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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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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岛银行公司简介 

1.1 青岛银行公司概况  

    青岛银行成立于 1996 年 11 月 21 日，是以青岛市区原 21 家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由地方财政、企业和居民投

资入股依法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自成立以来，青岛银行先后进行了 2 次增资扩股，目前，注册资本 11.1 亿元，

主要股东为海尔集团、青岛国信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并于 2008 年 4 月 28 日起由原青岛市商业银行正式更

名为青岛银行。 

 

1.2 青岛银行企业文化 

青岛银行始终坚持立足于地方经济、立足于中小企业、立足于城市居民，融资信誉卓著，资金实力雄厚，业

务种类齐全，机构遍布岛城，愿为岛城企业和居民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1.3 青岛银行发展历程 

经过 15 年发展，青岛银行已由一个濒临倒闭、资不抵债数十亿元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发展成一家市值超百亿、倍

受同业关注和尊重的地方法人银行。目前拥有 1 家营业部，1 家分行（济南分行）和 45 家支行，网点分布青岛市

区和胶州、即墨、胶南、平度等县级市以及济南市，并与世界上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

关系。 

15 年来，青岛银行以恪守信誉、竭诚服务、稳健经营为办行方针，以做大股东、做大客户、做大员工、做大自己

为目标，不断开拓进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营业绩。截至 2010 年末，各项存款达到 512 亿元，各项贷款达到

277 亿元，实现经营利润 8.46 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到 1.14%，已达到国内最好内资银行综合评级的标准。 

15 年来，青岛银行以立足地方经济、立足中小企业、立足本地居民为宗旨。先后投入 50 多亿元信贷资金用于支

持火车站广场改造、香港路改造、东西快速路改造、奥帆赛基地建设和奥运配套场馆建设、青银高速公路和东西

快速路三期工程等一批市重点工程项目；投入 30 多亿元用于市南软件园、市北区 CBD、李村河道改造、城阳区

空港配套建设和海云庵糖球会场改造等区级重点项目；投入 20 多亿元用于县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累计投

入 600 多亿元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创业与发展；通过个人消费贷款，帮助近 4 万户岛城居民实现了购房、

购车梦想。2006 年以来，独家开办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业务，目前共受理小额担保贷款 1400 余笔，金

额 5200 万元，直接扶持并带动就业 1.1 万余人，该项业务已走在全国劳动保障系统前列。 

同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青岛银行从大局出发，不计得失，打破常规，及时对关键项目给予资金支

持，如 2003 年的非典药品信用贷款，2007 年面向生猪屠宰及病疫苗生产商的贷款等。 

2007 年，青岛银行与意大利最大的商业银行——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ISP）和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之一——

洛希尔金融集团控股公司（RCH）签定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对该行进

行全面的国际化改造。其目的就是要按照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的标准和规范，从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理念、管理体

制、风险控制、激励机制、创新能力，到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育等方面迅速缩小与国际先进同业的差距，为今后的

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面对经济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青岛市商业银行将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岛市现代服务业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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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页 共 25 页 

业”为目标，以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为契机，加快国际化改造和区域发展进程，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股东、

客户、员工长期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青岛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官方网站：http://www.qdccb.com/  

 

第二章 青岛银行笔试资料 

2.1 2015 青岛银行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3845-1-1.html 

  

   昨天刚刚考完的青岛银行，自己之前从这里获得了许多经验，所以这次也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一写，希望能对之后的学弟

学妹们有用 

     我是在山东大学兴隆山校区考的，这个校区是很偏的，靠近南部山区。交通来说不是特别方便，加上最近那里在修路，

所以光坐车就做了快两个小时。一共有八个考场，上机考试。题目 120 道，行测居多，其次是银行从业的知识，行测里面数

学很简单，像我这种对数学一窍不通的都能做的差不多，所以难易程度大家可想而知。数学大概有 15 到 20 道，然后是言语

理解，整体难度居中，部分体型和国考不是完全一样，比如排序题。不是给你几句话让你排序，是根据其中的逻辑规律来排。

但其中的规律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种，比国考要简单一些。专业知识我感觉自己被以往的笔经误导了，往年多考金融，但

今年金融基本没考，考了会计和商业银行的知识。青岛银行知识五个必考：网站、电话、三大标准服务、更名时间、第一家

异地分行。英语 5 道填空 5 道阅读理解，填空不难，阅读理解我没有看直接蒙的。资料分析嘛。。。简单程度超出我的想象，

基本不用你算，从题中找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题目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因为简单所以大家做的都很好，我自己倒觉得考的不是很好，现

在正在紧张的等待结果中。希望自己人品爆发，可以收到面试通知，收到了会继续来写面经的。加油！ 

2.2  2015.01.04 青岛银行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3738-1-1.html 

 

   昨天去山东大学兴隆山校区考的试，来写个笔经攒攒人品。本人就是很大众的一个考生，不是打酱油的那一类，也不是大

神那一类。 

先说一下整个过程，我差不多 12 点坐上的公交车，本以为肯定能提前到，可是兴隆山校区那个偏僻啊，还修路！整整走了一

个小时四十多分钟，卡着点进去的，差点迟到，以后还有在这个校区考的一定要提前出门。   

考试是机考，是的，没错是机考，还是自己输入一个网址进去之后再登录的那种，智联组织的，行测有国考原题，行测数学

有 10 个还是 15 左右，具体记不清了，中等偏下难度。言语理解特比多，大部分都是言语理解，排序的题很简单，不是平时

国考做的那种，有一个题是这么问的（大体意思，原话不记得）：1.同学们要组织出去郊游 2.大家一致同意 3.有人提议去跳舞

4.突然下雨了。。。把这个给拍一顺序，排序基本都是这种题。然后词语成语的题有几个，不多。还有找规律的图形题，好像

是 5 个，这种图形找规律我真的不太会觉得有点难，可能是我个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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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专业知识，之前看以前的毕竟说是金融偏多，结果我全看金融了，可是这次简直了！基本没有金融的，金融会计的只有

几个，有一个巴塞尔协议的题，有一个问利率一般指的是什么？（是名义利率）其他的好多都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票据、

中央银行、商业法之类的特别多。像平时重点的凯恩斯、IS 曲线一个没考！宏观微观都没有。我劝大家，笔经还是要看，但

不要完全依赖，因为今年你考的题型跟往年的真不一定一样，复习面还是要广。 

青岛银行知识，就是往年那几个：一个网址、电话、三大标准服务（这个气死我了！之前看一个笔经写的是三大业务，可能

是写笔经的记错了，害我没记这个）、更名问题、成立日期，就这五个，听人说青岛银行每年都是这五个。 

还有两个资料分析，特别简单，都不用算，资料就有。 

还有五个英语单选、一个阅读理解。比较简单，可惜我时间不够，阅读是蒙的 。。。。。 

一共 120 道题，没有性格测试，2 个小时。 

希望能通过笔试。以后的同学要加油！！！ 

 

2.3 青岛银行 1.4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3702-1-1.html 

 

找工作以来，在这里收获了很多，虽然还没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还是很感谢。写一下自己记得的青岛银行笔试的题目，留

给 16 年的学弟、学妹了。 

一共 120 道题，前 70 道为行测（数学、数字分析、图形、语文类的），之后约 30 道专业题（大部分是银行从业的题，几个

关于青岛银行的），5 个英语单选题，一篇英语阅读理解，2 个材料分析题。没有性格测试。LZ 刚开始做题时觉得题量很大，

虽然行测题目很简单，但还是怕时间不够用，一直保持在一分钟一个题的速度。就这样，做题时超级专注和紧张，在做完前

70 个行测时，用了 1 小时多点。接下来到专业题了，做题速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基本全是银行从业的题，没什么好想的，

不会就瞎选了。关于青岛银行的题不多，记得有网站、客服电话、标准服务体系、第一家分行成立和银行改名的时间之类的。

做完这些题，LZ 就不紧张了，慢慢做下面的题目就 OK 了。几个英语单选题有一定难度，可能是因为 LZ 自己好久没接触英

语了，阅读理解不算难。2 个材料分析题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加减计算，有的根本不需要算，直接在材料中找就行了。全部

做完后，还剩 20 多分钟，这时候，已经有很多人陆续离开了，这是 LZ 今年笔试以来唯一一次提前把题做完的了。LZ 不舍得

离开，又把前面不确定的数学题检查了一遍，才交卷了。 

一句话总结：题目很简单，时间绝对够用，安心仔细地做前面的题目，不确定的可以自己做一下标记，有时间可以再改。 

耐心等着，希望 LZ 能收到面试通知。 

    

2.4 青岛银行资料汇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0600-1-1.html  

    

 

RT，可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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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3.01.08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56979-1-1.html  

 

笔试分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行测题，第二部分是性格测试。 

行测题两小时，120 题，跟公务员题型一样，最后五个题是青岛银行知识，比如电话啊，网址啊，成立日期等等。 

行测题难度不大，尤其是数学题，灰常简单~~没有常识题 

 

性格测试就比较常规，42 个题。 

 

2.6 笔试题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56648-1-1.html  

 

这次笔试是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三楼报告厅考的，一进去就傻眼了，怎么连个桌子都木有啊，后来才知道

是是从椅子旁边翻出一个很小的桌子，头一次参加这么简陋条件的考试，呵呵~~~~~大概来了七八百人考试吧。

题目中规中矩，120 个题目，前一部分是行测的知识，不是很难，后边是专业知识，有一篇英语完型，一篇阅读，

都不是很难。金融的基础知识，此外还考了青岛银行自己相关的知识，比如电话，网址，支行，等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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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有 42 道性格测试题目，10 分钟答完。就这些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期待面试通知~~~~~好运啊好运啊，

祈祷，保佑~~~~~~~~ 

 

2.7 青岛银行 2014.1.16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25932-1-1.html  

 

考试时间 2 个小时，一共 120 道题，有行测，专业知识，青岛银行知识，具体多少道记不清了。还有 10 道英语题。

时间刚刚好。 

   行测就是和公务员的题型一样，计算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专业知识基本都是金融类的，比如说，借贷资本的价格、基金、金融创新主要是哪方面的创新、巴塞尔协议，

等等。 

   青岛银行知识：三大标准服务、网址、客服电话、更名问题、第一家异地支行。 

   英语是 5 道单选、5 道阅读理解。 

   不知道要多少人。 

 

2.8 2013.01.08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56979-1-1.html  

 

笔试分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行测题，第二部分是性格测试。 

行测题两小时，120 题，跟公务员题型一样，最后五个题是青岛银行知识，比如电话啊，网址啊，成立日期等等。 

行测题难度不大，尤其是数学题，灰常简单~~没有常识题 

 

性格测试就比较常规，42 个题。 

 

2.9 2012 年 1 月 8 号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56648-1-1.html  

 

这次笔试是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三楼报告厅考的，一进去就傻眼了，怎么连个桌子都木有啊，后来才知道

是是从椅子旁边翻出一个很小的桌子，头一次参加这么简陋条件的考试，呵呵~~~~~大概来了七八百人考试吧。

题目中规中矩，120 个题目，前一部分是行测的知识，不是很难，后边是专业知识，有一篇英语完型，一篇阅读，

都不是很难。金融的基础知识，此外还考了青岛银行自己相关的知识，比如电话，网址，支行，等等~~~~~最

后还有 42 道性格测试题目，10 分钟答完。就这些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期待面试通知~~~~~好运啊好运啊，

祈祷，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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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青岛银行面试资料 

3.1 青岛银行一面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836-1-1.html 

 

 

青岛银行一面二面经历：约的两点面试，下午一点多就到了。来面试的人大约有 40 人。采取的是一面辩论的形

式，分别抽取正反方，辩论的题目每组都不相同，有的是维护人际关系靠的是有利还是有信，有一组是小区围墙

该不该拆，还有一组是微信对于沟通是有利还是有弊之类的。辩论结束后马上进行单面，面试官也没问什么问题，

无非是自我介绍，为什么选择青岛银行之类的。。。。 

 

 

 

3.2 辩论+单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834-1-1.html 

 

 

首先，效率很慢啊！（吐槽完毕） 

1. 第一轮，辩论环节，也就是所谓的群面，一组 10 个人，分成两个小组进行辩论，我们小组当时的题目大概是

小区围墙要不要拆，我所在的持方是正方，也就是要拆。总体而言挺简单挺好玩的，没啥难度 

2. 第二轮，个人面试，进去后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就没了。对的，就是这么随意，专业面、英语面、简历经历面之

类的什么都没有。可能比较任性吧。 

说是面完后一周内给答复，结果接近三周才给 offer，说好的效率呢？ 

 

 

3.3 柜员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832-1-1.html 

 

首先是无领导小组讨论，然后一个一个单独进行半结构化面试，先是一个自我介绍，然后问了觉得自己在无领导

小组讨论的角色？和舍友关系如何？考官会根据你的简历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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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15 青岛银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7801-1-1.html 

 

 

首先很荣幸能进入青岛银行面试，之前笔经中说过如果面试过了会继续来写面经的，前几天因为事情比较多所以

现在才来写，同时来积攒一下人品。 

       我是 13 号中午十二点签到的，本以为下午五点之前会面完（之前看面经往年很多一点签到的五点面完，所

以以为自己最晚也就到五点了吧）结果一直到五点还没有轮到自己。。。。所以当我结束出来时已经快七点半了。。。  

       当天下午的面试组无领导都是同样的题目，选择类的，很中规中矩的无领导。其实不光是无领导，青岛银

行所有的试题，从笔试，到无领导最后半结构，我感觉都是很标准的题目。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组十

四个人，面试之前早已经分好组，到时候具体几个人看你们小组去了几个。我的组里一共去了 12 个。。个人感觉

无领导发挥的还可以，算是我所有无领导中表现最好的一次了。开始时候有些紧张，个人陈述时可以明显感觉出

来，但越往后越进入状态，最后总的来说发挥的还可以。半结构就是根据你的简历提问，有实习经验的一定会提

问实习经历，建议大家这方面好好准备。其他的看你自己简历情况，但都不会太刁难。半结构感觉发挥的不如无

领导，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害怕自己因为这个被刷。。。面试应该是十比一的比例，所以还是很担心的，这几天吃

不好睡不好，只盼望自己能通过。。希望能收到通过的消息，与大家一起分享。 

 

 

3.5 2015.01.14 青岛银行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7465-1-1.html 

 

 

 

昨天去面试的，来写一下面试经验，攒攒人品，这次面试分了两拨，13 号一拨，14 号一拨。我是 14 号下午的，12 点签到，

先到一个礼堂里去等着，然后五组一轮的叫名字，一组 14 个人，如果你们组正好有没去的，那就空着这个人，也不再往上补

人了，所以有些组是 14 人，有些人少一些，但一般还是能凑齐 10 个人的。我是第二轮的，下午三点多才面，先无领导（群

面）再半结构（单面），我当时在组里排 8 号，等我面完就四点半了。 

先说一下无领导，5 分钟看题目加思考，1 分钟个人陈述，按序号来，从 1 号开始陈述，所有人都陈述完，就开始讨论，20

分钟讨论时间，我们那个题目是“如果你是银行的客户经理，现在有一款基金要推销，但是有风险，这款基金很可能会赔，客

户非常信任你……（一大段资料）问你推销还是不推销，为什么？如果客户赔钱了你怎么向客户解释？如果不推销，你怎么向

领导解释？”当天下午所有组的无领导题目都是一样的，最后 3 分钟推选一名同学总结讨论的答案。。。。。比较传统的题。 

半结构：就是根据你的简历提问，我被问了 5 个问题，感觉有一个答得磕磕绊绊的，其他的都是我私下准备到的，答得比较

顺。。。。我组里有一个女生简历里面有错别字，她就被问道“你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细致的人吗？”她回答说“还可以，在该认真对

待的事情上她会认真对待。”结果，那个面试官直接就问“那为什么你简历上有错别字？”特别尴尬。。。所以大家在这种事情上

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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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酱紫吧，面试官有 3 个，中间坐着的是智联的，只有这个人在问，两边的是青岛银行的，但是他们不说话，只是旁听，

然后做记录。当天去了 120 来个人，但是我听 13 号面试的人说有 200 多个，可能是因为最后一天人少了，也可能是因为跟

建行面试冲突，所以去的人少了。 

然后是分行的面的，报青岛的一起面，报济南的一起面……要的人不是很多，LZ 报的东营的，当时问了一下智联的小哥，他

说东营一共要 6 个，进了有 50 个人。。。。ORZ，希望能进！！！ 

 

3.6 2015 青岛银行面试感受之人在囧途，第一次写，只求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7294-1-1.html 

 

这次是第六次去青岛，钱都败光了，工作还是没有着落，说实话，这一年去青岛的次数比我回家的次数要多很多，

感谢青岛银行给我这次机会。。。。。 

 

这次去青岛可谓是一波三折，第一次买票，匆匆忙忙，进站之后才发现，提前出发了一天，眼看动车马上开动，

我抓紧时间退票，二十多块没了。 

到了第二天接着买票，想着万无一失，票很准时，没有错，进站之后，发现又错了，原来是走错车站了，出门打

车正好又赶上了济南出租车罢工，焦急之中只能打到一个摩的， 

摩的师傅确实给力，连闯几个红灯十几分钟把我送到了东站，好险，差点错过列车。 

 

到了青岛，准备下车，刚刚走下火车，突然有人在后面喊，你的包，你的包，我转头一看，手里空空如也，原来

自己的背包忘到火车上了，幸好有好心人给我送出来，真心感谢这位兄弟，我这是魂不守舍吗？ 

开始找公交车去青岛大学，在站牌等了二十多分钟，车还是没来，仔细一看，原来站牌找错了，然后又换站牌，

又等了二十多分钟，终于来车了，发现方向又反了，我又折回到原来的站牌，又等了二十多分钟，换了一班车，

到了青岛大学已经饿得走不动了，赶紧买了个煎饼卷炸串，边吃边找旅馆，找了四五家，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便宜

的旅馆，四十五元，没有暖气，没有网络，没有有线电视，我愣是看了几个小时的中央一套。 

 

剧情有些拖沓，情节略显寒酸，到现在才开始进入正题，小伙伴们等不及了吧。 

 

一大早来到面试地点，早饭当然没有吃，整个大厅里得有二百多人，这还只是上午的，手机要上交，如果是最后

面试的，那就悲催了。。。。 

幸好我是第一组，由智联招聘的大哥哥带着我们到达面试地点，五组同时进行，十多个人一组， 

 

半年来，面的早已麻木不仁，没有任何感觉，进场，看题，每个人下一句话将要说什么，我都一清二楚，记时间

的，提建议的，协调的，反对的，总结发言的，那种感觉有种干吃馒头的感觉，只是平平淡淡。。。 

然后出场，开始半结构化面试，一个一个进去，每个人五到十分钟，问什么问题，我也猜个差不多，无领导的表

现，根据你的简历随便聊聊， 

 

经过了半年折磨，一切都渐渐归于平淡，当然这只是对我个人的一个评价。。。。。 

 

感谢青岛银行给我这次机会，我像陷入了沼泽，有人来拉我，我却愈陷愈深，机会总是可遇不可求，现在就赞赞

人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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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去年帖子推算，大概面试后一周左右出结果，同志们，以我为鉴啊，不要消极。。。。。 

 

3.7 青岛银行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7175-1-1.html 

 

从今年银行招聘开始，就一直着手准备，到现在半年了，报了所有可以报的银行，但到现在却没有一家银行可以签约。这半

年一直在坚持，很累，真的很累。 

     真的很感谢青岛银行能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给我一个面试机会。14 号上午面试的，内容就是无领导和半结构，真心想

进的银行的同学对此肯定不会陌生，在这就不多做解释。 

     面试的地方环境不错，纪律挺严的，感觉也比较正规，面试官也比较规范。我们那组 12 个人，有三个面试官，提出的问

题也是比较正统，气氛不算太严肃，给人感觉不错。无领导我们小组抽到的题真心很难，结合材料背景让你想出一条建议，

再与其他建议比较，最后得出一个活动策划方案，可能是我真的天生运气不好，所以抽到的题也比较难。不过这一切都不重

要了，坚持了这半年，整个人感觉被掏空了一样。半结构的问题也是根据你的简历提问，保持好的心态，不要紧张是最好的。 

     我知道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在坚持，寻找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无论怎样，都加油吧，求职路上很辛苦，但是不能放弃。 

     静候佳音，与君共勉。 

 

3.8 2015 青岛银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7801-1-1.html 

 

首先很荣幸能进入青岛银行面试，之前笔经中说过如果面试过了会继续来写面经的，前几天因为事情比较多所以现在才来写，

同时来积攒一下人品。 

       我是 13 号中午十二点签到的，本以为下午五点之前会面完（之前看面经往年很多一点签到的五点面完，所以以为自己

最晚也就到五点了吧）结果一直到五点还没有轮到自己。。。。所以当我结束出来时已经快七点半了。。。  

       当天下午的面试组无领导都是同样的题目，选择类的，很中规中矩的无领导。其实不光是无领导，青岛银行所有的试

题，从笔试，到无领导最后半结构，我感觉都是很标准的题目。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组十四个人，面试之前早已

经分好组，到时候具体几个人看你们小组去了几个。我的组里一共去了 12 个。。个人感觉无领导发挥的还可以，算是我所有

无领导中表现最好的一次了。开始时候有些紧张，个人陈述时可以明显感觉出来，但越往后越进入状态，最后总的来说发挥

的还可以。半结构就是根据你的简历提问，有实习经验的一定会提问实习经历，建议大家这方面好好准备。其他的看你自己

简历情况，但都不会太刁难。半结构感觉发挥的不如无领导，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害怕自己因为这个被刷。。。面试应该是十

比一的比例，所以还是很担心的，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只盼望自己能通过。。希望能收到通过的消息，与大家一起分享。 

3.9 2015 青岛银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832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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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过去好久了，还是写一下，至少能帮到后来的同学们。 

 

我是 14 号上午面的，进入候场，上交手机，分组点名，人齐了之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带领我们进入面试区。 

 

面试是分 2 轮的，无领导+半结构，不过面试官是一样的，没有变。 

 

第一轮我们抽到的题目是答谢新老客户开展活动推销银行理财产品并与给出的建议进行对比。中规中矩的一个题吧，讨论还

算融洽，没有那种很激烈的惨况。不过要强调一点，总结陈词的时候职能总结者一个人陈述，其他人不要说话，我们就是犯

了这个错误，被面试官批评了。 

 

无领导结束后，所有人退场，然后按照顺序一个一个进入原面试间进行半结构的面试。 

 

到我时候，先是让我自己介绍，因为我的自我介绍里面有说明很多曾经参与过的活动，所以面试官在我介绍结束后，就问我，

我看你活动参加挺多的，那么你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就回答奖学金什么的。其他的没有什么专业问题，也没有情景类的问

题，大多数还在于是考察工作意愿。问我有没有拿到过什么 offer 啊，都报考过哪些银行啊，为什么不在成都工作啊（我在成

都上学），还问我为什么青岛银行没有报青岛地区的，好吧，我说不敢报，之前其他银行有报过被刷了，不知道这样回答好不

好，其他问题没有什么了。 

 

我自己感觉很快的，但是后面的小伙伴都说我面的时间很长，不知道是不是都有这个感觉啊，就是自己觉得快，出来别人都

说长。 

 

到这里面试就都结束了，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拿了上交的手机就可以离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青岛银行才会出面试结果，还是很期待的！加油吧！ 

3.10 青岛银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29098-1-1.html  

 

 

下午两点的场，先点名，交上简历，然后等着被叫出去面试。快五点的时候进去。 

  先是无领导小组讨论，我们组是 11 个人，题目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给了 10 条建议，选出 4 条并排

序。 

  然后是单面，先做自我介绍，之后问几个问题。 

  青岛银行还是很贴心的，为了不让同学们来回的奔波，把两轮面试安排在了同一天。 

  楼主感觉比较糟糕，尤其是单面，自我介绍还被打断了，问题回答的也不好，磕磕绊绊。组员都表现不错，先

提前祝你们拿到 offer！ 

  希望这篇面经对学弟学妹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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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青银青岛二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61372-1-1.html  

 

此贴通篇吐槽灌水，请时间紧迫者跳到最后一段 

 

 

相信大家，每个参加二面的人，都享受到了青银挑战面试者终极耐心极限的通知效率 

在这件事上，我要帮智联说话，中介基本承担不上责任，青银的 hr 们效率实在太低！ 

可能也不是 hr 的事儿吧！估计领导也有很多难办的事儿啊！！ 

 

好了， lz 正楼来 

下午不到一点就到了海滨花园，不到一点！！！ 

然后第一波兄弟姐妹们进火坑后，就去找 hr 问我的位置 

lz 报了名字，hr 问 研究生吧？lz 恩。 

于是 亲眼看着 hr 直接翻到本子最后一页，lz 的名字基本垫底。 

啥时候能轮到我啊？  

还得等一阵儿。。。 

五点？ 

用不了，估计四点就进去了 

有好到哪里去嘛？！！！！！！！ 

姐花了一上午才把自己收拾的人模狗样 ！！！！！！四点妆还不得花了！！点妆还不得花了！妆

还不得花了！还不得花了！不得花了！得花了！花了！了！！ 

愚 蠢 的 人 类 ， 你 们 不 了 解 我 ！ 以 lz 蹩 脚 的 手 艺 画 个 裸 妆 得 仨 钟 头 

orz...........................................................................花！！不！！起！！！！！！ 

 

事实证明，lz 高估了 hr 的时间观念水准 

尼玛等到五点多了，lz 原地不动还坐在等候室！！！！！！！！ 

短信，人人，和周围 MM 聊天，给老娘打骚扰电话....lz 能做的都做了.....lz 还是空虚 无聊，感觉不会再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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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5：00 整，被点名了 ，激动，兴奋？不.......lz 悔恨，lz 懊恼，lz 傻傻的等了五个钟头！ 

尼玛不长脑子，看俩电影再回来也行啊！！ 

 

 

面经！ 

就是没有面经！ 

看看 hr 问了 lz 神马鸟问题吧！！！！！ 

 

1. 自我介绍 

2. 工作地点问题 

3. 本科研究生专业不一样，以后在公司想有什么发展，自己有什么定位 

4. 家庭状况 

（噗，lz 就慌了，说实话不会答，总不能说，我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吧.......还是想搏得面试官同情说我没爹没娘....

噗，于是说，我的爸爸妈妈住在...... ） 

5. hr：由于时间关系面试到此结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lz 对不起各位看官！这也算面经！要笑死我吗！！！ 

 

3.12 青岛二面之后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61137-1-1.html  

 

二面归来，为神马 lz 感觉 8 到一点儿兴奋泥 感觉二面米有 lz 想滴那么正式哇，筒子们觉的呢？？ 

三个面试官，lz 猜中间那个应该系智联招聘滴，因为 lz 碰见跟一面一样滴面试官哇~还对 lz 说了句：又见面了- -...lz

一个紧张只是点头微笑了下哇，米有回一句也很高兴见到您哇 瞬间觉滴自己呆到不行哇！果然早晨起的

早...脑子不会转啊...不知道大家碰到一样滴面试官米有泥？ 

       坐两边儿滴应该系银行滴领导吧 全程米有问 lz 一个问题...只系中间滴面试官在 8 停滴问哇，难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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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 lz 米有兴趣滴意思咩 就这样被鄙视了咩 大家的情况都系怎么样滴哇  告诉下 lz 哇 lz

现在好忐忑 

        整体感觉就系进二面滴男童鞋比例真滴好高啊~~为啥米 lz 不是一个男滴泥（放空 n 秒钟）。每个人感觉就

8 分钟左右吧，自我介绍之后随意问点儿问题，瞬间就完了哇...总之...没感觉啊...跟一面完全 8 同滴感觉哇... 

        好吧 不过终于完了，还记得昨天大家一起不停的刷网页，等二面通知滴焦虑，现在就差等最后滴消息鸟

~~~有木有童鞋问过啥时候出结果呢？总之，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祝跟 lz 一样一起奋战在刷网页前线滴各位筒

子们都好运！大家都找到理想滴工作哇！ 祝福大家祝福自己！嗯嗯 青银 您就委屈收了我吧！ 

 

3.13 青银青岛海滨花园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59924-1-1.html  

 

lz 在老爸的逼迫下下午 1 点就到了海滨花园接待中心！下车一看  尼玛人到了一半！匆匆整理好衣

服拎着小单鞋就进去候着了！ 

先声明啊 lz 不是不想昨天写 是昨天网络太慢！！  写不粗来！！！ 

现在补上 攒 rp！！造福后生  

继续，入座后和邻座一位 MM 聊天，是上海本科毕业生，估计是上海呆太久，说话浓浓的港台腔 ，

lz 被说年轻看不粗读过研 心情大好哈哈哈 

 

接着一位男 hr 来通知 说 17 号要 2 面，15 号晚上给通知。。。 

orz 一破银行这么折腾！！直接导致我回不去家了。。。。 粑粑不要怪我，麻麻不能陪你

看楚汉传奇啦！ 

 

lz 在第三组，8 女 2 男  lz 顿感这俩男生都会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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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测全场 100 人左右 

 

一面是无领导。进门大家就找座位，我记得进门要说  “各位考官 大家好！”没一个人说啊啊啊，lz 也沉默了。。。

一屁股坐下 

hrMM 说为了循环利用不要在题目上做标记 lz 头上一百个问号 不要这么扣啊青银 

事实证明，存在即合理啊有木有，最后有 MM，就做了标记。。。我觉得这题考察服不服从上级领导 orz 

 

题目是一个研发团队的领导候选人六枚，选举最适合一枚，最不适合一枚，然后 5 分钟看题，2 分钟个人陈述，

20 分钟自由讨论，3 分钟 pres 

lz 平生第一次面试 

lz 平生第一次正式无领导 

lz 紧张了啊有木有！！！！！全程逻辑没跟上，全程不知道记什么笔记好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过程不说了，lz 就在一阵一阵紧张的侵袭下度过了。。。。。 

我们队的 leader 应该是 5 号男生，军师可以说是 4 号男生，有两三个女生印象比较深刻，发言很多，还有 lz 旁边

MM 也很踊跃。 

然而感觉全程大家没有迸发思维的火花，只强调自己的观点怎么怎么对，完全不攻击，没有攻击！！！！！！！ 

lz 是辩过论 de(后来感觉自己反应太慢退出了)，此架势完全激发不起人想要发言的欲望，就听他们你一句我一句，

最后竟然达成了统一意见 神奇 

 

lz 一紧张就说话不过大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啥，反正也都是废话，挺闹的  

leader 推举了第一位 MM 没怎么发言的同学做总结，但 MM 说不出来，于是 2 号 MM 毛遂自荐，就她了。 

 

最后总结完毕附加问题： 

hr 问还有人要补充吗，有 MM 说，其实我的意见还是不一样 我一身冷汗。。。。她又说其实我自己的意

见是 blahblah..... hr 问，那么我可以理解为你们小组最终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吗？ MM 说，我们小

组的观点还是.....但是我......hr 说，你是说你保留自己的意见吗？MM 说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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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是这样的结局，否则整组都没了结果啊啊啊 大家就知道了，不要多说话 

 

hr 又问两位海外小硕的教育背景，blahblah~~ 

hr 又问 5 号 leader 为什么推选第一位 MM，如果 2 号 MM 没有毛遂自荐，整组的 pres 很差责任在谁 

hr 又问 1-5 号，觉得团队里谁是 leader，为什么 

 

能想起来的就这么多！！ 各位看官帮顶啊！！ 

 

3.14 14 号下午面试归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59429-1-1.html  

 

第一，lz 是路盲啊 还好找到面试地儿了哇 1：30 开始，lz1：10 到的，自以为很早啊，结果发现大家都到了哇 - 

-。。。还开始点名了哇。。。lz8 知道自己去之前点到自己米有哇，so lz 提醒大家还系早点儿去吧。。。 

      面试形式是无领导哇，一组 10 个人，屋里俩面试官，感觉挺和蔼滴哇。lz 那组感觉挺和谐滴哇。流程就跟

正常滴无领导一样哇，虽然感觉说的话有点儿废但真心希望一点点儿消息也能让 15 号滴亲们放松加油哇！ 

     本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滴原则希望对以后滴童鞋有点儿用吧 

      最后，攒人品哇攒人品哇，祝福自己能过哇!大家有空也帮我祈福吧 哈哈哈哈哈 神哇 给我二面通知吧 大

家都好运哦！ 

 

第四章 青岛银行综合经验资料 

4.1  青岛银行 笔试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8399-1-1.html 

 

青岛银行笔试面试的资料，论坛上比较少。以过来人经历写一写，以后求职的会有所借鉴。笔试在济南，山大中心校区。题

目都很简单，真的是很简单，时间绰绰有余。除去行测类的题型，会有金融法律青岛银行的知识，个人感觉无必要专门准备。 

面试在青岛海关总署培训基地，整个过程就是要一直等，等，等通知 12 点签到。十二点半左右组织签到，上交简历。然后就

等念到自己的名字，分组。继续等。上午估计是本科生，我们下午的有一小部分是本科，大部分是研究生。一下午我数了数

人数，估计两百多人。要是两天的话就要接近一千人面试。自己估算下招录比，呵呵呵。 

一直到四点多才轮到我们组，十几个人小组讨论，三个面试官，中间那个应该是智联招聘的左右两个应该是青岛银行的。人

数多了小组讨论就是各种混乱，我们这一组各种打断别人发言，一点儿都不谦让的好多……在自己陈述的时候把握好时间，千

万不要超时，我们组有人超时被面试官打断了，连自己观点都没有亮，白说了一堆理由。要把自己观点摆出来，然后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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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好好表现了。、、 

后边的面试是三对一，还是群面时的考官。单面靠前的同学还会被追问在群面中的表现，估计我这种排队比较靠后的，等单

面轮到我时面试官就忘了群面中的表现了吧，囧。先是自我介绍，也没啥好介绍的，简历都在他们手上。后来问了：相比较

你与金融专业的同学，有什么优劣势？--这种问题就是赤裸裸鄙视非金融财会类专业的同学好嘛……要是你来银行工作的话从

哪个岗位开始做起？--去银行工作的话不都是从柜员做起嘛…… 要是从基层做起的话可以做几年？--类似于职业规划的东西。

最后问了一句啥时候出结果，右边的面试官说差不多春节之后。太踏玛哒坑人了好么 

 

求职不易，且行切珍惜。 

 

4.2 银行求职路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2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32452-1-1.html  

 

写在前面：回顾自己的银行求职路，回馈论坛同时也希望能帮助以后考银行的同学。有问题的可以留言交流，但

也请各位看官轻喷。 

 

2013 

11-17                  农业银行笔试 

12-07                  建设银行笔试 

12-12                  农业银行青岛分行面试 

12-15                  中国银行笔试 

12-28                  齐鲁银行青岛分行笔面试 

2014 

01-02                  中国银行山东分行面试 

01-12                  青岛农商银行笔试 

01-16                  青岛银行笔试 

01-22                  青岛银行面试 

02-11                  青岛农商银行面试 

02-12                  青岛银行网签 

      现在终于有时间来回顾这半年以来的银行求职历程。从 13 年的暑假开始，就下定了要考银行

的决心（但是暑假的时候一直没学习，因为一直在学车），所以从大四的上学期开始，就一直在学

校里准备银行的校招考试，买的教材是中公的银行招聘考试一本通、真题、面试全攻略、英语 15

天突破（英语真的没突破，那本书做了一半就没再做下去，对英语真的无爱啊，破罐子破摔了{英

语六级考了两次都没过额四级分也不高。。。}），当然在这期间也在做历年的国家公务员的真题，

练习行测知识（基本上每套的错题数都在 55~60 之间）。关于银行考试的题型，就是行测、专业知

识（经济金融货币银行学法律管理常识）英语和性格测试。从一开学到十一月中旬，就一直在准备、

看书，当然期间的话还是会去踢球，一周两次左右吧（一踢一下午，然后晚上就会累的不想去学习），

如果是完整一天的话在自习室有效的学习时间在五小时左右吧，其实在准备的过程中，感觉还是挺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3245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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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页 共 25 页 

轻松的，就是一直在自习室里学习，不想学习了就出去踢球溜达溜达什么的，当是没太感觉到压力，

对考试的准备工作就说到这吧。 

      再说网申，从九月下旬就陆续有银行开始发布校招公告了，网申也就开始了。说一下我网申过

的银行：工农中建交五大行、民生、平安、招商、邮政储蓄、浦发、中信、齐鲁、青岛银行、青岛

农商，只要是在青岛招人的银行全部投了个遍，最终过了六个银行的网申。网申的话一定要认真对

待，毕竟简历过不了都没有资格参加考试。建议看一看中公的关于简历制作的视频，按照他的要求

来做简历。 

       网申之后的笔试就不赘述了。。。 

       重点说一说面试吧（农行是处女面，就啰嗦了一点，写的比较详细，之后的就只写出面试的

题目和小结了）。 

（一）     农行     青岛海洋宾馆  12-12  8：00AM 

农行的形式是无领导加半结构。我当时是第一批进去的，先审核材料，在签字照相。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编号，

接着工作人员就开始点名。12 个人一组，当时应该是七男五女（记不太清楚了），我不幸排在了第十二号。等了

一会后进考场，大约有七个面试官。考官说了一下流程，这是我的第一次正式的面试啊，之前从来都没面试过，

当时紧张尿了要，感觉身子都在发抖。囧。。然后就深呼吸啊深呼吸，给自己加油，让自己冷静下来。面试的题目

是，每个人依次说一位科学家，前面说过的后面不能在重复，我一看，直接跪了，我第十二号啊擦，当时想的是

特斯拉，结果，被七号给说了，急啊当时，最终，说了个乔布斯，其实不是很沾边、、、说的也是语无伦次的，思

路都已经被打乱了再加上当时巨紧张。接着，将这十二位科学家选出最重要的三位，并且把剩下的进行排序。讨

论的时候女生占据了主导，并且能看出来有两三个女生是经过培训的，说的话很有套路，到最后一个女生推举了

另一个女生当了总结者，完了以后，考官就问了一些问题，大体如下：你为什么推荐她为总结者、你认为总结的

怎么样等等，到这时候群面还没有完，每个人一分钟思考，如果要你选一个竞争对手，你会选谁，为什么。悲剧

的是从我开始说，我就说了一个人，结果考官说我没审好题，回答的方向不对，我这就慌了，就直接改了，选择

了另一个男生，然后说他对于小组的意见贡献不大，所以选他（看到考官一脸黑线啊我擦），又语无伦次的说完了，

我看其他人说的都很好，唉、、、群面就这样结束了。再就是一对多的单面，问的问题如下：说一下你的性格特点、

你说你性格稳重，请举例子说明一下、（我举得踢球的例子）你喜欢踢球，那在球场上肯定发生过冲突吧、你是怎

样解决的、你在解决过程中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 

    就这样农行的面试结束了。处女面啊，全程下来都很紧张，面的也十分糟糕，但这也是给自己长经验了。 

（二）齐鲁银行面试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店  12-28  10：00AM 

就是一个简单的两分钟自我介绍，这个面试真没什么参考意义。 

（三）中行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01-02   8:00AM 

（在这里感慨一下中行的面试组织是这所有的银行当中最出色的） 

群面：正反方分组辩论先有位再有为还是先有为再有位 

单面：对方小组中你认为谁的表现最好，为什么 

      谈一下你对当前智能手机（带有微博微信）的看法 

小结：我们这个小组十个人，相处最融洽的一次了，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之后也一直在交流。十个人中有五个是海

归，从面试来看的话感觉每个人表现的其实都比较平均，没有谁特别的突出。心态来说的话比第一次有明显的进

步，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可能是以辩论形式进行的群面的原因吧。（中行面下来，其实感觉还可以，因为每个人

表现的相对平均一些，但后来知道自己没进面谈，还是挺失望的） 

（四）       青岛银行  青岛海关总署教育培训基地  01-22  13:30PM 

群面：给了九项关于推广手机银行的措施，选出三项最重要有效的，然后再给出一条银行收费的建议 

单面：自我介绍 

      平时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交往 

      说一下自己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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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的工作地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收到 offer 

     是否愿意做柜员 

     期望的薪资是多少 

小结：这次面试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一次了，但是自己慢热的原因，群面最开始的观点陈述不是很好，有点乱，

并且还超过了一分钟的时间限制（被面试官无情打断），但是随着面试的进行，感觉自己也慢慢进入状态，表现也

越来越好，虽然没有做最后的总结陈述，但是发言的次数和有效性来说都比较不错，还有单面的题目，之前都有

准备过，所以回答起来也是一气呵成，总体感觉最好的一次。心态的话，刚开始有点紧张，但是慢慢的就好了，

在比较放松的状态下进行的面试。 

（五）青岛农商银行   青岛海林山庄大酒店    02-11  8:30AM 

群面：给出了九条关于现在交通堵塞，治理交通拥堵的措施，首先重新说两条新的治理措施，再从九条中选出四

条最有效的措施并排序。 

单面：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是否服从工作地点的调剂 

      你之前参加过哪些银行的招聘，都进行到了哪一步，有什么收获 

      和之前相比，你认为今天你的表现如何，有什么进步 

      是否参加过公务员考试 

        对现在的公务员考试热的问题，你怎么看 

     你应聘的是柜员岗，有没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一个详细的规划，具体是什么样的 

小结：这是结束最早的一次，八点到，八点四十正式开始到九点半左右就完事出来了。这一次面试，因为之前已

经收到了青岛银行的 offer，所以这一次是心态最轻松的一次，无领导的时候没怎么抢着发言，单面的问题回答的

也还算顺溜，没怎么卡壳。 

 

 

到现在为止，银行的求职路就算告一段落了，有过失落有过沮丧有过惊喜也有过开心。感触比较深的地方就是不

要怀疑自己，端正自己的态度，一条道走到黑（其实当时就想好了秋招的时候当炮灰，春招的时候在博一次），每

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每一次都能有进步就好，还有，就是可以被打败，但是永远不能被打倒。最后，感谢青岛银

行。 

完。            

                                          -------Super. 

 

4.3 致青岛银行的一封信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29912-1-1.html  

 

 昨天收到的青岛银行的录用通知，看到短信的时候自己有点懵，还有点不知所措了，这半年我都习惯被刷掉了。

所以，首先谢谢青岛银行，这是我经历半年来的第一家愿意要我的单位。真的很感谢。 

       现在想想还有点不现实，还会挺矫情的拿出短信来看看，自己的确是抗不住事呢。 

       之前去普华、毕马威面试的时候还会写篇帖子，不过每次都攒不够人品，后来打击越来越多，每次来这里

只是看看，欣赏，不敢说一句话。最后的那段时间会过来看一些努力好久可以找到好工作的帖子，心里也羡慕的

很，希望有一天自己也可以。今天算是回馈应届生吧，很感谢当时创建这个网站的人，也感激那些来写笔经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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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学。 

说说青岛银行的过程吧。 

       因为男朋友在青岛，所以自己所有的报考地点都在青岛，不过青岛好像不太喜欢我了，迟迟不要我。所以

当看到青岛银行的招聘的时候我肯定毫不犹豫的填报了， 而且两个岗位都报过了。我记得接到笔试通知的那天是

我在面试了两家企业被鄙视之后逛超市的时候接到的，忘了什么感觉了，应该还很高兴的吧。因为我几乎都放弃

银行了，就算是一个学经济的，银行不喜欢也正常。再后来有点准备。考试那天，自己一大早还有事先去别的地

方，后来坐公交去到那里。人很多。每人一个小册子。行测、金融知识、青岛银行的一些东西，觉得蛮简单的。

再后来休息几天后，有一天接到了面试通知，因为鞋子没带到青岛，所以周末又跑去买鞋子。然后到了周二，下

午两点半，到那边的时候才一点多，结果十二点半那一场的人还在点名，人太多了。一直等到四点吧，期间自己

各种紧张，焦躁不安。好消息是那天面完就结束了不用再跑来了。四点先小组面，我的组里 11 个人，我想把之

前面试的经验拿来用，结果发现自己都没用上，陈述的时候自己又紧张了，我知道这次自己又玩完了。再后来等

到单面的时候，准备面试的时候我赌了一把，我改掉以前自己的自我介绍，换成叙述性的了，可是效果不怎么好，

而且两个面试官对我也没什么兴趣，我再次确定了自己的感觉。果然，银行真的不稀罕我。后来，他给我打电话

的时候我还冲他发脾气了。想想自己真的很任性。 

       这就是整个过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要我，我昨天一直在想会不会突然来条短信告诉我说发错了。呵呵。 

       这个求职过程我真的觉得好艰辛，仅有的那点自信，虚荣，脾气都一点点磨掉了。我真的很感谢青岛银行，

它不仅给了我一份工作机会，也给了我一份自信，甚至会影响我很久。谢谢。至少这个机会的出现不会让爸妈那

样着急还不敢问我。谢谢。 

       我不会改变接到通知之前的决定，我还会继续努力。 

 

4.4 银行求职经验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445610-1-1.html  

 

第一次发帖，大家多多照顾。 今天发的东东很有用的，是我同学辛辛苦苦自己给我整理的。很珍贵滴！！ 

    帖子主要面对山东青岛地区的银行考试笔试。 其实山东其他地区的想考银行的，同样可以借鉴哦。 

    1.由于四大行都有独立的青岛分行，是独立于山东分行的一级支行，所有四大行在青岛分行的招聘都会比较

早……按照我们这一级的经验，青岛四大行的招聘网申开始时间大体是  

建行名校招聘 9 月 24 号  （这个好像要求较高，我舍友说的，好像全国只在 23 所财经类专业比较好的大学招聘，

到时候查查，反正开始的很早） 

工行招聘 10 月 20 号 

建行普通学校招聘  10 月 20 多号 

中行招聘  10 月 30 多号 

农行招聘  10 月底……这个不太清楚（你可以考虑问问安中谦，我听说她好想参加了农行，不知道成没成） 

 

2.在网上填好简历（是在网上填写，不是向银行投简历）后，银行会筛选简历，这个反正你就好好填就是了，你

不会有问题的……工行好像对计算机二级有点感兴趣，建行对英语六级感兴趣，中行和农行我不清楚，但是简历

这个环节确实有些神奇，往往会出现，凭实力所谓的优秀的人没有通过，而所谓的落后的学生可以通过，反正你

不考研，你暑假就开始好好准备准备简历。 

 

3.通过简历后（20 多天吧），开始通知什么时候复试，工行的复试时 11 月 20 号，全国一起考，上机考，内容会

有：1 该银行的有关常识。2 职业能力（就是公务员行测） 3 英语（托业考题农行和工行都采用了，建行和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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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传统的经贸类英语）  4 心理测试（主要答得题不要前后矛盾） 

这个一般会刷掉 50-60%的人 

 

4.笔试通过后（半个月），会陆续接到一面通知，一面就是所谓的“无领导小组讨论”，这个环节一下说不完，你

还得自己去网上查查怎么考法，哪些类型，准备什么，角色的优劣等等（很关键啊） 

 

5.一面通过后很快（工行是两天），会陆续收到二面通知，这个就是所谓的“结构化面试”，就是一堆考官，在前

面坐着，你一个人面对着他们（工行是 7 个面试官，据说其中有分行的人事老大，其他几个部门经理，招聘公司

的代表，某些情况下还会有分行的行长），这个就从容面对就好了，建行名校招聘这个环节很难，问了很多专业

问题，其他银行招聘这个环节都很随意和简单。 

6.二面通过后（半个月），会有体检通知，记住，这个是差额体检，也就是说，体检的人不一定最后都要……银行

可定会多招点人来体检，以免有些体检不合格，或者之后违约的…… 

 

7.最后就是签约通知，银行会给你发邀约邀请，限你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 10 天吧）在网上先网签，然后银行会

在网签完毕后一段时间后想你学校发就业协议书,这个协议签好后，是给你所在学校的，以便将来你毕业后有学校

把你的档案发给银行，所有的一切到此结束，只要之后你不违约，你就是银行的人了，违约要趁早，我一直在犹

豫去南大读研还是去工行，所以就没早解约，到最后差点过了锁定档案时限（我们是在 6 月 13 号锁定档案，过

了这个时间，你签了去了哪个单位或者高晓就得去了，不能再改了）。 

 

 

注： 

1.今年的招聘时间肯定不会和我们这一届一样了，但是 9 月底到 11 月初绝对网申的日子，这将近的两个月你就得

多泡在网上了，多注意关注信息，这个年代的招聘，特别是银行招聘就是打信息战…… 

2.银行的各种通知都是短信通知，进入面试后，会变成短信和电话通知结合，这也就是说你到时候不能关机了，

以免…… 

3.四大行全都参加一下，一方面是都集中在这 1 个多月网申和考试（当然会错开的，不可能安排在同一天考试）。

这样你可以方便对比和写简历，都大同小异。另一方面，各银行的考试内容都差不多，尤其是笔试，面试就更雷

同了，方便你准备，考了一个。 

4.压力不要太大，往往给你过了一个，其他几个都可能会过，当然反之则不然…… 

5.以下是工行的招聘环节各个时间 

青岛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 2012年度校园招聘 签约通知 2012-01-30    

青岛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 2012年度校园招聘 体检通知 2012-01-07    

青岛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 2012年度校园招聘 复试确认通知 2011-12-21    

青岛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 2012年度校园招聘 面试确认通知 2011-12-08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 2012年度校园招聘 笔试打印准考证通知 2011-11-16   

 

6.青岛的大型股份制银行，说实话，工资并不是太丰厚，待遇最好的是：农行》工行》中行》建行=交行     农行

能到 4000 多，工行差不多，能少一些。   

7.银行的工资构成：其实很复杂，但是按大类就是：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福利工资，这是月工资；按年来算的话，

月工资*12+年终奖，这个年终奖就不好说了，一方面看你这个银行总体情况（工农中建的差别），另一方面看你

所在的支行的效益（银行内部支行的差别），而且第一年去工作的人会不会发年终奖这个不同银行不一样。 

基本工资青岛这面本科生刚开始最多 2000，一般都不到 2000；绩效工资=点数*每点工资额（这个每个银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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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度），福利工资包括五险一金，不同银行还有其他杂项补贴，这个不好说了，交通补贴，住房补贴，工行有

个旅游补贴挺神奇…… 

目前就想到这些，等着再聊，加油！！！ 

基本工资青岛这面本科生刚开始最多 2000，一般都不到 2000；绩效工资=点数*每点工资额（这个每个银行不一

定额度），福利工资包括五险一金，不同银行还有其他杂项补贴，这个不好说了，交通补贴，住房补贴，工行有

个旅游补贴挺神奇…… 

 

就这些。。希望能对大家有用。我一直觉得有资料大家一起分享嘻嘻。。 

 

4.5 济南分行都签派遣及工资待遇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57094-1-1.html  

 

内部消息，今年青岛银行济南分行都签派遣。 

工资待遇是了解到的去年签的学长的，仅供大家参考。 

第一年都没有绩效，正式的工资是变化的，2000＋（怎么变化就不知道了）。享受各种福利，去年暖冬费就发了

7000，还有别的各种。待遇还是很不错的哈～ 

派遣的就是 1500 固定的。仅有过节费，是正式员工的一半，元旦跟中秋一共发了 1000。如果去的部门比较好的

话，部门可能会有补贴，如是公司客户经理，还会有费用（报销发票），具体费用分配差别挺大。 

仅供大家参考哈！加油，大家都找到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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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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