穴，资料分析题目也不

难， 

比国考的简单，但是是精确的计算，每个选项的差异很小，有一个是 1.01，1.02，1.04，1.10，我一看，要把差 

不多 7 个数加起来再减掉 4 个数，得出一个这么精确的答案，算得我头都大了。还有表格不太会看，数学不好， 

没学过会计，审计，统计，在这点上非常吃亏呀。不过总体感觉还不错。 

 

4.11 月 6 号晚上通知 7 号面试，不知道什么形式，反正去积累下经验吧，这次在华科似乎没得同学啦，要自己先

做好准备。 

等明天回来再写吧。群面还真的没有试过，哎。 

 

5.11 月 7 号去了，感觉非常差，估计没戏了。说到底银行招聘还是外貌协会，姐虽然长得不丑，但也就中等。本

来我站在第一个排队， 

这时，一个男的，带了个美女过来。硬是插到了姐的前面，那个女的比我高半个头，估计有 172，只有 90 斤左右。

那个在外面维持秩序的 

男的，色迷迷的看了她半天，竟然走过来，跟她说，待会面试完了来 找我。我亲耳听到的。还在她的简历上做了

记号。这一举动惹得 

外面排队的同学不满，但是都是压在心里。这个美女就排在我的前面，给我无形的压力。 

 

我亲眼所见，有半句假话死全家。 

**，搞得我不想面试了。什么破银行，不去也罢 

 

2.15 路过，来谈谈这个工作...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850555-1-1.html 

偶然路过，看到偶曾经工作过的银行...于是，说一说吧... 

我几年前刚毕业的时候曾经在这个银行工作过，那时候还不是现在这个名字....后来貌似改名了...  

 

以下都是我当时的情况，仅供参考 

 

合同 

那个时候本科都是给签行员合同的，专科生进去都是代办员，貌似现在改了说法，但是实质应该是一样的，行员

合同才是和行里签的，代办员是和人才市场签的合同，和行里木关系。 

 

收入 

说说那时候的情况。收入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奖金，还有年终奖和其他福利。起薪，本科生全部加在一起 3

万，研究生貌似每个月多 50 块。 

 

工作 

如果是普通行员基本都是去现金柜，打杂，偶尔有机会上柜，后来听说其他同事有转做信贷的。现在柜台有存款

业务要求了，我那时还没有。每天 8 点前到岗，如果没出差错，基本到 6 点之后可以回家。出差错了，就得一直

找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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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据我认识的人，进去都是有关系的，关系有大有小。虽然收入一般，但是毕竟工作比较稳定。木有关系的，也许

有吧，反正我知道的都是有关系的。现在如何，不得而知。 

   

 

2.16 说说 2012 年 12 月 11 日的笔试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32453-1-1.html 

 

  一个半小时的考试，分为 5 个部分 

第一部分，银行的基本知识，比如什么银行从业人员准则之类的。 

第二部分，数学推理和运算 

第三部分，言语 

第四部分，逻辑 

第五部分，资料分析 

 

总的来说题量不大，时间也不会太紧，不过楼主考的不是很满意，此帖为后来人有个准备方向，也为自己攒个人

品，希望一切顺利。 

感觉今天考试的人不少啊。 

不知道各位一批考试的童鞋们考的咋样～ 

 

2.12 我的群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94706-1-1.html 

  

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次群面。经过今天的打酱油群面之后，决定把这三次经验给写下来，自己做些总结，弥补不

足，夸大优势，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些许经验。 

    第一次群面是在三一集团的二面。那次群面个人感觉较水吧。本来应该是 5 个人一组的，吃完中饭到场的只

有我们四个，就叫我们四个先面了。给定一个题目，让我们讨论 10 分钟，然后由一个人做总结性陈述。我很不

幸的成为其中唯一的女生，然后被一个男的说既然只有一个女的，就你做总结吧。当时不懂事啊，就答应了。10

分钟讨论，作出一个电子商务平台并对其进行宣传。感觉我们四个人都比较水，或者说他给的这个题目貌似也不

好怎么表述，总之 balabala 我们四个人讨论了番后，没说出什么具体的观点，然后说时间差不多到了，就叫我陈

述。昏，大家又没有具体讨论出啥来，叫我陈述啥咧，我稍微推了下，没推掉，就硬着头皮上了，大概说了 1 分

半钟，实在没话说了。就此结束，后来了解到我们中两个搞营销，两个搞技术的，然后面试官问其中一个这是个

技术类的，还是非技术类的题。他立马答非技术的，让我第一次明白不同专业的人思想真的是很不一样，鄙视下

自己观念太狭隘先。总的来说，我在这次群面中没啥太出彩，但是也没太出漏，应该我们整组都不太行吧。当时

看着面试官一直看着我简历，感觉还行的，后来没收到通知，个人觉得人家可能觉得专业还是不很合吧。 

      第二次群面是瑞斯康达二面。八个人一组，围着方桌而坐，给一个题目，没人定一个角色，各人根据自己的

角色来陈述角色应该做的事。这次群面是我为数不多的群面中较愉快的一次。感觉大家都很不错，有几个出的点

子很好，思维很清晰明了，也蛮有思想。这次我话一样不是很多，但是见缝插针的说了了一两次自己的观点。大

家就感觉是一个团队的，做出最好的解决方案。最后，很多领导过来，问我们这组对右边人的看法，当然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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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bala 说优点。三面的时候问了下，别的小组没那么多领导在场来着，我们群面的时候，感觉公司那边领导都

在我们身边围着。最后结果还行吧，我们整组都通过了，不过默默的说了一句，感觉他也没刷人 

      第三次群面就是今天打酱油面试了。12 个人，坐在一个长条桌上，每人一张纸，上面列出了作为一个领导

的一些优点，让选出最重要的和最不重要的。我选的是有全局观，其余人绝大多数选的能充分利用下属的优势，

当中考虑之后，每人花一分钟陈述自己的观点，我开始没讲，听了 7、8 个人的，除了一个不一样之外，其余的

全是那观点。话说我独树一帜，其实某部分来说是有优势的，只是偶不够自信能舌辩群雄，就 hll 的沉默了。个人

陈述完观点之后，就是 20 分钟的无领导讨论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是我没占住先机，在绝大部分人观点一致

的情况下，率先支持我的观点。结果大家都开始讨论下属优势和另一种观点了，然后人又多，balabala，我觉得

我就默默的缩在角   落，越缩越远，就彻底的打酱油了。归根结底是不够自信，还是习惯抱团啊 

      总结经验，其实群面中并不是要你说倒对方，但是你必须努力陈述你的观点，不过如果大家都不同意，我觉

得这对某人的心理素质还是很考验的，因为不知道是继续支持自己观点好呢，还是倒过去说那个观点，或是沉默，

沉默应该还是最不可取，但是倒得太快也不好说啊  

 

2.13 汉口银行群面后记 

   

昨天也被汉口银行群面了，题目是沙漠求生记，是个很经典的群面题目，可以百度到。说一下面试的情形，一间会议室，两个长桌，

两个年轻女 HR 分别坐在两长桌一边。我们进去了两组，分别 12 个人，按顺序坐好。一人发了一张纸，上面就写的是沙漠求生记的

内容。首先 5 分钟看材料，每人一分钟陈述选择的五样东西的观点，接下来是 20 分钟无领导讨论，需要得出一个一致的观点，然后

推选出一个人做 2 分钟的陈述，群面就结束了。 

这个群面是一间会议室两组人讨论，我们这组女生多，就俩男生。就记得一个男生在讨论过程中三番两次的强调手枪的重要性，另

外一组的男生比较多，讲话声音特别大，而且两组讨论的话题竟然是一样的，这样一来我们这组很容易受到另外一组讲话的影响。

桌子很长，女生讲话声音很小，坐在靠近 HR 位置的同学基本就听不到坐在另一端同学的讲话了。 

这次群面过程争议不大，最终得到了一个结论，还算是一个成功的小组合作的。据说今天晚上之前给通知，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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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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