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监会篇 

应届生论坛银监会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774-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2018版-其他行业及知名企业资料下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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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招聘论坛（推荐）： 

http://bbs.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774-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6-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银监会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2 页 共 97 页 

目录 

第一章 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简介 ............................................................................................................................... 5 

1.1 银监会概况 .............................................................................................................................................................. 5 

1.2 银监会主要职能 ...................................................................................................................................................... 5 

1.3 银监会主要职责 ...................................................................................................................................................... 5 

1.4 银监会监管对象 ...................................................................................................................................................... 6 

1.5 银监会监管原则 ...................................................................................................................................................... 6 

1.6 银监会工作目的 ...................................................................................................................................................... 6 

1.7 银监会工作标准 ...................................................................................................................................................... 7 

1.8 银监会惩治腐败 ...................................................................................................................................................... 7 

第二章 银监会笔试资料 ....................................................................................................................................................... 8 

2.1 银监会 2014-2017 校园招聘笔试题目分享............................................................................................................ 8 

2.1.1 2016 银监会专业科目考试题目 ................................................................................................................... 8 

2.1.2 2016 年银监会监管财经类 专业笔试 ....................................................................................................... 10 

2.1.3 国考银监会经验分享 .................................................................................................................................. 10 

2.1.4 2015 年 11 月 28 银监笔试（财经类） ..................................................................................................... 12 

2.1.5 2015 国考银监监管类笔试 ......................................................................................................................... 13 

2.1.6 一点经验及体会 .......................................................................................................................................... 14 

2.1.7 2015 银监会（监管类）真题回忆 ............................................................................................................. 15 

2.1.8 2014 年银监综合类公务员考试专业题 ..................................................................................................... 17 

2.1.9 考公之路 江苏地级市银监局监管岗 ........................................................................................................ 18 

2.1.10 人行，银监的一点备考资料（会计） .................................................................................................... 19 

2.1.11 2013 银监会监管类笔试 ........................................................................................................................... 19 

2.1.12 2014 银监局专业考试 ............................................................................................................................... 20 

2.1.13 2014 年银监会监管类试题 ....................................................................................................................... 20 

2.1.14 2014 年银监会笔试试题 ........................................................................................................................... 22 

2.1.15 2014 国考银监法律类专业课笔试笔经 ................................................................................................... 23 

2.1.16 银监备考经验分享 .................................................................................................................................... 24 

2.1.17 2014 银监会（银监监管类）专业课考试 ............................................................................................... 26 

2.2 银监会 2012-2013 校园招聘笔试题目分享.......................................................................................................... 29 

2.2.1 2013 年银监会英语阅读第二篇 最后第二题目 有谁还记得 ................................................................ 29 

2.2.2 2013 银监综合类考试回忆版 .................................................................................................................... 29 

2.2.3 2012 年银监监管类笔试内容 .................................................................................................................... 31 

2.2.4 2013 银监会笔试回忆 不是很全 欢迎补充 ............................................................................................ 32 

2.2.5 2012.11.24 专业考试题新鲜出炉 .............................................................................................................. 34 

2.2.6 2013 银监会银监监管类笔试部分试题（考试刚归来 奉献论坛了） .................................................. 35 

2.2.7  2012 银监监管类试题回忆 ...................................................................................................................... 36 

2.2.8 银监会行政执法、综合管理之银监监管类（笔试） ............................................................................. 38 

2.2.9 2012 年银监专业笔试经验（监管类）(申请加精) .................................................................................. 38 

2.2.10 银监会 监管类 笔试题 ........................................................................................................................... 42 

2.2.11 银监监管类笔经 ....................................................................................................................................... 43 

2.2.12 2011.2.26-27 银监局笔试（上海监管 1 类） .......................................................................................... 43 

2.2.13 成都监管一类笔经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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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银监会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3 页 共 97 页 

2.2.14 银监会监管二类题目 ............................................................................................................................... 45 

2.2.15 银监局笔试真题 ....................................................................................................................................... 46 

第三章 银监会面试资料 ..................................................................................................................................................... 48 

3.1 银监会 2014-2017 面试综合资料 ........................................................................................................................ 48 

3.1.1 17 年银监面试题目分享（财会岗） ......................................................................................................... 48 

3.1.2 2017 山东银监局 下午 经济金融岗面试题目 ........................................................................................ 48 

3.1.3 2 月 18 日银监浙江面试分享 ..................................................................................................................... 49 

3.1.4 2017.2.18 下午财经岗 shanxi 面经 ............................................................................................................ 49 

3.1.5 上海银监法律类面试题 17.2.18 ................................................................................................................. 50 

3.1.6 攒人品回报论坛。湖北银监监管类面试贴 .............................................................................................. 50 

3.1.7 2016 河南银监局面试财会类真题 ............................................................................................................. 51 

3.1.8 云南省面试分享 .......................................................................................................................................... 51 

3.1.92016 年 2 月 27 日下午 辽宁面试 银监会 财经类 .................................................................................. 52 

3.1.10 攒人品！四川银监局财经类面试（2.28） ............................................................................................. 53 

3.1.11 16 年广西银监局法律岗面试题 ............................................................................................................... 54 

3.1.12 攒人品，新鲜的，2016 河北银监局 2 月 27 日上午面试真题 ............................................................. 55 

3.1.13 银监局新疆 2.28 下午面试（财经类） .................................................................................................. 55 

3.1.14 2016 年 2.27 陕西银监会 计算机 ............................................................................................................ 56 

3.1.15 银监局 2016计算机类面试专业题 .......................................................................................................... 57 

3.1.16 20150314 上午内蒙古银监面经 .............................................................................................................. 57 

3.1.17 江西银监法律面试题~ ............................................................................................................................. 58 

3.1.18 据说写面经发真题是可以攒 RP .............................................................................................................. 59 

3.1.19 GZ-银监局财会部 ..................................................................................................................................... 59 

3.1.20 湖北银监会面经 ....................................................................................................................................... 60 

3.1.21 下周要面试了，给大家说一下去年我的面试经历 ............................................................................... 60 

3.1.22 3 月 15 号上午四川银监局监管类面试真题 ........................................................................................... 61 

3.1.23 2015.3.14 下午江苏局面试感悟 ............................................................................................................... 62 

3.1.24 据说写面经可以攒 RP，上海市银监局 2015 监管岗面经 .................................................................... 62 

3.1.25 陕西银监局（监管类）面试题目 2014.2.22 ........................................................................................... 63 

3.1.26 2014.2.22 银监会综合类面试题目分享 ................................................................................................. 64 

3.1.27 2014 年广东银监局面试题目（监管类） .............................................................................................. 64 

3.1.28 2014 重庆银监会监管类（会计专业）面经 .......................................................................................... 64 

3.1.29 2014 国考 江西银监计算机类面试题 .................................................................................................... 65 

3.1.30 湖北武汉银监会面试 ................................................................................................................................ 65 

3.2 银监会 2011-2013 面试综合资料 ......................................................................................................................... 66 

3.2.1 湖北省银监局 3 月 2 号面试 ..................................................................................................................... 66 

3.2.2  3 月 2 日山东银监综合类上午真题分享~~~求人品过体检政审 .......................................................... 66 

3.2.3 甘肃.银监统计类.（好像没人发过统计的）面经 ................................................................................... 66 

3.2.4 面经 ............................................................................................................................................................. 67 

3.2.5 2013 年银监局面经。 ................................................................................................................................ 67 

3.2.6 河北银监局面试题（2013 年 3 月 2 日上午 监管 1 组） ...................................................................... 68 

3.2.7 2013 年 3 月 2 日 银监局辖内监管分局面试 .......................................................................................... 68 

3.2.8 2012 年 3 月 2 日黑龙江省银监局下午面试 ............................................................................................ 69 

3.2.9 3 月 2 号银监会监管类面经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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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银监会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4 页 共 97 页 

3.2.10 监管一类 3 月 2 日 面经 ........................................................................................................................ 69 

3.2.11 2013 年 3 月 2 日云南银监综合类面试 .................................................................................................. 70 

3.2.12 2013 银监面试 2 号抽到下午悲催了 ..................................................................................................... 70 

3.2.13 2013.3.2 山东银监局 银监法律类 面经 ............................................................................................... 70 

3.2.14 真题分享-3 月 2 日浙江银监监管类....................................................................................................... 71 

3.2.15 2013.3.2 银监面经。监管一类。 ........................................................................................................... 71 

3.2.16 中国银监会公务员面试真题及解析（2009 年—2012 年） ................................................................. 71 

3.2.17 回馈论坛 2012 2.11 安徽银监省局 计算机类面试经验 ..................................................................... 72 

3.2.18 我的一些面试资料 ................................................................................................................................... 72 

3.2.19 面试题目——给后来人 ........................................................................................................................... 73 

3.2.20 2012 重庆监管局面经-综合类................................................................................................................. 73 

3.2.21 2012 大连银监会面试 .............................................................................................................................. 74 

第四章 银监会综合资料 ..................................................................................................................................................... 74 

4.1 一点点面试经验回报论坛(银监财会类) .............................................................................................................. 74 

4.2 银监监管类面试的备考 ......................................................................................................................................... 76 

4.3 实习一个月，生活充满阳光~ ............................................................................................................................... 78 

4.4 写在即将踏实银监之路 ......................................................................................................................................... 79 

4.5 我对银监系统的认识和建议 ................................................................................................................................. 79 

4.6 在即将离职之际，写下这将近一年的工作感受留给后来人参考 ..................................................................... 81 

4.7 分析了一下 2015 年银监会的体检名单 ............................................................................................................... 82 

4.8 很久没来了，再写点东西 ..................................................................................................................................... 84 

4.9 我的 2013 银监之路-心得 ..................................................................................................................................... 86 

4.10 2013 银监法律类岗位公考成功经验分享 .......................................................................................................... 87 

4.11 2013 银监法律类岗位公考成功经验分享（入面笔试最后一名的逆袭经历） .............................................. 91 

4.12 银监法律类公考历程+经验 ................................................................................................................................ 94 

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 97 

内容声明： 

本文由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http://www.yingjiesheng.com）收集、整理、编辑，内容来自于相关

企业的官方网站及论坛热心同学贡献，内容属于我们广大的求职同学，欢迎大家与同学好友分享，让更多同学得

益，此为编写这套应届生大礼包 2018 的本义。 

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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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页 

第一章 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简介 

1.1 银监会概况 

银监会官网： 

http://www.cbrc.gov.cn 

 

  

 

 

银监会全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CBRC）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监会。根据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

司以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自 2003 年 4 月 28 日起正

式履行职责。 银监会的成立与职责明确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民银行职责专业化的过程，两者正是在这一期间进行

职责分工的明确与细化。央行监管职责的剥离与银监会的设立，实现金融宏观调控与金融微观监管的分离，是与

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大环境密不可分的，是金融监管与调控的对象-金融业、金融市场日益复杂化、专业化、技术

化的必然要求 

1.2 银监会主要职能 

 根据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2003 年 3 月中国首次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其构成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一司、银行二司、非银行司、合作管理司、银行管理司，中央金融工委现有人

员组成（银行业协会也将有可能从人民银行并入银监会），将统一由监管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

它存款类金融机构， 

  负责制定有关银行业监管的规章制度和办法；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审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现场和非现场监管，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审查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负责编制全国银行数据、报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内控的监管，重视其公司治理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促使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

风险。 

  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银行自建国 50 多年来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一体的时代的结束。 

1.3 银监会主要职责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发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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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非现场监管，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分析、

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制定现场检查程序，规范现场检查行为；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并表监督管理；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银行业突发事件处置制度，制定银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机构和人员及其职责、

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及时、有效地处置银行业突发事件； 

  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统计数据、报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对银行业自律组织的

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开展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有关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 

  对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接管或者促成机

构重组； 

  对有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银行业金融机构予以撤销； 

  对涉嫌金融违法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关联行为人的账户予以查询；对涉嫌转移或者隐匿违法

资金的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 

  对擅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活动予以取缔； 

  负责国有重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1.4 银监会监管对象 

 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

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经银监会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前二款金融机

构在境外的业务活动。 

1.5 银监会监管原则 

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原则。 

 

独立性原则：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受法律保护，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 

 

  协同原则: 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管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1.6 银监会工作目的 

 第一，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的利益； 

 

第二，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增进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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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的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的了解； 

 

  第四，努力减少金融犯罪，维护金融稳定。 

1.7 银监会工作标准 

 良好监管要促进金融稳定和金融创新共同发展；  

 

要努力提升中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服务中的竞争力； 

 

对各类监管设限要科学、合理,有所为,有所不为,减少一切不必要的限制； 

 

鼓励公平竞争、反对无序竞争； 

 

对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要实施严格、明确的问责制； 

 

  要高效、节约地使用一切监管资源。 

1.8 银监会惩治腐败 

 银监会党委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并印发了《银监会党委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具体意见》。 

 

《具体意见》分为七个部分，24 条，涉及制度 46 项，具体工作 71 项，全面体现了《实施纲要》的基本精神，

充分体现了银监会系统的实际。在整体结构上注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五者并重；在任务安排上做到

近期具体、中期原则、远期宏观；在工作内容上坚持继承中发展、总结中创新。《具体意见》坚持与监管中心工作

相结合，与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与监管工作改革发展相结合，力求做到既全面部署和深入推进银监会系统反腐

倡廉工作，形成长效机制，又为银行业监管工作和自身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保证。 

 

  为保证《具体意见》的贯彻落实，银监会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成立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工作领导小组，

由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刘明康负总责，党委委员、副主席唐双宁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胡怀邦具体负责，明确

了领导小组办事机构。二是制发了银监会机关实施《具体意见》任务分解表。分解表将《具体意见》的任务化分

为 197 项具体工作，分别明确了牵头单位、配合部门、完成时限和措施要求。三是银监会党委书记刘明康与各位

党委委员，各位党委委员与分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银监局局长近日分别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签订责任

书的双方要对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和实施银监会的《具体意见》负领导责任。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银监会的概况，你可以访问银监会官方网站：http://www.cb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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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银监会笔试资料 

2.1 银监会 2014-2017 校园招聘笔试题目分享 

2.1.1 2016 银监会专业科目考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7323-1-1.html  

 

1.中国银监会负责监督管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邮储银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

赁公司   

2.中国于 2014 年起倡导成立的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3.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通常是指：票据贴现，贷款业务，投资业务。（结算业务和信托业务是中间业务）   

 

4.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   ）时的商品组合，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相切   

 

5.价格歧视：出售完全相同的产品或提供完全相同的服务，却对不同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钱。  

 

6.给定一些理想条件，单个家户和厂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最优化行为将导致帕累托最优，这就是所谓的（  ）。 看

不见的手  

 

7.“新增长理论”重点分析（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人力资本   

 

8.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   

 

9.直接信用工具：资金盈余者与资金需求者发生直接关系，没有经过中介。（非金融公司股票，国库券，公司债券，

金融债券）  

 

10.大量逆差时，应提高利率   

 

11.货币需求量与市场利率成负相关   

 

12.信用风险特征：量化分析困难，非系统性风险特征  

 

13.现代经济中最主要的信用形式是：银行信用   

 

14.具有经济效率特征的资源配置状态是：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状态   

 

15.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增加，平均成本不断降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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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比例不得超过：10%   

 

17.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从（  ）角度反映各项交易，国际收支平衡表组成部分包括（  ）：流量；经常项目，资本与

金融项目，净差错与遗漏，储备与相关项目。  

 

18.直接标价法下，汇率越大，本币价值（  ）：越低  

 

19.巴塞尔协议 3 出台的背景是：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20.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可供选择的财政政策工具不包括（  ）：减少税收，扩大财政支出   

 

21.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管理流程：识别，计量，监测，控制  

 

22.直接受制于商业银行行为的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23.“挤提”是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24.有人把一张 6 个月到期 100 万元商业汇票向银行贴现，6%贴现率，银行应付：100-(100*6%/12*6)=97   

 

25.BOT 是：”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是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

种方式。   

 

26.不可能三角：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的稳定性。  

 

27.首次购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25%   

 

28.互联金融监管基本原则：依法监管，创新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五大监管原则   

 

29.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   

 

30.金融混业经营的基本形式包括：利用金融创新绕开管制，向客户提供原来不能经营的业务；通过收购、合并或

成立附属机构等形式渗入投资业务领域；通过直接开办其他金融机构实现综合经营   

 

 

31.三大支柱包括最低资本，外部监管，市场约束   

 

 

32.通货紧缩成因：生产能力过剩，货币供给不足，有效需求不足   

 

 

33.金融自由化核心：放松利率汇率管制，发行直接融资工具，缩减指导性信贷计划 34.担保贷款种类（抵押，质

押，信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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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2016 年银监会监管财经类 专业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4032-1-1.html     

 

80 道 单选 

其中前 20 道 0.5 分，后面 60 道 1 分/题 

20 道 多选 

20 道 英文阅读理解 

 

先英文：第一篇讲 air pollution， 第二篇讲 oil cost， 第三篇讲 米国的成为世界 NO.1 和 他的 education policy 的

关系， 第四篇讲 ...(等同学回忆吧，我记得好像是。。。) 

 

多项：顺序不分先后： 

1，纸币制度下，区分通货膨胀的汇率制度是什么：名义汇率，实际汇率，浮动汇率，固定汇率 

2.1.3 国考银监会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4652-1-1.html    

 

最近，很多人问我国考有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决定把我的一些体会写一下，希望能帮助到别人，也回馈论坛。今

年我报考的 是省银监局，行测 69.5，申论 63，专业课 85，成功上岸。从 2015年 10 月 28日着手，到国考一共

是 40天，其实每一科也并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在这 个过程中的确有一定的经验和教训，我把它整理了一下： 

                                              行测篇 

       1.推荐用书：华图模块宝典，这也是成功上岸的同学推荐给我的，很受用。 

2.技巧：行测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做题顺序，国考题量正常情况下是做不完的，所以要先挑自己拿手的做，我的做

题顺序是：常识—言语理解—资料分析—判断推理—数量关系。 

常识 20题，主要是日常的一个积累，会就是会，蒙也不好蒙，所以我采取速战速决战略。这块我没有复习，直接

放弃了，也没有看任何书，当然这不太好，建议大家多关注，这是日积月累的过程，突击效果不大。 

言语理解 40题，主要是文学功底，有时候也很靠语感，有些词很相近，这时候往往需要靠感觉。但是国考常考的

词语大概也就那些，一定要把常考的牢牢记住，我复习过程中准备了成语 200个，把自己经常出错的记到本子上，

来回巩固，感觉挺有用。 

资 料分析 20题，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部分，一共也就几个方法，掌握图形法、估算法、直除法、放缩法

这 4 个方法，可以应对百分之六七十的题，再加上差值 法、截位法、复变法、化同法，基本上可以应对国考了。

这几个方法在华图的资料分析模块上，很好掌握，跟着书看下来就好了。 

判 断推理 40题，分为逻辑判断、类比推理、图形推理、定义判断。这四类里，定义判断是最简单的，基本上不

会占用时间；图形推理开始着手时，的确很头疼，但是 后来做多了发现这块还是有技巧的，考试的那些图形可以

分为：数量类图形、位置类图形、样式类图形、属性类图形、折叠类图形几类，把这几类记在脑子里，从这 些方

面去找规律，一般都能找到，具体的看完华图判断推理模块就知道啦。 

数量关系 15题，我是全放弃，没复习过，所以也没啥经验可以谈。 

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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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之所以放弃常识和数量关系是我知道我对这两类的确不擅长，在我开始做题的时候，我测算过自己的正确

率，常识 30%左右，言语理解 60%左右，资料分析 80%左右，判断推理 60%左右，数量关系 30%左右，所以只要我

保证言语理解 75%，资料分析 90%，判断推理 75%，常识和数量关系 30%，基本就可 以保证 70分，因此才采取选

择性放弃的战略。 

（2）最好对自己制定一个规划，确保每个阶段都知道自己在 干什么，2015年 10月 28日，我为自己制定了 10

月 19日-10月 28日，10月 28日-11月 18日，11月 18日-11月 28日三大阶段任务和每 日的学习时间，每天都

跟着我的规划去学习，在这个过程种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进度，国考不在于你的战线长短，而是一定要全神贯注

的投入进去。 

（3）每个阶段都要总结，要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里，这些更能帮助自己弥补薄弱的地方。另外，可以关注应届生

论坛上的一些笔试经验贴，前人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4）先看完这几个模块，再做套题，一定要把重点放在真题上，真题都是精华，模拟题什么的不太推荐，如果真

题弄透了，可以再去做模拟题，真题我来回做了三遍，按着国考的时间一次次模拟练习，确保最后一遍时零错误。 

                                                           

                                                          

                          申论篇 

1.推荐用书：建议可以看看华图钟君老师的万能宝典，他的申论万能思维体系可以帮助我们发散思维，三遍四部

法对于审题做题也很有用，但是要记得他能教的是方法，如果过分依赖就会显得模板化了。 

2. 技巧：只有一个字：写！对，一定要写，前四题一般是概括归纳题、分析原因题、评价题、启示类题、解决问

题类几种，建议看完书掌握大概思路后，就开始练习真 题，你要看看你报的是什么岗位，是省级及以上还是地市

级，相应的选择自己的题。省级以上的不要去做地市级的题，地市级的也是同样。做题的时候可以从后向 前，从

年份最早的 2010年开始写（2010 年刚开始分成省级以上和地市级），刚开始写的时候一定会很痛苦，觉得难以

下手，但是当你硬着头皮写完一套后， 你就成功一半了。写完后要和答案对照，看自己哪儿写的不行，可以的话

给自己打个分，我记得我写完第一套是 41分，然后我认真的和答案对比，发现自己总结的 不到位，条理不够清

晰等很多问题，之后就开始有意识的纠正，把近几年的国考题写完后，自己总结了不足，就开始写第二遍，国考

的真题我也是认认真真写了三 遍，最后一遍的时候我的申论可以达到 70分以上。 

大作文的话，省级以上的要能有高度、有深度，地市级的 更贴近实际，因为我报的省级以上，所以就省级以上的

作文说说自己的想法。作文类型一共三种：策论文、政论文、评论文。一般来说，我是写策论文，策论文相比 比

较好掌握。当然也是要先写，然后跟答案对照，但是建议不要背什么申论范文或者模板，原因大家也知道，全国

都这样写，要是想突出太难了。模板给我们提供的 是思路，要把模板用活，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建议多看

看“任仲平”的文章，培养自己的语感。也可以关注新华网，半月谈，南风窗等公众号，对于里面的一 些热点问

题可以多整理思路，培养自己的思维，形成自己的思路和模板。 

3.注意事项： 

（1）前四题看清题意，从给定资料里找，找出文中的要害字或词语放到答案中，这就是踩分点，申论一定要抄，

不抄是没有高分的，但是照抄就错了，我们要会抄，既要保证关键词，又要给阅卷人不照搬照抄的感觉。 

（2）省级以上试卷的作文不能局限于材料，要与国家的一些大战略、大背景结合，做到宏观上有高度，内容上有

深度。 

                                                           

                                                          

                       专业课笔试篇 

银监会的经济金融类考试范围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国际金融、商 业银行业务及管理、金

融监管六类，强烈推荐波波休的《银监会专业科目笔试一本通》，云南科技出版社的，很强大，内容短小精悍，

全是精华。我是无意在网上看 到有前人推荐，才去找到这本书的，看完这本书就够了，做题的时候可以买中公的

模拟题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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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今年银监会笔试题量大幅增加，还出现了经济金融热点，考到了存款保险制度，建议备考最后阶段关注下热

点。这本书建议至少看两遍以上，因为复试同样用的到。 

                                                           

                                                          

                           心态篇 

关于国考想说几点： 

1.相信自己。当你选择 了，一定要坚定的走下去，不要质疑你自己的能力。也许，你现在走的路看不见结果，但

是你要相信自己，这一点我做的不好，虽然我心中一直坚定它在等我，但在 这个过程中我还有做到完全相信自己。

国考完我一度以为我行测上不了线，结果出来不是这样；面试名单出来后，我参照往年的分数线以为自己排名在

中流，结果也 不是这样；面试完查到自己的面试分数，看论坛里很多高分，以为自己可能无缘了，结果依旧不是

这样。或许，从一开始我就不该低估自己，也不应该高估我的对 手。所以，希望每一个考公的人都相信自己，既

然总有人要上岸，那为什么不是你呢？ 

2.用心爱。对，当你 选择了自己的岗位，要拼尽全力。回想起国考期间 40天每天 10 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我是幸

福的，因为我没有把它仅仅当成一份工作，而是一份渴望。我称银监局 为“Mr.银”，我把它当成一个人一样的

去爱，为了遇见他，我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这份爱，所以我一路幸福，一路坚定，一路收获。永远记得国

考出分前 的那个下午，我自己站在银监局门口默默仰望那栋大楼时的激动感，我见到它，就如见到恋人。所以，

当你选择了，请幸福的走下去，你的人生是不会辜负你的。 

3. 规划。我比较喜欢订目标，习惯每个阶段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国考的成绩和我的目标分相差无几，翻开国考

的计划本，满满的 40 天就像昨天一样浮现。就我而 言，规划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每天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稳扎稳打。二是哪天你累了的时候，翻开自己的规划本，过去走过的路可以一直支撑自己走下去。当然， 因人而

异，但是如果你自律性不够强，建议有自己的一份规划。 

相信自己+用心爱+规划，这就是我最想分享 的，愿每一个人都能为了自己想要的去努力，在努力的过程中不要去

想结果，付出就好了。如果你成功了，证明你的努力没有被辜负，如果你没有成功，证明有人比 你更优秀。所以，

继续努力就好了，上天说不定哪天就会给你惊喜。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你的人生，总该

有一次义无反顾！加油！ 

 

2.1.4 2015 年 11 月 28 银监笔试（财经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3934-1-1.html   

 

2015 年 11 月 28 日银监笔试（财经类）知识点回忆总结 

考试时间为下午 14:00-16:00，120 分钟，总计 120 道题。不同类别的试卷共同装订在一起（共 78 页），财经类的

试卷共 14 页。（其它的类别也都差不多） 

 

整体试卷安排如下所示： 

20 道单选（每个 0.5 分）经济金融基础知识 

60 道单选（每个 1 分）财经专业知识 

20 道多选（每个 1 分）财经专业知识 

20 道英语（4×5，每个 0.5 分）阅读理解 

 

整体时间应该够用，涂卡结束之后还会有 15 分钟左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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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经专业知识的考查难度不高，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多。例如：银监会的监管对象、亚投行的全称、消费者实现效

用最大化的条件、紧缩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分别有哪些 具体的措施（记得这个知识点好像考了很多道题）、货币

升值贬值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直接标价法、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绝大多数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知识点， 复习

过程中只需要定性的了解就可以（这一点在复习中一定要注意，把某一个知识点扣的过细不适合银监系统的备考！）

不会涉及到复杂的计算！（记得价格弹性考 了一道计算题，难度不大） 

 

多选题详细回忆版： 

可 能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多选题还是有一定难度。多选题考查的知识点这里也作出详细的回忆——“新常态”

下经济运行的具体表现，银监会管理的金融机构有哪 些，良好的商业银行治理应有哪些表现，混业经营的制度，

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通货紧缩的成因，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哪些，金融自由化，回购、逆回 购分别

属于紧缩还是扩张的货币政策，担保贷款，GDP 和 GNP 的区分（有具体的例子），利率风险结构的影响因素，

对于期权的使用（市场涨跌中看涨看跌期权 的使用），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 

多选题错选或者漏选都不得分的，这一点尤其要注意，要求大家对于知识点的掌握一定要非常的准确，个人感觉

这一部分也是拉开差距的部分！ 

 

个人感觉英语阅读理解的难度不高，一共四篇阅读理解，都和经济金融相关，个人觉得比英语四级的难度低许多。 

第一篇是关于空气污染对于不同人群健康状况的危害，第二篇说的是原油价格上涨对于经济状况的影响，第三篇

是关于美国银行兴衰发展，第四篇说的是基础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阅读理解的词汇量还可以，不难，但是考试中一定分配好时间，毕竟这 20 道题只占 10 分！ 

 

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可以在下面回帖发问，我尽量解答哈！ 

 

齐福原创！引用请注明！ 

2.1.5 2015 国考银监监管类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2717-1-1.html   

 

报名资格审核进入最后一天了，估计已经通过审核的考生现在对笔试要考什么最感兴趣，刚好小可不幸被要求审

核报名信息，想起去年的国考过程，历历在目啊 。想想在应届生得到信息颇多，下面就分享一下自己的考

试经历。 

银监系统笔试考三科（分数计算=申论*0.25+行测*0.25+专业课*0.5），从计算公式可以看出，专业课是很重要!很

重要！很重要！（这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都感觉不够 ） 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行测和申论想考高分很

难，当然大神除外，但专业课只要认真复习，完全可以高分啊，凡事通过审核的都有些经济金融类基础，而监管

类 的考试考的就是基础，所以复习的时候不用多么深入。总的来说，考察知识面广而浅。应届生上也有很多大神

分享的往年真题，自己一定要看看，这样才能在心里有 底，对考试内容与深度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关于教材吗，

小可看的是中级经济师的教材，基础知识和金融两本书，感觉从效率和考试要求上来说，这两本书基本涵盖 了考

试内容，关键是很精练，对我很适合（当时在职，没多少时间），另外考试题虽然总体很简单，去年快要考试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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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发现有几道题是往年的考研原题，当时没事 时间求证考研题占比有多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求证下。 

    其实无论是笔试内容还是面试内容，在应届生上都能够找到很大一部分，没事的时候多翻翻应届生，绝对有好

处。一路走来，感觉国考最难的是对人心里的煎熬，尤 其是对在职考生来说，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

总之，你要相信，上帝不会抛弃每一个努力的人！关于入职后的待遇，哈哈哈，比同地区公务员好些吧！ 恩，还

要加班审核报考资格，撤了，祝好运！ 

2.1.6 一点经验及体会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8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6553-1-1.html    

 

LZ 今年考入了某省局，准备面试的时候应届生上的经验贴对 LZ 帮助很大，考上之后也一直想把自己的经验和体

会发上来希望能够帮助未来想考银监的同学们，但 是毕业和刚入职这段时间实在有些忙乱，因此就拖到了现在。。。

总的来说，LZ 对银监的工作还是非常喜欢的，银监的工作并不轻松，认真做起来非常锻炼人，业 务部门专业性

比较强，这段时间体验下来 LZ 觉得银监的工作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说起准备考试，之前许多帖子也都讲了应对

笔试和面试的方法，结合到 LZ 自身， 笔试阶段真的就只有多做题多联系，但是对于考公务员，LZ 最大的感受

还是看缘分，重点则是心态。。。整个找工作阶段 LZ 目睹了许多一心想考入体制内，从很 早就开始异常刻苦地准

备，各种模拟题真题都做遍并且在准备阶段真的感觉还不错的同学，最终并没有考上，反而许多考上的同学都是

没打算考入体制内，也没怎么 特别辛苦的准备误打误撞就考了进来的。。。LZ 说这一点并不表示公务员考试不需

要认真刻苦的准备，而是想说对待考公务员这件事心态真的太重要了，准备阶段 拿出百分百的努力，而不要把结

果看得太重，这样在考场上才能发挥出平时训练的水平。笔试行测部分的准备 LZ 真的是采用题海战术，学习语

言讲求要有语感，其 实考试的时候需要的是一种“题感”，而获得“题感”最好的途径就是大量练习。LZ 并没有分

专题模块逐一练习（主要 LZ 准备的比较晚时间不允许）而是做整套 题，无论模拟题还是真题，都是卡着时间来

做，几套题做下来慢慢就会有感觉了。至于申论，着实是让 LZ 头疼的部分。LZ 的经验是先要多看范文，大量看，

不要 一开始就写，看了一段时间范文，掌握了一定规律之后再开始实实在在动笔写。LZ 一开始准备申论的时候，

看到申论题不知道如何下手去写，想不出来就去看答案 了，看了之后觉得原来是这样的思路，然后就觉得以后照

这种思路去写就可以了，然后再拿到另一个题目的时候照样还是写出不。。。后来 LZ 发现写不出就去看答 案是不

行的，这样下去在考场上最终的结果就会是写不出来，于是 LZ 开始大量看范文，并且还把好的文章或者段落背

下来，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LZ 开始逼着自己 写，拿到一个题目不会写，不会写也不能看答案，就硬逼着自己去写，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可是几次之后 LZ 就发现写出一篇申论已经没有那么难了，从而打消了心 里的抗拒情绪。。。

总而言之，笔试部分就是要多练，题海战术绝对是有用的。作为银监来说，比较特色的就是还要考英语和专业课，

英语笔试非常简单，就是四篇 （还是五篇？原谅容易失忆的 LZ。。。）阅读理解，大概六级水平，LZ 觉得并不难；

专业课部分，LZ 考的是法律类岗位，法学专业的题目涉及到的内容很多， 民、刑、行、商、国际基本上都有，

复习的时候所有部门法都看一遍基本不可能，LZ 差不多是在啃准备司法考试时候留下的老底。。。近几年过了司考

的同学差不 多可以不用担心专业笔试了。 

银监的面试和其他公务员面试不同，银监的面试是半结构化面试，考官是知道考生个人信息的，并且会在面试的

第一环节让考生进行自我介绍。正因为银监的这一点 特殊性，个人觉得考生的学校学历背景还是会对结果有影响

的。LZ 今年的考题有五道，四道中文题目一道英文题目，中文题目中有两道专业题，分别涉及刑法和宪 法，刑

法题目是说一下犯罪的特征以及犯罪构成要件，宪法题目是从宪法理论的角度说一下如何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LZ 记的有点模糊了，大概是这样的）。这 两道题目没有一道是商法或者经济法的，LZ 准备专业面试的时候万

万没想到能问这么基础、理论性这么强的问题，没准备到点儿上也没办法，只能凭着过去的积累 答了。。。最后的

英语题目也非常简单，career and family which is important, why? LZ 感觉只要考生不要过度紧张，一般都可以答上

的。整个面试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考官都很和善，LZ 整体的感觉是其实往年面试都问了什么问题真的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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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去琢磨面试可能会被问到什么问题而专门去准备，很有可能准备不到点儿上，所以在准备的时候主要还是

锻炼心态吧，不要紧张，好好在语言表达、逻辑能 力、回答问题时候的声音神态表情上下功夫，让考官感觉到你

回答问题的时候是坦然、自信的就可以了。 

最后，祝想要进入银监系统的筒子们一切顺利，加油吧！ 

2.1.7 2015 银监会（监管类）真题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9352-1-1.html 

 

楼主在应届生收获颇丰，为了回馈下届的学弟学妹和赞人品，现分享一下 11 月 29 号的部分真题以及个人的复习

建议！ 

（1）单选 60*1  

 

1. 中 央 银 行 提 高 再 贴 现 率 会 导 致 ( ) 。 （ 此 题 来 源 ：

http://wenku.baidu.com/view/e6604a6d783e0912a2162a56.html） 

    A.货币供给量增加和利率提高 

       B. 货币供给量减少和利率提高 

    C. 货币供给量增加和利率降低 

       D. 货币供给量减少和利率降低 

2. 已 知 某 商 品 的 需 求 函 数 和 供 给 函 数 分 别 为 ： QD=14-3P ， QS=2+6P, 该 商 品 的 均 衡 价 格 是

（http://www.docin.com/p-5278329.htm ）。 A．4/3 B．4/5 C．2/5 D．5/2 （此题来源：） 

3.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是 A.失业率 B.通货膨胀 C.国民生产总值 D.市场竞争 

4.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某产品的替代产品的价格提高，则（）A.替代品需求量增加.B.某产品的需求量增加 C 某产品的

需求减少 D.难以判断. 

5.某工人工资为 10 元时，一周工作 40 小时，当工资上涨到 15 元时，一周工作 36.67 小时（题干的大致意思..）（）A,

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B，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C.两者相等.D.无法判别 

6.属于商业信用的是（）A.贷款 B.国债 C.银行券 D.赊销 

7.名义利率为 A，通货膨胀为 B，问实际利率 

8.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能按时还贷而遭受的风险，属于（）A.信用风险 B.操作风险 C.市场风险 D 法

律风险 

9.以下不属于银监会主要职责的是（） 

A.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发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 

B.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 

C.记不清了，不过能明显感觉这是错误的。 

D.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 

10.以下属于政府转移支付的是（）A.公务员的工资 B.C.购买军火 D.单方面转移给居民和其他受益者的支出 

11.经济过热时，政府采取（） 

A.紧缩的财政政策 B 宽松的财政政策 C.积极的货币政策 D.. 

12.当需求缺乏弹性时，A 需求量下降高于价格上升 B. 需求量下降等于价格上升 需求量下降低于价格上升 D.. 

（下面简单的就不展开了。。。） 

13.考机会成本的定义 

14.金融市场按融资的期限分，可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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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货币乘数实际上就是（货币供给量对基数货币的倍数） 

16.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的方式（再贴现和再贷款） 

17.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低于（）A35 B.25 C.40. D.50 

18.国际储备的首要作用（调节国际收支差额） 

19.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降低失业率的办法是（选扩张的货币政策那个） 

20.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问题... 

21.以下哪项属于资金的融入方和债券的融出方 A.正回购.B 逆回购.C 资金融入方.D 融券方. 

22.监管当局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评级情况和（）确定对其现场检查的频率、范围和需要采取的措施 A.风险状况

B.流动性 C.负债状况.D. 

23.以下哪项不属于货币市场（）A.同业拆借市场 B.债券回购市场 C.股票 D.票据市场 

24.购买力平价理论揭示了（）A.短期汇率变动 B.长期汇率变动. C .短期利率变动 D.长期利率变动. 

25.派生需求是指（）A.不如产品需求那样重要 B.厂商在决定要素需求时不需要遵守利率最大化原则 C 边际收益产

品... 

26.取消卡特尔组织将会（）A 产量上升，价格下降 B 产量下降，价格下降 C 产量上升，价格下降 D，产量上升，

价格上升. 

27.贷款丧失准备对不良贷款的比率是（）A.拨备覆盖率 B.资本充足率.C.不良贷款率 D... 

28.久期是（）的管理分析工具 A.流动性风险 B 操作风险 C.市场风险 D.法律风险 

29.影响一国中长期汇率选择的因素不包括（）A.本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特定的政策目的 B.一国和其他国家的

经济合作情况 C .. D.国际国内经济条件的制约 

30.资本充足率是指（） 

31.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突破了（分业经营）的限制 

32.在下列哪种情况下，挤出效应最大（） 

A、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私人部门支出对利率不敏感 

       B、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私人部门支出对利率也敏感 

       C、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私人部门支出对利率不敏感 

       D、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私人部门支出对利率敏感 

33.不属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是（）A.贷款.B..C.延期付款.D 再贴现 

34.根据凯恩斯理论，货币在长期中是中性的，当货币供给增加时，只会影响（）均衡水平 A,利率 B.就业率.C.国

民收入 D... 

35.欧洲货币市场是指（） 

36.以下哪项属于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A.存款.B.贷款 C.贴现 D.保证 

37.机会成本的计算 

38.金融资产的两个主要经济功能是（） 

A 资源配置功能和价值尺度功能             B 增强资产流动性和风险转移功能 

      C 增强资产流动性功能和价值尺度功能   D 资源配置和风险转移功能 

      39 ..和个人理财属于商业银行（） 

      40.如果确定了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 

      A. 在生产函数已知是可以确定一条总成本曲线 

      B. 就可以确定一条总成本曲线 

      C. 在生产函数和生产要素价格已知可以确定一条总成本曲线 

      D. 在生产函数和生产要素价格已知时可以确定总成成本曲线上的一个点 

40.浮动汇率的优点不包括（） 

         A.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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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它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C.各国政府无需通过抑制通货膨胀来履行维持固定汇率的义务 

        D.它有更强的适应世界经济环境的生命力 

     41 在新技术进步引起完全竞争行业新的长期均衡时 下列哪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A.价格将降低        B.

行业产量将增加     C.企业利润将增加  D.行业中所有的企业都采用了新技术 

     （2） 多选 20*1.5 

     1.劳动供给取决于 A.劳动力数量 B.工作环境 C.劳动偏好.D.. 

     2.所有者权益是指（）A.实收资本 B.资本公积 C.盈余公积 D.未分配利润 

     3.常用于贸易融资工具的是（）A.信用证 B.押汇.C.福费廷 D.保理 

     4.基数效用论的基本假设条件有 （） 

     A  效用是可以衡量的    B   MU 递减  C  MRCSxy 递减   D   货币边际效用不变 

     5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特点包括（）A．记名 B．金额较大 C．一般比同期限的定期存款的利率高 D．利率

既有固定的，也有浮动的 E．可以提前支取，也可以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转让 

   市场可分为（）A 完全竞争 B.完全垄断 C.垄断竞争 D.寡头垄断 

   6.下列经济因素中，对长期总供给有决定性影响的有（ ）A．价格总水平 B．劳动 C．资本 D．技术 

     7.美国公民在中国创造的价值应当计入（）A.中国的 GDP.B.中国的 GNP.C.美国的 GDP.D.美国的 GNP 

     8.下列哪些属于不良贷款（）A.关注类.B.次级类,C.可疑类.D.损失类. 

     9.从事贴现业务的有（）A.央行 B.商业银行 .C.专门从事贴现业务的公司.D.票据持有人 

     10.一国货币对外升值（）A,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B.不利于进口.有利于出口.C.D 

    （3）英语阅读理解 2 篇，每篇 5 道题，公 10 题,10*1，四六级水平 

2.1.8 2014 年银监综合类公务员考试专业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4580-1-1.html 

 

银监综合类专业题的帖子向来少于监管类，于是贡献一些关于此次考试涉及到的知识点回忆版，希望能

够帮助今后备战的筒子们 120 分钟，90 题，满分 100，其中单选 1*60=60，多选 1.5*20=30，英语阅

读 1*10=10。 

 

 

1. 工资推动通货膨胀 

2. 隐藏性通货膨胀  

3. 凯恩斯陷阱  

4.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科斯定理  

5. 财政赤字对货币供应的影响 

6. 汇率升值对出口进口的影响 

7. 破产债务诉讼地 

8. 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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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两审终审制的例外 

10. 无罪推定及两审终审适用法律 

11. 间接出口补偿 

1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3. 消费信用 

14. 购买力平价理论 

15. 银行附属资本 

16. 根据用途的贷款分类 

17. 债券面值和利率的关系 

18.  政策性银行业务领域 

19. 人力资源的功能 

20. 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根本区别 

21. 杜邦分析 

22. 破产清算 

23. 收入确认条件 

24. 再造想象 创造想象 幻想  

25. 本我 超我 自我 自尊 

26. 银监会准入监管范围 

26. 衡量一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 

27. 消费者物价指数 

28. 银行业务范围 

29. 银行准备金 

30. 银行存款的义务 

31. 国债、金融债、企业债 

32. 中央银行的资产 

33. 期货的转移风险作用 

34. 票据法所管范围：支票 汇票 本票 

35. 期货市场的功能：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 

36. 银行操作风险  

2.1.9 考公之路 江苏地级市银监局监管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5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1514-1-1.html 

 

考公之路 江苏地级市银监局监管岗 

找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经济学专业的二梯队的大学，企业会计，会计事务所审计，银行，公务员是几个

常见的去处。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我也经历了这一波三折，最后定在地级市银监局。虽不说多少好，但对于求稳

定的我，也是不错的结果。感谢应届生的诸多分享，现在也分享一下我的求职之路。 

先简要说一下流程，10 月考试大纲公布，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适合的岗位，11 月 24 日国考，到出结果，今年 2

月 22 日面试，3 月多两会结束出面试结果，4 月多体检政审，5 月出公示，6 月签约，7 月上班，就是这样的一个

流程，下面结合自己的经历分享一下经验。 

我不是考公专业户，也是 10 月多开始陆陆续续的看行测和申论的，看行测的时候可以借鉴网上中公和华图一些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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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视频，有很多答题技巧，将方法结合自己的练习，这样可以进步的更快。对于银监局的考试尤其要看重专业

课，专业课的比重占到 50%，尤其要重视。到最后复习时间紧我是一个星期一天一本书，因为专业课都是客观题，

单选和多项选择，不是很难，所以有印象就好。专业课考的科目有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主要

是这些，14 年的货币银行学考的特别多。最后我也是因为专业课考了 89 分所以总分比较高。过了面试线，笔试

的分数相对而言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面试的考官很看重学生和岗位的匹配性，面试的分数悬殊很大，这样更好的

录取考官想要的童鞋。根据后来体检和其他录取同学的经验，大部分录取上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有过专业培训的，

我自己也觉得训练非常重要。因为银监局面试分为自我介绍，结构化题目，还有专业题目和英语题。尤其是结构

化题目，答题虽然有固定的套路，先基调，在分类，最后总结，但是如何顺畅的说出来还是需要经过训练的。我

当时就是模仿给我培训的老师的答题思路，每天都去揣摩如何更相同题型答题的共性，自己重复答题，就能形成

惯性，即使在考场上面对不同的题型也能触类旁通。可能有些同学没有那么多钱。可以选择报一个私人的，或者

小型的培训机构。对于专业课，应届生英语类题目和专业题目可以借鉴，英语的题目比较全，只要读熟，并背一

些基本题型就可以了。专业题目要对当年发生的重大经济事件熟悉。我们今年江苏下午场的题目是 1，自我介绍；

2，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啥看法？3，同业拆借市场怎么看？4，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5，英文题中国

银行业应该走向世界吗？3、4 题实际上市去年钱荒，同业利率大幅上升提取的知识点，平常对很多经济问题看熟

看懂，并融会贯通，在考场上也能发挥出来。我在面试的时候每天很早起床看书背题，我不相信运气，我相信天

道酬勤。我最后的面试分数达到 95 分，还是不错的。顺便提一下央行的题目，第一题是专业素养和技能的关系，

第二题是互联网金融，第三题是你喜欢年长的科长还是年轻的科长。 

最后提一下公平的看法，自己觉得国考还是比较公平的，我自己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考的也是外省的银监局，

其实到最后，只要将自己发挥的最好，才有希望。最后衷心的希望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求职之路顺利，拿到自己

想要的结果！ 

 

 

2.1.10 人行，银监的一点备考资料（会计）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4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57139-1-1.html 

 

在备战人行银监时得到了论坛的很大帮助，现在已经选择了银监，希望这些资料能给来年备考的筒子们一些帮助 

 

人行.rar 

 

银监.rar 

2.1.11 2013 银监会监管类笔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02972-1-1.html 

 

考完银监会一段时间了，但因为最近忙着参加各种笔试面试，一直没写个笔经，不过昨天各种银行的笔试都完成

了，现在就等结果了，所以写下今年银监的笔经。（其实刚才我已经写完了，但是因为断网东西都丢了。所以这

是第二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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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银监会考试中自己遇到的种种疑惑，会在回忆笔试题目前先写一下。 

首先，银监会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一起考行测和申论，但是之前要加试一门专业考试，专业考试分为监管类、综合

类、法律类等等（应该还有，但是记不太清楚） 

其次，个人觉得银监会考试题目会有重复，所以大家考试前可以把前几年的大礼包找来好好看看。 

最后，题目分为单选、多选、英语。 

单选： 

货币的职能 

购买力平价 

A 货币所在国物价上涨 5%，B 国货币所在国物价上涨 6%，问两国货币升值贬值情况（大概是这个意思） 

货币发行过量引发的通胀是哪种通胀（需求拉动的、供给推动的、混合型的、？） 

托宾税的作用 

国内通货膨胀对进出口的影响 

2003 年成立的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自然失业包含的内容 

银行的两个账户 

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主张 

多选： 

大额存单的特征（金融学课本上有） 

某公司进行套期保值的措施 

国际收支项目 

金融衍生工具的种类 

考完试后回忆题目的笔记没带在身边，就只能回忆起这么多了，等拿到笔记后再来补充吧。 

 

2.1.12 2014 银监局专业考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9884-1-1.html 

 

之前 lz 在应届生上获得了很多关于专业考试的帮助。 

个人感觉，准备比赛复习两本书就可以了，第一，宏观经济学，这次的考试可以算是不太难，都是考的理论基本

的概念。第二，银行从业资格考试那个公共基础。 

to 以后报考的孩子们： 

1.不要觉得迷茫，好好看看前面的两本书，专业考试就没有太多的问题。 

2.不要将所有精力就放在专业考试上，行测和申论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行测的速度！！！ 

 

2.1.13 2014 年银监会监管类试题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6023-1-1.html 

 

ngwuyuan1  银行延期付款，表示货币有哪些功能？支付功能，贮藏功能，交易媒介，支付手段 

2 民航机票经常打折，说明飞机机票？富有价格弹性，具有价格弹性，价格弹性不足，缺乏收入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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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会成本的概念 

4 下面都是流量，除了 a 个人可支配收入 b 消费支出 c 个人财富 d 国内生产总值 

5 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解释了 a 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不同 b 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水平 c 为什么企业的长期平

均成本曲线是 u 形的 d 为什么企业的短期边际成本 

6”太多的货币，追求太少的商品”从而导致了一般物价水平上涨，这种情况属于哪种类型的通货膨胀？A 需求拉动

型 B 成本推进型 C 结构型 D 隐蔽型 

7 经济学中，充分就业不等于社会劳动力 100%就业，通常将（）排除在外面 

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就业，周期性就业，非自愿失业，和自愿失业 

8 下列属于效率市场假说的是，价格反映信息 

9 哪种情况是帕累托最优，a 收入分配公平 b 不使社会中某些成员的福利变差，也不使其他成员的福利得到改善

c 企业内部化其外部性 d 不损害他人福利，却改善了大本分人的福利 

10 国民收入账户中视为投资的是 a 购买 100 元的美国债券 b 木匠李建小屋 c 艺术馆买了 100w 的艺术品 d 你

家买了一套新盖的房子 

11 总需求的 4 个组成部分是 

12 第一位系统的表达比较优势原理的经济学家是 

13 凯恩斯消费理论，当个人收入增加，a 他们的消费上升，收入上升 b 他们的消费上升小于收入的上升，c 平均

消费倾向上升 d 边际消费倾向上升 

14 凯恩斯的 3 个持币动机中，他认为哪个对于利率最敏感 

15 凯恩斯的货币投机需求，如果利率高于正常水平，人们会持有债券，为啥？ 

16 流动性陷阱 

17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非常强调（）货币需求的重要性 

18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的核心内容是（） 

19is 和 lm 的曲线的交点是什么意思 

20 政府支出增加时，会使私人支出减少，这一效应叫做什么？ 

21 新古典主义的政策无效性命题的主要内容是 

22 一价定律的实现机制是？ 

23 投资收入（如红利，利息）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应该列入？ 

24 本国货币贬值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出口商品对于外国人来说，更加便宜，进口商品对于国人来说更加贵 

25 流通中的现钞是 中行的负债 

26 财政部向居民出售政府债券时，基础货币会增加 

27 超额准备金率降低会导致 

28 购买力平价理论 

29 根据不可能，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 

30 布雷顿森林体系属于哪种货币制度 

31 一国货币遭遇投机性冲击，该国的国际储备会下降，货币所赋予的法定价值会上升 

32 为会员国提供资金，避免使用伤害本国和世界经济繁荣的调整措施的是 

33 各国的国防储备主体是？ 

34sdrs 

35 现代经济中主要的信用形式是 

36 货币政策中最猛烈的是 

37 央行在外汇市场买入本币？ 

38 利率较高的货币远期汇率会升水 

39 直接性融资工具 

40 离岸金融市场和本岸金融市场的区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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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商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进行融资的形式称之为 

42 同业拆借 

43 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区别是 

44 债券到期的长短和债券价格波动幅度的关系是 

45 银行风险管理的流程是 

46 公共利益理论 

47 银监会监管的原则是 

48 商业银行无钱给顾客，称之？风险 

49 贷款市场有逆向的选择 

50 银行降低风险 

51 资本比上资产又叫做？ 

52 存款保险制度 金融机构 

53 金融安全网包括 

54 巴塞尔协议的主要目的是 

55 资产监管的主要目的是 

56 资产监管的重要性体现在 

57 表外业务有什么 

58 下面哪个不属于非金融机构：专业银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59 资本比上资产率低会导致什么？ 

60 市场准入有什么？ 

61 金融衍生工具的特点？ 

62 债券到期收益率的因素 

63 如何规避美元贬值风险 

64cds 的特点 

65 非银行金融机构 

66 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 

67 央行发行票据的目的是 

68u1 包括 

69 国际金本位制度 

70 使用内部评级的银行需要估算下列哪些风险？ 

 

2.1.14 2014 年银监会笔试试题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8862-1-1.html 

 

延期付款行使货币的什么职能：支付手段 

2，飞机票打折：机票富有价格弹性 

3，某人辞去月薪 2000 元的工作,取出自有存款 100000 元(利率 1%),办一独资企业机会成本：3000 

4，下列不属于流量的是：个人财富 

5，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导致了：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呈 U 形特征 

6，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 

7，根据有效市场理论，下列不正确的是：长期存在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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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帕累托最优 

9,被视为国民收入账户投资的是： 

10,第一个系统论述比较优势原理的是：大卫李嘉图 

11，不属于失业的是：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12，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认为影响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持久性收入 

13， 

14，一价定律的实现机制:商品套购 

15，投资收入如红利,利息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计入什么账户：经常账户 

16，一国遭遇投机性冲击,则国际储备减少，货币法定贬值 

17，目前各国的国际储备构成中主体是：外汇 

 

先更新到这里，稍后持续更新 

 

2.1.15 2014 国考银监法律类专业课笔试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8684-1-1.html 

刚考完专业课笔试回到学校啦，楼主向来记不得考试题目的，趁对考试还有点想法都发出来，希望对以后的

童鞋有帮助啦，顺便帮我自己攒个 RP^^ 

 

专业部分有单选和多选，单选比多选多，英语就 10 题单选。 

 

法律类的考试范围，只能说跟去年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是按照去年两个法律类的帖子里介绍的考试范围复

习的（这两个帖子大家搜精华区应该都能看到，楼主太懒就不复制在这里了哈，复习要靠大家自己动手^^），结

果完全覆盖今年的考题范围 

甚至民诉也是考了一题管辖权，信托也是考了一题 

当然楼主复习的时间有限，很多细节题都做不来 TAT 

 

如果明年还是这种出题思路，建议下一届的童鞋按照下面的范围复习（我是以司考辅导班的系统强化班的讲义复

习的，所以科目也是以司考的划分来说的），如果复习全面准确的话，不想得高分都难~ 

1.行政法，尤其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绝对大头，其他考点略微涉及 

2.商经，公司法最重要，票据也考了几题，然后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管法，信托上边说了是一题，合伙企业法、

消保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劳动法也都分别有一到三题不等，楼主很悲剧的消保法之类没有复习，这

些题全靠感觉做的。反正一套完整的商经讲义，除了保险法没有考，其他好像都有涉及。 

3.民法，主要是物权法和债法总论部分，还考了一题过错推定，这个我没复习到，也是蒙的。 

4.刑法，货币和金融有关的犯罪，考的还是很细。建议还是以讲义那部分的资料为准。 

5.法理和宪法，是题目最靠前的几题，反正都是司考讲义范围里的啦 

6.国际法，两道国私（一题冲突规范和准据法，还是去年帖子里说到的=。=，一道是考法律适用法），一道国公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不同要求），一道国经（选项与 WTO 有关的好像，楼主已经记不起来了，

囧）。 

 

题目风格：大部分偏基础，小部分偏细节，所以如果法学基础好的童鞋，即使不怎么复习也应该能考的可以，但

是如果要拉开差距进面试，专业课就要考的高了，全面复习还是有必要的。总归多多益善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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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起去考试的有个同学是今年刚考司考的，说有好多司考真题，甚至有今年 2013 年的，楼主那个想感慨

啊楼主都没怎么看真题啊！！所以重点复习上面范围里的真题应该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至于英文部分，今年是两篇阅读理解，每篇五道题，难度不大，应该不用平时刻意复习的。 

 

差不多就这些了，楼主还有事先撤了~~~希望自己这两天国考能考个好成绩  

 

2.1.16 银监备考经验分享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8963-1-1.html 

 

从报考到录取，从应届生论坛收获太多太多，借此机会记录自己的一点体会，希望能对怀揣共同梦想的战友们有

所帮助。 

 

【基本情况】211财经院校金融学硕士，2011年毕业后就职于某国有银行。 

【笔试备考】 

行测——未参加培训班，也未采取题海战术，备考宗旨是“真题是宝”。不迷信任何模拟题是我一贯的备考准则，

对我来说做 10套模拟得再逼真的模拟卷，都敌不过踏踏实实搞懂一套真题。我也从不指望在题海战术中能有幸碰

上 1、2道考题，打个比方，我们做了 1000道模拟题，到底能撞上几道考题呢？慷慨点，10道好了，即便真的考

了这 10道题，1000题题海茫茫，真正准确无误地记得这 10 题答案的概率又是多少呢？跟其他没模拟过的同学的

唯一区别就是，我可能会觉得题目眼熟，但就是想不起来答案，更懊恼。秉持上述宗旨，我备考只用两本书，一

本教材，一本真题，用了一个月时间看教材，目的是对考题形式产生整体的概念，了解每类题型，教材里通常会

穿插大量的真题作为例题，其实也是变相地做了一遍真题。接下来做真题的那本，我自问是记忆力很好的那种人，

在做真题的时候仍会发现，好多题目是教材的书里出现过的例子，很面熟，但仍然无法准确记得答案，这也再次

印证了题海战术会使我筋疲力尽，但收效甚微。因此，我的建议是：多做真题，可以做两遍，三遍，从准确性，

答题时间方面严格把控，实在想模拟也可以找些省考的真题来做。 

申论——在复习之前，先翻开自己的报考信息，看清楚自己报考的是省级以上还是地市级的岗位，千万要看清楚！！！

然后可以选择一本参考教材，教材中通常会结合很多的真题来介绍写作方法，我认为不必一一看下来，如果报考

的是地市级，自动屏蔽掉副省级的参考答案，报考的是副省级也请自动屏蔽掉地市级的答题思路，千万不要混淆。

我此次就深深地被非自己报考岗位的答案彻底地干扰了，导致申论分数竟然在全国平均分之下，全靠行测和专业

课的分数把总分拉回来。副省级以上的申论通常对答题高度有一定要求，更为宏观、笼统，需要把握大的方向，

眼光要更全面。地市级则往往需要答题具体，提出实实在在的观点、建议和措施等，谨防假大空，切记要降低高

度，回归基层。如果申论答题的整体基调搞错，很难得到高分。 

注：以上仅是个人建议，绝不可能适合所有人。我提供的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战友能结合自身学习习惯，

找出最适合自己、最有效率的备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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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信不信随您，本人的确是裸考，因为在银行工作实在是无暇备考。进考场之前我甚至不知道题型和考

试的范围是什么，全屏久远而模糊的记忆凭感觉答题。考完后发现，考题相当相当基础，以西经为主，均为客观

题，有金融基础的在考前再稍微看一下，加深记忆即可。有两个英文阅读理解，本人虽英语六级，但是在 6年前

压线过的。。。工作后再没碰过英文，这种状况下还是觉得完全看得懂，说明题目难度应该不高。最终专业成绩

接近 90分。但要注意的是，由于题目简单，一小时内基本就可以答完，又不允许提前交卷，很多人检查了一下后

便开始发呆或者放空，我认为专业题跟行测不一样，行测有时候更依赖第一印象，经常越改越错，专业题不同，

仔细检查和推敲是完全是可以发现问题的，就发挥找茬的精神好好检查吧，检查出来就是捡分啊。。。热别是英

文，不要因为简单就大喜过望，越是简单就越是容易被答案里的小陷阱蒙骗失分。因此，专业课拼的不是知识渊

博，而是基础和细心！ 

【笔试成绩】具体分数确实是忘记了，只记得我的岗位招 1个人，我的分数高出分数线 2分（都是申论惹的祸，

申论的重大失误导致面试的被动局面，否则可以很轻松把分数拉开），不能确定我是第一名还是第二名，不管怎

样，我的分数还是相当危险的，三个人之间的分差应该不大，任何人都可能逆袭，3 个人其实仍在同一起跑线。 

【面试备考】我猜想另外两名对手是应届生的概率很大，我跟他们相比有一定的劣势，最重要的就是备考时间上，

他们有大把的时间，而我就只有下班后和周末的一点点时间，银行工作，这一点点时间还常常被会议、培训和加

班占用，为提高备考效率，我请了 5天的年休，报了某培训班，6天的那种，我本来也没指望培训班能帮我押中

考题之类的，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迅速获得关于面试形式和备考方向的相关资讯，因为我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

自己每天上网搜集考试资料了，这是一个懒人的方法。事实证明，培训班也只能够给你提供这些资讯而已，仅此

而已！如何运用这些资讯以及如何落实培训班建议的方式方法才最终决定了面试的成绩。 

没有了培训后自己的勤加练习，那么再好的培训都等于 0。 

银监面试形式：自我介绍+结构化考题+专业题+英文题。 

1. 自我介绍。不是大家找工作时那种简历版的流水账背一遍就可以的，要针对报考单位的特点、喜好，反复修正

才可以（我修改了不下 5遍）。说简单点就是，先思考银监喜欢什么样的人？介绍的目的就是告诉考官，我就是

你想找的这种人，岗位需要的特质我都具备。另外结合事例很重要，考官听了一天的流水账，偶尔有一份有血有

肉的事例，相信一定可以打动他们。不要背，至少不要让考官看出来你在背，要用一种交流的态度来面对面试。 

2. 结构化考题。这类题无所谓对错，往往自圆其说即可，参加培训其实进步最大的就是这一类题，有相对固定的

模式和套路往上搬，或许答出来有些俗套，缺乏新意，但至少不会导致重大失误。我想过创新一点答题，但短时

间内，高压情况下，我自问没有这个把握创新而成功地答出准确而又新颖的内容来，因此采用套路化答法。另外

要注重条理和逻辑性，不能全部揉到一起来答，同样的答案，分层次来答和混起来一起答所得到的分数显然是完

全不同的。 

3. 专业题。我被问到的一题是金融创新，一题是商业银行重要性，都是较为开放式的题目，我认为言之成理即可。

开放式题目较泛，更要注重条理性，最好要有分析有对策，考官其实不一定在听你的答案，考官们都是这个领域

的专家，我们自认为再完美的答题对他们来说都应该略显稚嫩的吧。我觉得考官并不在意我们的答题内容（当然

不能太离谱），他们看重的是答题的整体感觉，例如思路是否清晰，表达是否流畅，逻辑是否严密，表现是否有

自信，千万不要说着说着自己就虚了，绝对不要在考场上质疑自己！！！ 

4. 英文题。前面说了，我英文基础不算好，口语就更糟，又扔了这么多年，这一块对我来说难度很大，要短时间

内提高没别的方法了，练！背！我 1月末参加培训的时候，模拟英文时经常直接让老师 pass，老师都很无奈。而

一个多月后我坐在考场上，可以用流利的英文来表达我所想表达的内容，这让我自己很讶异，同时也很惊喜。一

方面是准备到相近的题目了，一方面是口语真的进步了。我是从培训回来开始练口语的，整整一个月时间，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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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第一，各大银监国考论坛搜罗了一遍，记下了大家回忆的所有的英文面试出现过的真题；第二，整理

这些真题，大家想象中可能认为真题那么多，一题题准备工作量很大，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很多真题是重复来重

复去，过滤掉重复的题后，会发现剩下的题目其实还有很多是可以合并准备的，举个例子，真题考过“你最喜欢

的一本书”、“你大学期间最喜欢的一门科目”、“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其实这三道题准备一份材料即可，

挑一门你喜欢的专业课来准备就可以，我当时只准备了喜欢国际金融的原因：考试如果问了最喜欢的一本书，我

就回答喜欢国际金融学这本书；如果问了最喜欢的科目，我同样可以答我喜欢国际金融这门课；如果问我兴趣爱

好，我就可以回答喜欢读书，而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国际金融，三个高频题只准备一份材料即可，我个人觉得这方

法蛮好的，省时省力。归纳后，近 10年的英语真题全部整理下来，题单上只剩下了不到 20个题目，这其中还包

括了自我介绍、报考动机、职业规划等基础必备的题目，每道题目我都认真写了英文材料，并请英文系的同学帮

忙修正，之后我每天背诵 2个题目，10天背完全部，余下半个多月反复熟练，口语水平明显提升。而且在亲自准

备和组织材料的过程中，其实可以捡起很多日常交流必备的单词和词组，无需再专门去背单词、词组和句型，口

语水平在一个月内迅速提升。 

【面试成绩】去面试时我才看到贴出来的笔试成绩排名，才发现我其实就是第一名，但事实仍然是我只比二、三

名高出不过 2分，这更是燃起了我的斗志！最终我面试成绩 87分，高出第二名 10分，高出第三名 16分。凭综合

第一的成绩，我终于取得胜利，打赢了这场持久战。我的亲身经历说明，大家千万不要认为笔试成绩第一或是比

第二名高出多少多少分就是安全的，无论笔试成绩如何，只要有参加面试的资格，就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用心

地准备。从我面试比第二名高出 10分来看，即使我笔试是倒数第一，我仍然有胜算；同样，即使我是第一名，二、

三名仍然有可能凭借高我 10分的成绩成功逆袭！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 

备考中的一点心得，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真诚祝愿大家能够成功！加油！祝福大家！ 

 

2.1.17 2014 银监会（银监监管类）专业课考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0394-1-1.html 

 

题型：单选（60*1’）多选（20*1.5’）英语阅读（2 篇，各 5 题，10*1'） 

时间：绝对绰绰有余，尤其对于我这种非金融专业的门外汉 o(╯□╰)o 

发帖纯粹是为了攒 RP，翻版虽然不会追究，但是也还是更希望大家把这儿当成总结补充的地方吧，这样对于各位

都好都方便~~ 

下面开始回忆，题序可能不对，答案是楼主回来查过的，基本能保证正确~~随时欢迎各位同仁进行补充

~\(≧▽≦)/~  

祝各位好运^^ 

 

一、单选 

1.延迟支付货款行使的是货币的哪项职能：支付手段 

2.民航飞机票经常打折是由于：价格富有弹性 

3.某人辞去月薪 2000 元的工作，取出自有存款 100000 元（利率 1%）办一独资企业，问机会成本：3000 

4.下列不属于流量的是：个人财富（其他选项：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国内生产总值） 

5.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导致：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呈现 U 形 

6.较多货币追求较少的商品属于哪种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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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凯恩斯货币投机理论中，当利率高于正常水平的时候，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债券，因为他们预期会获得资本

利得 

8.凯恩斯理论中利率过低引起的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称为：流动性陷阱 

9.根据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消费会如何增加:消费的增加会低于收入的增加，即边际效应

递减（选项里有一个是边际效应增加是错误的） 

10.弗里德曼货币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保持一定时期的货币供应量（貌似选项是这样说的，具体记不得了，宗旨就

是货币供应量应该是由国家调控的，大家不懂的可以度娘。。。） 

11.弗里德曼认为影响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恒久性收入 

12.统计失业时不计入失业的有：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都属于非自愿失业），貌似是在计算充分就业率的时

候，这些还是存在的（记得有点混乱，望懂的大神指点迷津） 

13.新古典主义的政策无效性理论：被预期到的政策对于实际产量是无效的 

14.第一个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是：大卫李嘉图 

15.一价定律的实现机制：商品的套利机制 

16.利率较高的货币远期汇率（），利率较低的货币远期汇率（）：贴水，升水（不是很能保证正确性。。。） 

17.一国货币遭遇投机性冲击，导致国际储备（），本币币值（） 

18.托宾税的作用：抑制投机 

19.2003 年发生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银监会成立（应该是这个吧） 

20.最能体现央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的是：最后贷款人 

21.资本/资产比率称为？ 

22.对于银行资本金有要求，是因为较低的资本/资产比率会导致：（选项有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等） 

23.存款保险制度的弊端：加剧道德风险 

24.三元悖论：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 

25.购买力平价理论应用：美国物价上升 5%，墨西哥物价上升 6%，则：美元相对于比索升值 1% 

26.关于同业拆借中说法不正确的是：貌似是选必须要提供担保或抵押 

27.总需求的构成：消费支出+计划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 

28.以下哪个不是应对信用风险的措施 

29.目前一般按照（）划分货币层次：流动性 

30.以下哪个是直接融资：企业债券 

31.帕累托最优 

32.挤出效应含义 

33.投资收入（红利，利息）属于哪个项目：经常项目 

34.为会员国成员提供暂时性资金融通…是哪个组织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5.离岸金融和在岸金融最大的区别： 

36.我国目前最主要的信用：银行信用？（其他选项：商业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 

37.最主要的国际储备：外汇 

38.风险管理流程：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监测-风险控制 

39.银监会监管措施的种类。实地查看，座谈，查阅属于何种措施：现场检查 

40.巴塞尔协议的目标之一是统一全球范围内的（） 

41.布雷顿森林体系属于（）本位制：美元-黄金本位制 

42.以下关于特别提款权说法不正确的是？选项有：A 是一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账户的贷方余额；B 是一种账面

资产 C 可自由兑换成黄金 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各国【选项顺序不一定对，但基本是这四个方

面】 

43.流通中的通货是中央银行的（）：负债 

44.以下关于有效市场说不正确的是：长期存在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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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选【错的太惨烈，大家集思广益，多补充】 

1.金融衍生工具的种类 

2.金融衍生工具与传统金融工具相比特点：期限长；杠杆化；定价复杂；高风险（这是四个选项） 

3.派生存款能力说法正确的是： 

（1）与原始存款成正比 

（2）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反比 

（3）与超额存款准备成反比 

（4）与现金漏损率成..比（忘了正 or 反） 

4.金融安全网的构建 

（1）银行审慎监管（2）存款保险制度（3）最后贷款人（这三个选，另一个选项忘了） 

5.关于汇率理论的几个说法正确的有： 

具体记不得了，大体上是四个方面（1）购买力平价（2）利率理论（3）国际收支论（4）汇率超调论 

6.货币政策的目标 

7.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 

8.M1 包括: 

9.大额可转让存单的特点： 

（1）实名制（2）二级市场流通（3）忘了。。。（4）金额较大且固定 

10.银监会监管下列哪几个 

11.影响到期收益率的因素： 

12.审慎监管的作用 

13.中间业务的特点： 

（1）不列示在资产负债表内 

（2）承担一定的资产负债风险 

（3）不承担资产负债风险 

（4）赚取手续费和价差 

14.销售一批货物，3 个月后收到美元货款，为防止美元贬值，应如何做 

 

 

三、英语阅读理解 

一篇是关于当前毕业生就业竞争激烈，如何做的 

一篇是关于水资源节约的 

总体来讲就是四六级水平，好久没没做过了，有点生。。。 

 

考后感：凭心而论应该不是太难，大部分都听说过 o(╯□╰)o 只是可能本人对于金融学、微观宏观经济学和商业

银行的知识停滞在遥远的几年前，就临考前的恶补还是没有大效果的。 

所以说，后来要考银监监管类非金融专业的筒子们务必要重新拾起金融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商业银行

（主要是银行从业基础知识那本书），而且复习的时候一定不能只是走马观花，停留在表面昂，不然就和楼主一

样悲了个催了。。。 

任重道远，各位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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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银监会 2012-2013 校园招聘笔试题目分享 

2.2.1 2013 年银监会英语阅读第二篇 最后第二题目 有谁还记得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15126-1-1.html 

http://www.time.com/time/business/article/0,8599,1923330,00.html 这是原文 

 

RICHARD 和 NANCY 的观点不同在哪个方面啊？ 我被绕晕了，这个题目 

 

今年英语的文章不难，但题目是又刁钻又难缠。 

 

第一篇是 GCT 的考试原题，对了下答案，错了两个。。。。唉，本来想这么简单的文章 

 

特别是那道：问怎么知道古希腊人喜欢去看奥林匹克？  

 

文章中提到了说主体育场很大，还有很多人在外面搭帐篷，我当时脑子太活了，立马想：既然主体育场很大，还

要搭帐篷，说明主体育场坐不下了啊，看了答案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太二了。。。 

 

还有第一题，奥林匹克和奥林匹亚两个单词，一不小心就选错了。不过幸亏有点常识，最后选了 TOWN，做对了。 

 

they had their own seperate games  对应的答案是 they had their own games， 这种答题逻辑我真是无语了，本来选对

了，最后一分钟改成了错误答案。 

2.2.2 2013 银监综合类考试回忆版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13210-1-1.html 

刚刚结束国考，发一下银监会专综合类专业考试的情况，攒人品~，注意是银监综合类，不是监管类！（之前在网

上搜以前的考经以为是经济相关知识为主，实践证明这次并非如此啊……） 

 

 

今年银监会的考试分五种类型，我参加的是银监综合类考试，考试时间是国考前一天，两个小时，很宽松。卷子

是一本，包括五种考试类型的试题，考生做自己的那部分就好。 

 

 

综合类考试分三个部分，1、单选（80 题中选做 60 道）每题 1 分，2、多选（30 选做 20 道）每题 1.5 分，多选少

选好像都不得分，3、英语阅读两段，每段五道题，每题一分。 

 

 

单选的范围考的非常广，但是都是比较基础的概念性知识，没有特别深的考点，但是难点就是没办法复习到这么

多知识。今年的题大多都是管理类有 40 道左右吧，经济相关的有 20 道左右（都很简单），还有 10 道中学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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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历史常识，还有些法律和一些我记不清楚或者不知道怎么归类的…由于答案我都不确定，所以仅仅列出问题

供大家参考。 

 

 

例如： 

 

1.对知识性团队应该采取什么导向的管理方式 

 

2.首因效应 

 

3.背水一战典故来自哪个战役 

 

4.民贵君轻的思想是谁提出的（孟子） 

 

5.柳永是（北宋婉约派） 

 

6.秦朝书信多采用什么字体（是小篆吗？） 

 

7.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 

 

8.资产=负债+所有者权利是哪个表（是不是很简单…） 

 

9.以下哪项不属于流动资产 

 

10.以下哪项会引起资产的变动 

 

11.以下哪项不属于资产的基本定义 

 

12.员工岗位的轮换或工种轮换属于（横向职业发展） 

 

13.在非全社会日制用工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能超过（15 天） 

 

14.以下哪项是员工法定福利（住房公积金） 

 

15.休假日工作应支付几倍工资 

 

16.以下那种保险不需员工个人承担（医疗、养老、工伤、失业） 

 

17. 《公司法》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 

 

 

 

多选题中，经济相关的一半左右吧，其余的也是管理心理以及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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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集体决策的缺点 

 

2.招聘时需要考察的非智力因素 

 

3.以下哪项属于学习行为 

 

4.调查问卷的设置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 

 

5.检查原始凭证时要注意其（真实性、合法性） 

 

6.会计的职能 

 

7.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 

 

8.以下哪项会影响企业的总利润 

 

 

英语阅读每篇都很短，难度很低最多也就四级水平，没有什么生词。我翻了翻各类型的试题，英语都是一样的。 

 

 

扫了一眼银监监管类的试题，发现没有选做的形式，直接是固定的 60 道单选，20 道多选和 10 道英语。看了第一

页的单选题还是挺简单的，记得有公共产品、基尼系数等特别基础的概念，后面的就不清楚了。 

 

大家好运！~ 

 

2.2.3 2012 年银监监管类笔试内容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12341-1-1.html 

今天下午刚刚考完专业课笔试，赶紧上来发帖，为明天公共课攒人品吧，不得不说，书看的有点偏了。。。额。。。 

    先说一下考试大体结构吧，单选题 60 个，一个 1 分，多选题 20 个，一个 1.5 分，英语阅读理解两篇，共 10

题，一题 1 分。 

    考试内容涉及到：微观有五个单选，两三个多选，宏观有五六个单选，两三个多选，国际金融有五六个单选，

剩下的单选有货币金融的，还有较少量的风险管理的，大体数量是这样，也没有数的很清楚。到这大家就可以看

的很清楚了，基础知识比去年分布的均衡了一些，金融基础理论都有涉及，而且比较平均。 

    开始回忆试题（尽量回忆啊，题目有点多） 

    一、单选题（顺序不对，想到哪个写哪个吧） 

    1.下列哪种商品最适合用"薄利多销"的策略增加总收益  化妆品，课本，食盐 

    2.使用农产品支持价格的时候，国家要采取什么策略：收购多余的农产品 

    3.吉芬物品的特点，需求的收入弹性和需求的价格弹性为正还是为负，这个我选的收入弹性为负，价格弹性为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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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宏观经济学建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悲催的选错了。。。 

    5.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 

    6.没有加入欧元区的国家，英国。。。悲催 

    7.商业银行能够控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定期存款准备金率，活期存款准备金率 

    8.央行买入证券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 

    9.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应量导致价格上升 

    10.央行卖出证券，约定一定时期后买回，属于正回购 

    11.证券回购协议本质上属于抵押贷款 

    12.自然失业率的计算 

    13.哪个不属于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 

    14.贷款分为五级是为了管理流动性风险 

    15.CAMELs 中 E 代表   收益 

    16.贷款五级分类中不属于不良贷款的是关注类 

    17.能够代表资产质量的指标是不良贷款率 

    18.利率互换协议，计算互换后各方的利率 

    19.能够表示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的是：资本金规模（或资产规模，不确定）和风险管理能力 

    20.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21.通胀和逆差需要怎么调节：紧缩、贬值 

    22.货币乘数的计算 

    23.到期收益率的计算 

    24.债券 1000 元，年利率 6%，计息期半年，到年底本息和 

 

    二.多选题 

    1.影响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 

    2.充分就业情况不存在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 

    3.完全竞争厂商长期均衡的情况下，有哪些表现 

    4.危机后应对的措施 

    5.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6.商业银行的现金流量包括哪几个方面，投资、融资和经营 

    7.属于需求的项目：投资、净出口、政府购买 

    8.属于金融衍生工具的是期权和期货 

    9.金融衍生工具的特点 

    10.世界银行有哪三个分支机构 

 

绞尽脑汁回忆了这些，欢迎大家补充指正。。。 

2.2.4 2013 银监会笔试回忆 不是很全 欢迎补充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12288-1-1.html 

一、单选 

1、        薄利多销 

A 化妆品 B 教材 C 药品 D 食盐 

2、国家对农产品价格高于均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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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过剩产品 

3、宏观经济学 

就业利息通论 

4、M1 指的是 

5、根据货币乘数、存准率，算现金漏损率 

6、金银复本位制 

7、银行间拆借是信用拆借 

8、费雪方程式 

9、菲利普斯曲线 

10、CAMEL 

11、衡量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指标 

12、向中央银行借款 

13、人民币升值 

A 中国提高利率 B 反倾销案增多 C 中国严重通胀 D … 

14、分业经营法案——格拉斯，蒂斯格尔法案 

15、哪项可以由商业银行自己决定：超额准备金率 

16、哪项是金融衍生品的特点 

17、利率互换 

18、近代央行的鼻祖 

19、哪个国家没有加入欧盟 

20、算失业率 

21、正回购的概念、 

22、央行买证券会增加货币供给 

23、回购的本质是质押贷款 

24、不属于不良贷款的是 

25、国内通胀国际收支逆差应用（紧缩财政、本币贬值） 

26、属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是 

27、汇率超调的原因 

28、国际收支表的记账 

29、不属于表外业务的是 

30、用复利计算收益 

31、经济周期 

32、公共物品的特性 

33、基尼系数 

34、充当美国央行的是（美联储） 

35、贷款人进行项目融资时应考虑 

A 盈利能力分析 B  偿债能力分析 C  现金流量分析 

36、久期防范的是利率风险 

37、五级分类法防范的是信用风险 

38、操作风险 

39、流动性风险 

40、综合反映商业银行盈利与亏损的报表 

41、逆向选择 

42、资本充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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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三大支柱 

44、商业银行风险水平（资本金和风险管理水平） 

45、相机抉择是哪个学派的 

46、关于国际收支 

47、吉芬商品 

48、盯市 

49、风险 

50、公允价值 

51、 

二、多选 

1、货币的职能 

2、商业银行经营原则 

3、监管的国际化 

4、需求弹性相关的要素 

5、特别提款权 

A 有内在价值 B 没有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背景 

C 按各成员国货币汇率加权折算而成 D 适用于成员国之间 

6、央行 A 银行的银行 B 政府的银行 C 发行的银行 

7、对银行的资本监管的好处 

8、货币政策工具 

9、属于金融衍生品的是 

10、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的影响 

11、充分就业的概念 

12、商业银行的职能 

13、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 

14、凯恩斯货币需求的三大类型 

15、利率市场化的好处 

16、担保的三类型 

17、属于表外业务的是（承兑、信用证、承诺） 

18、企业的现金流活动（投资、筹资、经营） 

19、总需求包括 

 

 

后面是两篇英文阅读，第一篇简单，第二篇的网址：http://www.time.com/time/business/article/0,8599,1923330,00.html 

2.2.5 2012.11.24 专业考试题新鲜出炉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12226-1-1.html 

还是单选 60 道，多选 20 道，英语题 10 道。 

先说英语题，阅读理解不是很难，没有艰涩的词汇，第一篇是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二篇讲述了 GDP 不能

完全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需要考虑其它因素像 satisfaction 啊等等的 

 

单选里面主要还是考理论、定律，不能完全背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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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吉芬商品”？ 

宏观经济学最初的著作？选项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M1 包括什么？ 

CAMELs 评级中的 E 代表什么？ 

贷款评级的几个级别分别是？ 

信贷评级属于什么风险管理？ 

下列哪项会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1.我国利率上升，世界利率不变；2.我国通货膨胀；3.…… 

下列哪个商品可以用“薄利多销”手段？：1.化妆品；2.药品；3.食盐；4.教科书 

一件商品的价格弹性取决于什么？：1.人们对这件消费品的需求；2.这件消费品的可替代性；3.生产难度…… 

还有一道关于利率互换的计算，A 选固定利率、B 选浮动利率 

还有算利息的，复利 

计算失业率 

已知货币乘数和准备金率，求现金漏的比率 

只能想起这么多，选项顺序可能不太对，以后想起来再进来补充吧！ 

 

考试涉及的知识点:1.银行从业的《风险管理》（非常有用啊！！考了之后才后悔当初没多看多背这里面的东西） 

2.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经济学的一些原理、规律，像菲利普斯曲线，利率与汇率的关系，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呀、

财政政策这些 

还有一些概念，像我就压根没听说过“吉芬商品”== 

3.货币银行学：M1，M2 什么的，还有货币乘数！！ 

4.金融的一些基本知识：金融衍生品有哪些，作用是什么？等等 

5.监管的一些规定、制度 

 

2.2.6 2013 银监会银监监管类笔试部分试题（考试刚归来 奉献论坛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12119-1-1.html 

一、单选（1 分*60） 

二、多选（1.5 分*20） 

三、阅读（1 分*10）两篇 比较简单 一个是奥林匹克 一个是有关 GDP 的 

以下是部分单选和多选，顺序记不住，题太多了，没都抄，有很多是宏观教材上的内容也都没记下来，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补充。 

1.吉芬商品 需求和收入 需求和价格 

2.宏观经济学创立起重要作用的是哪本著作？国富论 通论 赋税原理 经济学原理 

3.失业率的计算 

4.哪个国家未加入欧元区？马耳他 爱沙尼亚 

5.被视作近代中央银行的鼻祖的是？英格兰银行 德意志银行 

6.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是将港币与（  ）挂钩 

7.确立美国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的是哪部法案？ 格拉斯 

8.国际收支 经常项目 资本项目包括什么 

9.多恩布什“汇率超调论”汇率会过度反应 是因为 

10.货币政策采取“相机抉择”是哪个学派？ 

11.货币乘数 K=4，法定存款准备率 r=10%，则现金漏损率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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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利率变动一个基点是？0.001%  0.01%  0.1%  1% 

13.久期是衡量金融工具对（  ）的敏感性 

14.持有到期收益率公式是？ 

15.公允价值 

16.资本充足率公式 

17.金融衍生工具特点？ 

18.世界银行集团所属的三家机构是什么？ 

19.利率市场化的作用 

20.现金流量涉及下列哪几种活动？ 

21.哪些是表外业务 

22.贷款担保种类 

23.衍生产品与市场风险的关系 

24.资本监管的重要性有哪些？ 

25.商业银行的功能 

26.衡量资产质量最重要的指标是？ 

27.资产重估过程中，如果资产有活跃交易的市场价格，即可按照其市价来定价，这也可称为？A.模拟  B.方

差  C.盯市  D.盯模 

 

明天还有最重要的行测和申论，大家一起加油！ 

2.2.7  2012 银监监管类试题回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59975-1-1.html 

 

终于考完了，回忆下昨天的专业试题，就当攒人品吧~ 

一、单项选择 60 分（1.5*40） 

能回忆起来的有 

1.货币市场中心 英国 

2.金本位最从哪个国家实行 

3.供给变化 对价格和数量的影响 

4.托宾税 

5.脱媒 

6.几个监管指标要求  存贷比 流动比率 

7.挤出效应 

8.交易账户 银行账户 

9.政府通胀预期 对利率的影响 

10.资本流动下 紧缩货币政策对产出和汇率的影响 

11.巴塞尔 3 大支柱 

12.国内生产总值 转移支付 

13.巴塞尔协议的目的 资本充足率 

14.哪个组织保证商业银行实施有效内部控制系统 

15.借款人违约属于“信用风险” 

16.衡量银行经营效益的指标 ROC，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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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国商业银行“大而不倒”增加还是减少了道德风险 

二、多项选择 20 分（2*10） 

1.边际效用的概念 

2.属于银监局监管的机构 

3.商业银行的作用  

A 信用创造 B 宏观调控 C 信用中介 D 支付中介 

4.市场准入  

A 业务准入 B 机构准入 C 经营准入 D 高级管理人员准入 

5.担保贷款 

A 抵押 B 质押 C 保证 D 安慰信 

6.商业银行核心资本 

7.中间业务 

8.资产证券化 

9.信息技术风险 

10.RAROC 

三、英语完形 10 分（1*10） 

这个看到有人发过了 

四、英语阅读 10 分（2*5） 

阅读是《the economist》节选的 不太完整..所以我有点怀疑后面题目选项的设置 比如作者态度那题 

  Look around the business world and two things stand out: the modern economy places an enormous premium on 

brainpower; and there is not enough to go round. The best evidence of a “talent shortage” can be seen in high-tech firms. 

The likes of Yahoo! and Microsoft are battling for the world's best computer scientists. As our survey this week shows, 

such worries are common in just about every business nowadays. Companies of all sorts are taking longer to fill 

jobs—and say they are having to make do with sub-standard employees. Ever more money is being thrown at the 

problem—last year 2,300 firms adopted some form of talent-management technology—and the status and size of 

human-resource departments have risen accordingly.  

   Some of this panic is overdone—and linked to the business cycle: there was much ado about “a war for talent” in 

America in the 1990s, until the dotcom bubble burst. People often talk about shortages when they should really be 

discussing price. Eventually, supply will rise to meet demand and the market will adjust. But, while you wait, your firm 

might go bust. For the evidence is that the talent shortage is likely to get worse.Nobody really disputes the idea that the 

demand for talent-intensive skills is rising. The value of “intangible” assets—everything from skilled workers to patents to 

know-how—has ballooned from 20% of the value of companies in the S&P 500 to 70% today. The proportion of 

American workers doing jobs that call for complex skills has grown three times as fast as employment in general.  

    As for supply, the picture in much of the developed world is haunted by demography. By 2025 the number of people 

aged 15-64 is projected to fall by 7% in Germany, 9% in Italy and 14% in Japan. Even in still growing America, the 

imminent retirement of the baby-boomers means that companies will lose large numbers of experienced workers in a short 

space of time (by one count half the top people at America's 500 leading companies will go in the next five years). 

Meanwhile, two things are making it much harder for companies to adjust. The first is the collapse of loyalty. Companies 

happily chopped out layers of managers during the 1990s; now people are likely to repay them by moving to the highest 

bidder. The second is the mismatch between what schools are producing and what companies need. In most Western 

countries schools are churning out too fe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and far too many people who lack the skills to work 

in a modern economy (that's why there are talent shortages at the top alongsid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for the 

low-skilled). 

   For companies the main task is simply to end up with more talented people than their competitors. Firms will su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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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to cast their net wider, employing more part-time workers and more older workers, and spending yet more on 

training, even in places where workers seem cheap: the training budget at Infosys, an Indian tech giant, is now well above 

$100m. Human-resource managers, once second-tier figures, now often rank among the highest-paid people at American 

firms; they will have to justify that status. 

   But governments too need to act. Removing barriers is a priority: even America still rations the number of highly 

skilled immigrants it lets in, and Japan and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do far worse. But education inevitably matters most. 

How can India talk about its IT economy lifting the country out of poverty when 40% of its population cannot read?  

 

这套题有人觉得容易，有人觉得难~可能基础比较扎实的人会答的好些吧~  

复习过程中除了货币银行 我主要看了银行从业的公共基础和风险管理，还看了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以及近期银监会

出台的政策法规（吐槽一下，我一直觉得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是必考无疑的，谁知道。。。） 

今年这样的题目形式是第一次，明年应该会有所改进吧，我觉得应该更专业些。 

by Cecily 

2.2.8 银监会行政执法、综合管理之银监监管类（笔试）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59793-1-1.html 

 

考试之前看了很多前辈的帖子，觉得很受益，趁着刚考完试，还热乎着，就先回忆点，供以后网友参考。 

试卷主要分银监监管类、银监综合类、银监统计类、银监计算类、银监法律类这五大类，我看了下，监管类的题

和综合类的题差不多，很多就是顺序打乱一下。但是综合考的题量比监管类的多，貌似还考会计。其他三类，主

要是考和类别相关的专业知识，比如统计主要考统计的知识，就扫了一眼，具体没仔细看。 

一、题型。（总分 100 分） 

中文：40 个单选，15 个双选；英语：10 个完形填空（四级难度），5 个阅读理解； 

中文部分主要考：宏观、金融、经济、银行监管等 

 

二、下面，就监管类的题简单回忆： 

1、如果供给变了，均衡点如何变化？ 

2、（多选）银行入市准入包括？（机构、业务、高级管理人员准入） 

3、第一个实行金本位的国家？ 

4、《巴塞尔协议》主要目的 

5、《巴塞尔协议 2》三大支柱？ 

 

想不起来了，以后想到再补充吧。 

 

三。建议。 

考试前看银行从业的《基础》和《风险管理》，还有广大网友总结的东东，都很有帮助的。反正一切能找到的资源

都拿来看看，自己斟酌吧。 

还有，记得考试前弄清楚自己考试类别，千万别做错试卷了。 

2.2.9 2012 年银监专业笔试经验（监管类）(申请加精)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5976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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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专业笔试一改去年的风格，全部都是客观题，单选 1.5*40=60,多选 2*10=20，完形填空 1*10=10，阅读理

解 2*5=10 

      总的来说难度非常低，考试范围涵盖：宏观经济学、银行从业考试、国际金融。 

      以下是部分试题回想 

     一、单选。（顺序不对） 

      1、最早使用金本位制的国家 

           A、美国  B、英国   C、法国 D、日本 

      2、最大的货币市场在（） 

           A、伦敦    B、巴黎     C、鹿特丹      D、柏林 

      3、中央银行通过（）衡量货币供应量 

         A、M0    B、M1     C、M2      D、基础货币 

      4.供给的增加会导致（C） 

        A.供给量和价格的同向增加 

         B.供给量和价格的反向减少 

        C.供给量的同向增加，价格的反向减少   

        D.供给量的反向减少，价格的同向增加 

      4、以下哪个不应计入 GDP 

         A、经纪人收取的一套老房子买卖佣金   B、政府转移的救济金  C、D、 

      5、以下会导致利率升高的是（） 

          A、证券波动率加大  B、企业对未来的厂房投资回报预期下降 C、银行调低通过膨胀率预期 D、银行调

高通过膨胀率预期 

      6、挤出效应 

         A、货币供应下降导致利率上升，挤出利率敏感性的私人支出  

         B、 

        C、政府支出导致利率上升，挤出私人投资  

        D、 

      7、同时出现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逆差时应（） 

      8、通货紧缩导致（） 

           A.产出下降，本国货币升值  

      9、托宾税的目的（） 

           A、抑制投机  B、调节汇率   C、D 

      10、用什么衡量银行的盈利能力 

          A、BCD 

      11、货币政策的目标不包括以下（）  

          A.经济增长 B.促进就业 C.降低利率 D.平衡国际收支  

      12、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不能保证以下（） 

          A、在危机时，人民可能不会从银行取钱出来 

          B、 

          D、银行道德风险得以缓释 

      13.美国的“大而不到”的银行制度（） 

           A.防止大型银行发生道德风险 

           B.导致大型银行发生道德风险  

           C.防止小型银行发生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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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导致小型银行发生道德风险  

      14、商业银行遵循的经营原则是（）    

           A.安全性，流动性，效益型  

      15,由出票银行签发的，由其在见票时按照实际结算金额无条件支付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是（）   

            A.银行汇票 B.商业汇票 C.银行本票 D.支票  

       16.《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不包括以下哪个（） 

        A.最低资本要求 B.市场约束 C.银行治理     D.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17.优先股的权利不包括以下哪项（） 

          A.优先获得公司剩余财产的清偿 B.优先获得分配 C.表决权 D.受固定收益  

      18.通过银监会的审核可以设立商业银行，银监会会颁发（）  

          A.金融许可证    B.营业执照  C.    D、银行从业执业证书 

      19.关于商业银行信用分散、转嫁、回避、控制得判断。   

      20.银监会的监管是——管法人、管内控、管，提高透明度   

      21,以下哪个说法错误  

           A.资本充足率不得少于 8%  

           B、存贷比不得低于 70% 

          C、流动比率 不得低于 25% 

            D.对于对同一贷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 10% 

      24.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审查属于（） 

          A.非现场监管  B、市场准入  C、现场监管 D、 

     25.下列关于公允价值的判断错误的是（）。 

           A、直接获得的市场价格 

          B、按公允模型 

          C.按实际支付价格  

          D、按预期估算，但是数据与预期相冲突 

     26.按照国际上讲商业银行分为银行账户和（）账户  

          A.表外  B、交易  C、资产   D、负责 

    27.某人因为寻找到了更高的收益率的投资，或者因为银行存款利率太低，而导致此人没有把钱存入银行的现

象是（） 

          A.资产证券化   B.范围经济效应   C. 金融创新   D.脱媒  

 

     28.（）决定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A.董事会 B.监事会 C.高级高级管理层 D.股东大会 

      38、资本自由流动情形下 

      40、高级管理层的薪酬 

     二、多选。 

     1、边际效应是（） 

          A、消费一单位带来的平均效用 

          B、每增加一单位消费所带来的效用 

          C、最后一单位带来的效用 

          D、每增加一单位消费所带来的总效用得增量 

     2、银监会监管对象（） 

         A、银行业   B、基金公司   C、农村信用社  D、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3、银行担保分类（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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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质押  B、抵押  C、保证  D、安慰函 

     4、银行金融业机构市场准入（） 

        A、机构准入  B、业务准入  C、经营准备入   D、高级管理人员准入 

     5、资产证券化（） 

       A、将高流动性资产打包成低流动性的资产出售   

       B、将低流动性资产打包成高流动性资产出售  

      C、资产证券化属于结构化融资 

      D、资产证券化分为 MBS 类和 ABS 类 

     6、以下属于核心资产的是（） 

        A、权益资产  B、公开储备  C、重估储备  D、贷款准备金 

     7、银行中间业务      

        A、理财业务  B、支付业务  C、债券投资 D、资产托管业务 

     8、 

     9、 

    10、经风险调整 RARCO 的业绩评估(ABCD) 

三、完形填空（70%相似） 

     The family is the center of most traditional Asians&acute; lives. Many people worry about their families welfare, 

reputation, and honor. Asian families are often  1 , including several generations related by  2  or marriage living in the 

same home. An Asian person&acute;s misdeeds are not blamed just on the individual but also on the family ---including 

the dead  3 .  

     Traditional Chinese, among many other Asians, respect their elders and feel a deep sense of duty  4  them. Children 

repay their parents&acute;  5  by being successful and supporting them in old age. This is accepted as a  6  part of life in 

China.  7 , taking care of the aged parents is often viewed as a tremendous  8  in the United States,swheresaging and 

family support are not  9  highly.  10 , in the youth-oriented United States, growing old is seen as a bad thing, and many 

old people do not receive respect.  

     Pilipinos, the most Americanized of the Asians, are  11  extremely family-oriented. They are  12  to helping their 

children and will sacrifice greatly for their children to get an education.  13 , the children are devoted to their parents, who 

often live nearby. Grown children who leave the country for economic reasons  14  send large parts of their income home 

to their parents.   

     The Vietnamese family  15  people currently  16  as well as the spirits of the dead and of the as-yet unborn. Any  17  or 

actions are done from family considerations, not individual desires. People&acute;s behavior is fudged  18  whether it 

brings shame or pride to the family. The Vietnamese do not particularly believe in self-reliance; in this way, they are 

the  19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Vietnamese think that their actions in this life will influence their  20  in the 

next life.  

   

 

1. A. enlarged B. extended C. expanded D. lengthened 

2 . A. history B. interaction C. blood D. bond  

3. A. pioneer B. settlers C. immigrant D. ancestors  

4. A. toward B. for C. of D. on  

5. A. contributions B. sufferings C. sacrifices D. tributes  

6. A. formal B. natural C. regular D. peculiar  

7. A. in comparison B. to the same extent C. in a way D. in contrast  

8. A. relief B. responsibility C. burden D.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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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rewarded B. honored C. regarded D. complimented 

10. A. in fact B. of course C. and yet D. as a result  

11. A. but B. further C. still D. only  

12. A. confined B. dedicated C. corresponded D. exposed  

13. A. in turn B. in exchange C. in vain D. in debt  

14. A. occasionally B. intentionally C. typically D. steadily  

15. A. insists on B. consists of C. persists in D. resists to  

16. A. living B. lively C. alive D. life  

17. A. incidences B. decisions C. accidents D. expedition 

18. A. on B. for C. by D. in  

19. A. counterpart B. opposite C. competitor D. opponent   

20. A. station B. status C. stature D. state 

参考答案： 1.B 2.C 3.D 4.A 5.C 6.B 7.D 8.C 9.B 10.A 11.C 12.B 13.A 14.C 15.B 16.C 17.B 18.A 19.B 20.B  

 

四、阅读理解 

      比四级还简单 

 

            大概回忆的题目就是这些了！总的来说今年的专业笔试非常简单，估计是因为第一年改革吧，明天应该

不会这么容易了！哎~严重鄙视出题者没有责任心，甚至没有脑子。这些题目不是《宏观经济学》的课后题，就是

《银行从业考试》的原题。坑爹！ 

2.2.10 银监会 监管类 笔试题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58559-1-1.html 

 

银行记账时把银行账户和什么账户分开？ 

银监会心得 

1、2003 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1)由三大支柱组成：一是最低资本要求；二是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三是银行业必须满足的信息披

露要求。  

（2）2010年《巴塞尔协议 III》9 月 12 日，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由目前的 4%上调到 6%，同时计提 2.5%

的防护缓冲资本和不高于 2.5%的反周期准备资本，这样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达到 8.5%-11%。总资本充足率

要求仍维持 8%不变。此外，还将引入杠杆比率、流动杠杆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来源比率的要求，以降低银行系统

的流动性风险，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2、广义的表外业务则除了包括狭义的表外业务，还包括结算、代理、咨询等无风险的经营活动，所以广义的表外

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从事的所有不在资产负债表内反映的业务。通常我们所说的表外业务主要指的是狭义的表外业

务。  

  1）.担保类业务，是指商业银行接受客户的委托对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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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责任的业务，包括担保（保函）、备用信用证、跟单信用证、承兑等。   2.）承诺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在

未来某一日期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向客户提供约定的信用业务，包括贷款承诺等。   3）.金融衍生交易类业务，

是指商业银行为满足客户保值或自身头寸管理等需要而进行的货币（包括外汇）和利率的远期、掉期、期权等衍

生交易业务。 

3、银行准入  业务准入  经营准入   到底哪些准入？ 

4、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指一个相对平面的市场上，由于供应、需求有新的增加，导致部分资金从原

来的预支中挤出，而流入到新的商品中。 挤出效应：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 

5、  托宾税的特征是单一税率和全球性。托宾税的功能有，   ①抑制投机、稳定汇率。 ②可以为全球性

收入再分配提供资金来源。 

 

2.2.11 银监监管类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58439-1-1.html 

 

今天花了两个小时做银监的题，其中一个多小时是干等过去的，感觉时间很充裕，称记忆还鲜活，将记得的题发

上来，作为笔经吧。 

记得的题目有： 

转移支付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 

欧洲最大的货币市场 

最早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 

银行分为银行账户和（）账户 

巴塞尔协议的目的？ 

什么是“脱煤” 

“资产证券化”是结构融资，主要有 MBS 和 ABS 两类 

哪个组织保证商业银行实施有效内部控制系统 

借款人违约属于“信用风险” 

市场准入有“机构准入”、“业务准入”、“高级管理人员准入” 

一级资本有“权益资本”、“公开储备”，二级资本有“非公开储备”、“普通贷款准备” 

银监会监管“信托公司”“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银行”等，“基金管理公司”不属于监管范围。 

RAROC 的概念和作用 

衡量银行经营效益的指标 ROC，ROA 

存款保险制度增加了道德风险，类似的另有一道貌似“大行不倒”的题 

存贷比要求 

2.2.12 2011.2.26-27 银监局笔试（上海监管 1 类）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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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上午笔试 今年笔试有点奇怪，监管 1 类，包含了很多专业：比如会计也在内。。。o(╯□╰)o 

8:30 进考场，9:00 开考，考 3 小时，如果都会的话，不需要那么久，如果什么都不会的话，也不需要那么久。。 

一、单选题（20*1 分） 

二、多选题（10*2 分） 

三、判断题（10*2 分） 

四、简答题（1*20 分） 

是关于银行的风险问题，问那家银行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对此该如何解决？ 

关键是把银行的八类风险搞清楚，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法律风险、战略风

险、合规风险。另外，涉及资本充足率。 

五、论述题（1*20 分） 

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说金融危机之后，**(一个金融的国际组织)对于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内容啥的。 

o(╯□╰)o 那个组织不是巴塞尔委员会，我在准备看到题目之前压根不知道有这样个组织。。囧。。所以就瞎编乱造

在那里 

出来问同学，结果大家都不会。。。 

所以要考银监会，平时这样的新闻还是关注下的好 

单选、多选、判断，主要考的就是银行从业资格《风险管理》、《公共基础》上的知识，好好看看，肯定没错的 

还涉及一点货币金融的东西 

英语的东西 

一、阅读理解 

两篇，一篇五道选择题 

一篇是讲经济全球化，举例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区，还有欧盟 

一篇是讲美国移民的问题，比较奇怪考这个内容的 

二、汉译英 

主要是关于金融危机之后，2010 年各个国家经济复苏的情况，以及对 2011/2012 的一点什么增长预测 

记得我写最多的词语：developing country，rise，increase，soar。。。。反正有点中式英语的感觉，估计这个大家都

差不多，有的句子还比较长，估计语法错误还不少。想改卷子的老师应该见怪不怪了吧。总之，尽量写吧。 

 

2.26 下午 资格审查 

上海银监会笔试的地点和资格审查的地点不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吃完中饭就奔向下一个地点 

对于应届生来说，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成绩单上一定要盖学校的章，并且，复印的不行，要红色的，他要收红色的

那张。。 

抽签，其实就是抽你在你那组面试的顺序，考同一职位的都是一组的，所以考同一职位的都是在同一上午 or 下午

面试的，如果人不多的话。。人多的可能分上下午 

 

2.27 上午面试 

不管你是你那组的第一个面试 or 最后一个面试，你都必须在 8:00 左右的时候到侯考的地方 

面试是从 8:30 开始的，开始之前的时候所有人的手机都必须上缴。。 

面试官在面到一半的时候，可能有个茶歇，因为他们也是非常累的 

面试的题目感觉银监会是不是搞题库形式的，英语的其实在以前的都可以找到。。。 

悲催的是我没有准备啊。。。。 

所以我就把中文的写写吧，但是感觉这个年年会变的 

1、介绍你研究生、本科时期的学习状况 

2、在金融监管时，大概是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你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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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题：谈谈如果你去审查一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你会怎么做，看那些东西？ 

 

写了这么多，当攒 RP 了，希望吧，即使希望是渺小的~~ 

对了，总成绩=初试*50%+专业笔试*15%+面试*35%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初试和面试！！ 

 

题外话：虽然觉得银监局是个清水衙门，但是还是蛮想去，因为对于女生而言，那里是个比较安稳的地方。 

 

 

2.2.13 成都监管一类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560027-1-1.html 

分为 专业笔试和英语笔试 

 

专业笔试 

1，选择题（20 分 20）帕累托最优，，， 

2，多选（20 分  10 ）核心资本的具体内容，信用风险的具体分类，评价信贷质量的指标，商业银行法中分行的

资金使用量不得超过总行注册资本的多少，0 

3，判断（20 分 10） 逆周期操作，操作风险的计算方法 

4，案例（20 分） 关于银行流动性指标，人事，等的评价和建议 

5，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综述，从微观，中观，宏观角度（见于银监会网站上国际监管动向板块） 

 

英语笔试 

选择题（两篇 10 道题，50 分） 

汉译英（50 分） 

 

 

客观题部分主要还是在银行从业风险管理书中，论述多半会来自银监会网站的重要文件，汉译英注意提前把握相

关商业英语的表达，比如资本，房地产业，大宗商品，资产泡沫，发展中国家，，等等，主要是当年经济形式可能

涉及的单词，， 

 

2.2.14 银监会监管二类题目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560009-1-1.html 

 

前面三十个选择，个人感觉，要多看与商业银行方面有关的东西。我是没看，所以不大会，瞎选。 

 

简答八选三。 

多答了选前三道几分。每题 5 分。 

好多题都是财会或者法律的，看也看不懂。直接跳。 

我本人学行管，选了以下三题：事业部制的优缺点；绩效管理的信度和效度；如果一家银行违反了审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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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逾期未改，监管部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一道论述。10 分。 

结合金融危机，谈下为什么要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从哪方面进行？ 

 

然后英语。 

一篇阅读，难度不大，篇幅较长。10 分 

一道英译中。20 分 

一道中译英。20 分 

 

以上，希望对明年的同学有用。 

PS，个人感觉时间很紧，莫非还是我太菜…… 

2.2.15 银监局笔试真题 

(在北京,西安,沈阳,广州,上海的统一考试) 

填空题 

  1 世界三大经济组织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______. 

  2 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从____国家开始爆发的. 

  3 我国从____年不良资产率第一次降到一位数. 

  4 银行监管的目标是_______. 

  5 商业银行是吸收____发放贷款办理_____的机构. 

  6 会计的六个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____,_____,利润. 

  7 行政公告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商业银行也客户的交往原则是___,自愿,_____的原则. 

  9 巴塞尔协议最低资本充足率____,其中核心资本_______. 

  10 票据分为汇票,____,支票. 

  11 经济资本又称________. 

  12 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____,利润表. 

  13 银监会要向社会公布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_____,_____,等信息. 

  14 商业银行应该在______基础上对会计信息进行汇总,做好会计报表. 

  15 我国试点资产证券化的两个银行是______,________. 

  16QFII 的意思是指______________. 

  17 公共产品由政府,准公共组织,_______来提供. 

  18 股东拥有_____,参与重大决策,_____的权利. 

   

选择题 

  1 股票市盈率是指? 

  2 中间业务的好处有那些? 

  3 金融衍生工具有那些? 

  4 在 WORD 中插入表格,那些论述是正确的? 

  5 超过 25%的比率,银监会将按什么机构来监管? 

  6 什么样的人不能从事商业银行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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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页 共 97 页 

  7 下面有哪些是金融监管机构? 

  8 国际会计公认的准则有哪几个? 

  9 商业银行授信的范围? 

  10 银行风险管理的内容? 

  11 成为监管者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12 法人的分类? 

  13 成立商业银行最低的注册资金是多少? 

  14 商业银行在一个会计年度几个月内向银监会提供经营情况? 

  15 银监会不能监管的机构有哪些? 

  16 我国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有哪些? 

  17<有效监管核心标准>是哪个机构提出来的? 

  18 什么样的合同是无效的合同? 

 

19 我国现在形成了什么样的汇率制度? 

 

20 某个会计活动反映了会计的什么原则? (谨慎原则)! 

简答题 

监管岗： 

1、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是什么？  

2、银行审慎经营原则的内容是什么？ 

法律岗： 

1、 我国处理问题银行都有哪些法律和依据？ 

2、 加入 WTO 对我国银行立法的影响？ 

统计分析岗； 

1、泊松分布的特征是什么？举几个生活中的例子。 

2、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应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正是关于风险管理的） 

会计岗： 

1、我国会计体系的框架是什么？ 

2、美国《***82 年（班德斯—德鲁斯）会计法案》的原则和内容是什么？ 

计算机岗： 

1、LINUX 的特征、体系和功能？ 

2、主要有哪些网络攻击手段？ 

综合文秘管理岗： 

1、怎样完善银行业的内控机制？  

2、银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是什么？ 

论述题，二选一，600-800 字 

1、谈谈国际化银行应具备的特征？ 

2、结合新农村建设，谈谈如何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英译汉(关于政府在银行业监管中的角色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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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银监会面试资料 

3.1 银监会 2014-2017 面试综合资料 

3.1.1 17 年银监面试题目分享（财会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5233-1-1.html 

1 自我介绍 

2 忘了，，，大概意思是领导给你安排工作，但是单位同事对你不满意，你怎么办？ 

3 成大事者应不拘小节 and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两句话矛盾吗？ 

4 从财务的角度谈谈银监对银行的现场检查时应该注意哪些内容。 

5 

6 英语：银行对大学生发放信用卡，你同意吗，理由是？ 

 

第五条楼主忘了，楼主面试之前就经常来 BBS 找往年的面试真题，所以现在面试通过了，想要回馈这个论坛。 

面试分数是 85 分，有几点感触。面试的时候一定要自信，保持微笑。如果有什么想交流的可以直接回复 

3.1.2 2017 山东银监局 下午 经济金融岗面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3628-1-1.html 

回馈论坛： 

1.自我介绍 3 分钟 

2.如果你进入银监会系统发现都是琐碎的工作，你怎么办？ 

3.有人说： 别人拍的照片好看是相机好 拍的不好看是技术差。你怎么看？ 

4.对于频发的存款失踪案件 分析原因 和对策 

5.谈谈当前银行面对的风险 以及 应对风险措施 

6.英语：3 个关键词描述你自己，并阐明为何选这 3 个词。 

 

 

上午的题目，也有同学告诉我部分 

1.自我介绍 3 分钟 

2.跨市场监管 你怎么看？ 

3.SDR 分析 挑战与应对分析 

 

英语题：关于大学生办理信用卡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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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笔试排名非常靠前，也可以进入省局面试；211 财经男硕士，国有行工作两年，最终，没录取···  

3.1.3 2 月 18 日银监浙江面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2824-1-1.html 

1、自我介绍；2、对政府简政放权的看法；3、非法集资的定义，什么条件定义非法集资；4、交叉性金融风险的

危害和对策；5、英语：对大学生发放信用卡的看法。 

题目不算偏，多少都能讲。考官也都很亲切，所以不会太紧张。 

 

ps，浙江地区～ 

3.1.4 2017.2.18 下午财经岗 shanxi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2800-1-1.html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面试题，希望能够打对大家有用，我们是周五下午（2 月 17 号）下午抽签儿（从 2 点等到

6 点，效率啊 ），2 月 18 号下午场的财经类的岗位面试。一个岗位的人，抽的顺序，也就是说你能知道你

们岗位的顺序，而整个考场的顺序你是不知道的（实际上，是工作人员给你们安排好了整个考场的顺序，这实在

）。 

面试考场好像有 4，5，6 个（记不清） 。每个考场里面，算上考生有九个人。有六个考官，5 个考官给一

人一道/2 道给你读题，一个考官是监督的（五个做你正对面，监督的坐在左侧面），还有两个工作人员是计分和

录像的（右侧面）。那个场地是在酒店，说起来还真不错 布局挺像圆桌会议的那种，但还不是。。。。。 

可能，由于我是下午场，考官都比较累，全程都低着头没有看我，特别要提到的有个记分美女再和我微笑，那么

不经意的惊鸿一瞥让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一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后面就完全不紧张了，考官还是都和蔼的

都是中年的老大叔，挺好的，还有一个问专业题的那个感觉比较年轻，我觉得好像是银行的。只有一个女考官，

又漂亮又年轻，问的英语题，都不敢直视 每个考官只有在他们问的时候才抬起头少我一眼，也许我这长相

不讨面试官喜欢  

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考试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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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自我介绍题，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学历，社会经历等。（我记得不是很全） 

第二道，人际关系处理题，单位要你处理琐碎的事要，与你的预想有差距，你怎么办？ 

第三道，（bala 。。。。。   ）用相机拍照，有的人说，照片好看是因为相机好，照片不好看是技术不行，对于这个

现象你怎么看？ 

第四道，专业题。你认为当今银行在现实中面临着哪些风险？针对这些风险应该怎么解决？（大致是这个意思） 

第五题，专业题挺长的一段大致意思是，有一个银行职员，他是银行的信贷员，他高息揽储，吸引企业，然后把

企业账户上的钱给转移，逃走了，那么通过这样的事，你认为，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有哪些？对策是什么？（这

两个是同一个人问的）（很长，忘的差不多了。。。。。） 

第六题，how do you think of the  role  of  bank in economic？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我听的好像是） 

 

上午财会岗的 

1.自我介绍 

2.有个你不愿相处的同事，怎么办？ 

3.有人说，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有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怎么看？ 

4.你所在部门到银行现场检查，应该怎么做？ 

5.提高资本市场信息质量对投资者有什么意义. 

6.should banks issue credit card to college student？（银行应该给大学生办信用卡吗，为什么） 

专业题和英语题一定要认真看历年真题，我就是比较懒，背商业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看到那么一大堆篇幅，就

不想背了，导致 。。。。。 

3.1.5 上海银监法律类面试题 17.2.18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2799-1-1.html 

今天参加了上海银监法律类的面试，虽然答得很烂，但想想还是要来发个帖，毕竟之前也在这个版刷了不少面试

帖，回报一下。 

 

1.自我介绍 

2.你和同事一起完成了一项工作，最后表彰大会上领导只表扬了你，你怎么做？ 

3.当今社会电信诈骗频繁，你怎么看？ 

4.如何看待改革创新和法治的关系？ 

5.谈谈你对行政公正原则的认识？ 

6.民事权利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这题是我同学参加北京银监面试被问到的） 

7.你是如何克服你遇到的挑战？（这是英文题） 

 

祝福大家都能有个理想结果，我默默滚去做银行狗了。。 

3.1.6 攒人品回报论坛。湖北银监监管类面试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58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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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六个问题。1 三分钟自我介绍 

2 中风老人取钱猝死，存款不允许代取，银行这样做并不违规，却引起大众谴责，你怎么办 

3 同事并未交接工作离职，领导把工作交给你，工作专业性比较强，你怎么办 

4 供给侧改革 

5，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怎么应对 

6 英语问题 银行如何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3.1.7 2016 河南银监局面试财会类真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756-1-1.html       

 

来攒人品~我是 27 日上午面的，一共六道题： 

1、自我介绍（年龄、专业、学校、经历等等）。 

2、中风老人银行取钱猝死事件的看法？ 

3、前同事突然辞职，并没有做好交接工作，而这份工作专业性很强，你怎么办？ 

4、互联网加的大趋势下，财务管理模式如何适应这种发展？ 

5、会计与审计的联系与区别？ 

6、一件成功的事（题目大概是这个意思）。 

前一天的资料审核的人员坐满了一个大会议厅，从一点半开始到六点才审核抽签完毕，应聘一个岗位的都会被安

排在一个组去抽签。每个人面试大概二十到三十分钟 的时间，引导员都蛮好的，候场的时候告诉我饿了可以吃桌

子上的小蛋糕什么的~面试官有五个，都挺和蔼的，说话也像聊天一样，搞得我刚开始都不知道已经在读 面试题

目了哈哈。不管结果怎么样，有这次经历蛮好的，希望大家都能上岸~ 

3.1.8 云南省面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590-1-1.html      

 

本人考的省局，已经没戏啦～积点人品 

1.自我介绍（没追问，对我没兴趣） 

2.老人痛风，无法亲自去银行，儿子代去，银行不让，造成老人猝死，你怎么办 

3.有个同事辞职没交接工作就走，你不熟悉，怎么办 

4.对供给侧改革的看法 

5.当前形势下银行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怎么办 

6.英语：金融如何提高服务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乱扯，很无语） 

哈哈哈，一个感受就是一定要自信，心态要好，结果无所谓了～好像省局愿意要名牌大学，我是普通学校小硕，

进去就感觉对我没兴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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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2016 年 2 月 27 日下午 辽宁面试 银监会 财经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685-1-1.html     

 

攒人品来的。 2016 年 2 月 27 日下午面试。26 号抽签抽到了下午 4 号，个人觉得这个数字不太吉利。但是父母和

朋友都说很好，那就很好吧。 

我是笔试的最后一名，就是要攻擂的那种，心情紧张到一个不行。抽签前一晚，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而且还大哭

了一场。个人认为，备战面试简直是一种折磨啊。 

26 号抽签结束之后 还有大概不到 24 个小时的复习时间了。 

 

我是按照 结构化，专业题，英语三种顺序复习的。 

 

说下 27 号面试吧。 

我本来是 4 号的，3 号弃考了，提前让我候考了。真的很紧张啊，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进门的时候，我问了好，但是考官直接让我坐下啦，还叫了我得名字，说这是你吧。我说是。 

主考官的话：你别紧张，就问你几个问题。一会儿先来个自我介绍 1-2 分钟，别给我背诵，我要听实在的。 

                  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要展开说，不要说废话，我只要点，重点，明白么？ 

我心里的 OS: 这不按套路出牌啊，直说点，没有内容无法支撑啊。 

但我还是很淡定的开始自我介绍了------这里要说一下，我的自我介绍说完，说了一句：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绍。 （主

考官和旁边的考官说了一句，这孩子培训过 ，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我还是报以微笑） 

考官对我的自我介绍给了一句话：你很浪漫（表示不懂啥意思，自我介绍，我倒是用了几句诗词串起来我自己的

人生经历的 ） 

 

说下题目：自我介绍之后 

1. 有人说微信很方便，也有人说微信淡漠了亲情，你怎么看？ 

这题，我算是准备过几个点吧。当时选择在草纸上，写个框，写了 2 个字，主考官就自言自语，这种题，几乎不

用想吧。 

老娘心里的 OS: 妈的，不给思考时间啊，果断弃笔，开始说，先说了两点支持，再加上了自己的例子 

2.  你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你上班的时候，发现一个老大爷在门口，他把你拦住了。他是要找信访局的，但是他看

见你，以为你就是，但是你不属于这个部门，你怎么办？ 

这题我认为我是答的最好的，我练过类似的题目，不难。 

3.  专业题目：小微企业融资难，怎么看？ 

4. 专业题目： 近年来，不良贷款率的提升，你怎么看？ 

5. 英语题： 说一下同时发生在你身边的几件事，你怎么处理的？ 

 

总体来说，我全程无思考，因为考官一直说，而且我知道隔壁考场很多 10 分钟就出来的。 

一共 6 道题，不出意外，我大概是答了 15-18 分钟，没有提示我时间。 

所有的题目，我之前都准备过，但是可能太紧张了，有的题目的点，我真的忘了。因为没给我思考时间，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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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我的逻辑顺序可能有问题，但是也记不住了。 

我印象中，我是全程无停顿，没有卡，这个可能是唯一的优点吧。 

说一下英语，我是让考官在读了一遍，第一遍我听懂了，但是不太确定，因为考官的声音很小，很细，所以听的

不太清楚。所以，考官读了第二遍之后，我马上就听清是什么了。这道题，我也准备过。 

 

都说发面经可以攒 RP，我就发一个，攒 RP，希望可以顺利吧  

3.1.10 攒人品！四川银监局财经类面试（2.28）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694-1-1.html      

 

26 号去材料审核和抽签，一共招 4 个人，楼主本来笔试第三，没想到第一名居然放弃了，楼主就变成了第二。 

按理说排名第二好像挺好的哈，结果楼主估计进银监的那块料吧。。。12 个人抽签楼主直接抽到了 12 号。。  

12 个人要在一上午面完真的可以吗？楼主也很疑惑，但是必须 8 点 20 之前到呀。。。楼主 8 点钟就到了，一进去

里面就开始在排座位，验证身份以及收！手！机！ 你们能想象 12 号的楼主接下来在面试候考区里呆呆地

坐了几个小时吗！！而且整个面试候考室里面有 4 个组，只有我们这一组 12 个人全都来面试啦。。。因此，等到后

面的时候，整个候考室就剩下我一个人啦。。。 

等到协考员把我引导面试间外面去等候的时候已经 12 点 15 分了，也就是说，我已经坐了 4 个多小时候，而里面

的面试官也已经面了 4 个多小时了，他们肯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吧。。。 所以呢。。。楼主在 12 点 30 分的时

候终于进了面试间。里面有两个计时员，五个提问的面试官。进去鞠躬-坐下，最中间的考官发话了。。很亲切。 

他说面试一共会问我六道题，然后说有纸笔什么的，让我可以记录，OK，然后就开始了。 

1、请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包括你的年龄，学校，专业，在校的科研成果等，大概三分钟左后。（四川的银监

局是不能说自己的名字的）楼主自我介绍完以后， 考官继续问了我在人民银行的实习，问我实习了多久什么的，

然后又问我是否报考了人民银行，我不敢撒谎，只能说报了。。。（感觉自己已经 over 了呢。。） 

2、去年中国的雾霾很受关注，而美国气象台所显示的中国环境污染的指标要比北京所监测的高出很多，为此引发

了公众热议，对此事你怎么看？（是个年龄偏大的 “爷爷”念的题，也非常亲切，语速挺慢的，力求让你听清每一

个字）楼主本来就没有准备面试，更没想到会问这种问题，压根儿没准备 悲剧真是一重接一重。。。 

3、做一份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调研，应该怎么去做？（大概是这个意思，一个比较年轻的女老师念的题，语

速挺快的）呵呵，我想我可能是饿晕了吧，每道题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4、（专业题）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人说它是创新，有人说它给金融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请你就

这个问题谈谈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5、（专业题）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意义、要素和原则。（4、5 题都是同一个女老师提的问题，我第五题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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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点都还没答完，老师就问我知不知道内部控制 的概念，我很尴尬呀，但是确实不知道。。呵呵，那个老师就说，

因为你后面还有一道英文题。。。就这样，我失去了继续回答第 5 题的资格。。。） 

6、（英语题）大概意思是说“团队合作（team work）的意义，你怎样在一项任务中进行团队合作”，大概是这样。。。 

楼主出来以后真的很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想过去准备一下面试呢，我猜我的面试成绩肯定是垫底没话说，真是白

白浪费了那么高的笔试成绩。。。只求把面试题分享出来能够稍微赞点人品 祈祷过关。。。 

3.1.11 16 年广西银监局法律岗面试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560-1-1.html    

 

今天去面试打了圈酱油，笔试的时候从论坛里了解到了不少信息，现在来回馈各位网友，随便为以后的考试攒人

品。  

 

1、自我介绍 

2、儿子为病重的父亲去银行取款，银行工作人员不许，老人到银行取款后猝死，怎么看？ 

3、同事离职工作未交接，领导现在交代由你负责，你怎么做？ 

4、谈谈依法治国 

5、谈谈股东有限责任 

6、（英文）谈谈你完成任务遇到的压力和处理办法 

 

要回答面试遇到的专业题，靠笔试的复习方法不可能。 

按我收集的往年面试题来看，简答题多，但是这次我却遇到了论述题，可能和我这个岗位只要研究生有关系。 

我觉得要准备面试还是要把各法律部门的法律原则吃透，像这次的两道从法律原则出发都可以解决。 

 

英语题目出题范围广，但不难。只是想要自如表达自己的想法，建议面试名单下来后就要着手。多背，多想，多

练。 

 

ps：本人对这次不是特别看重，只准备了 5 天，纯属为了完成任务。  

各位同学朋友有什么问题请向大神提，我去写毕业论文了  

ps2：看在我如此给力的份上，版主给点奖励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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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攒人品，新鲜的，2016 河北银监局 2 月 27 日上午面试真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611-1-1.html    

 

（申请加精置顶）去年报考的河北银监局，侥幸进了面试，虽然招人比较多，但是我笔试排名太靠后，面试的表

现我感觉也非常一般，逆袭的可能性也不大，祝我幸运吧兄弟姐们们！ 

     前一天下午按照银监局的要求进行资格复审和面试抽签，就是看看你的学历学位证书、身份证、英语证书等，

留下一份复印件。报考同一职位的人在资格审核完毕后即可开始抽签。我抽到的是第二天上午的，序号 12，当时

估计就是最后了差不多 。果不其然，27 号八点二十到的候考室，然后一直无聊的等到中午十二点半，然

后在考场外又等了差不多快半小时。。。。 。 唉，候考室望去全是年轻的小孩儿，就我一个老腊肉，我擦，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跟你们抢饭碗。话说考官们也不容易啊，从早上开始面试，我后面 还有一个

人，我面完已经是一点多了，面完最后一个估计下午场就该开始了，考官和工作人员们估计都没时间吃饭，敬业，

赞一个 。回到正题： 

        第一，自我介绍。要求姓名、年龄、毕业院校，如果是社会人员还要介绍工作经历。 

        第二，社会热点。媒体曝光了要求高龄老人必须至银行网点办理业务，银行说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媒体说

银行霸道，说说你的看法？ 

        第三，结构面试。如果你的一个同事突然辞职了，领导把他的工作交给你，而且专业性比较强，你该怎么办？ 

        第四，专业问题。说说你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在候考室的时候自己押中的题，可惜有点晚了。。。) 

        第五，专业问题。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同样在候考室的时候被我押中。。。。擦） 

        第六，英语问题。哎，本人的英语口语啊，唉，烂到家了，其实根本一点都不难，特别特别简单的题，也不

是专业的，可是我第一次没听懂，又让人家说了一次，第二次还是没听太懂。就开始用单词乱说，我去 ，

我瞎编到最后猛然想起来人家问的是啥？英语就不说了，汉语吧，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你有没有成功完成一件工

作的经验？你是怎么做到的？ 。。。。原谅我吧 

        最后，出来饿的不行，撒腿就往回走，也忘记了问工作人员啥时候出面试成绩？呜呜，有指导的兄弟姐妹们

说一声呗？谢谢啦，顺祝各位兄弟姐妹们考试顺利。没准儿明年我还跟大家伙一起奋斗呢。。。嘿嘿。 

        PS：银监局在候考期间准备和饮用水和蛋黄派，很贴心的说。。。，大大的赞一个，好想能够进去工作啊，可

惜啊，希望不大了 

3.1.13 银监局新疆 2.28 下午面试（财经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90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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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查了面试成绩，真的好差 70 分  

 

面试前看了一些去年的面试帖子， 

把我的问题也贴出来供以后的小伙伴参考吧。 

 

1. 自我介绍 

2. 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时是不是也要不遵守规矩。 

3. 开专家座谈会时，有个专家因为意见不符，起身离去你怎么办 

4. 一带一路的看法 

5. 监管的内容 

6. 英语：未来监管者会面临哪些挑战 

 

好运 

3.1.14 2016 年 2.27 陕西银监会 计算机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908-1-1.html   

 

面试题目:1、自我介绍（学校、专业、实习、科研情况，以及工作经历（如果已经共工作）） 追问：以前在外地

工作，为什么要回来。自我介绍这里喜欢追问，自己得多准备一下，以防万一 

2、近期出现这样一个事件：一个中风的老人，其子女在老人发病时用老人的存折去银行取款，但银行工作人员由

于制度规定并未予以办理该项业务，最终导致老人猝死。你怎么看？ 

3、你的一名同事辞职，但没有办理交接手续，领导让你先接手工作，但是由于这些工作专业性很强，你从未操作

过。你怎么办？ 

4、软件开发过过程中，软件测试都有哪些？ 

5、银行如何提高服务器的安全性？ 

6.没有听特别清楚，应该是讲一个经历 

 

接下来说一下当天情况： 

26 号下午资格审核，所有人到齐后，在会议室，逐个点名上去审核。同岗位三个人审核完后，一起抽签，决定第

二天的顺序。2016 年计算机一共 12 个人，27 号上午面试结束 

27 号，进入待考区，手机就被没收，如果想继续看书的，记得将资料打印出来带上。排在后面的考生，可以自己

带点面包之类的，以防因为肚子饿，影响发挥 

每个人面试时间大约 20 分钟，前面的人时间长一点，后面时间就被压缩。 

面试时，屋子里一共 5 位考官，加两个计时员 

主考官主要负责开场，自我介绍 

接下来：五位考官一人一个问题，除了技术，问了两个。此外，还有两个考官计时，同时也有录像 

面试时的礼仪：敲门-关门-问好，鞠躬，就坐。听完题目，大约 1 分钟思考时间，回答 “考生思考完毕”，有逻辑

性的回答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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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说“ 考生回答完毕”，结束时，记得 再次鞠躬，说 “谢谢考官”，关门，离场（这是自己看书整理的，不一定

全面，仅供参考。） 

面试时，心态很重要，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自信，说话要大声。回答问题时，眼神环顾各位考官 

 

附件：1、自我介绍，借鉴论坛大神的，在这里感谢论坛里的各位大神 

2、英语部门，也是借鉴别人的，在这里谢谢他们 

3、自己整理论坛的真题，加淘宝视频知识点 

 

以上就是自己的复习资料，希望对你的面试复习有用。如果这里面有错误或不足的地方，请忽略，毕竟我也不是

专业的，谢谢 

 

最后再次感谢论坛里面的各位大神，给后来面试者，写了这么多面经，谢谢！ 

3.1.15 银监局 2016 计算机类面试专业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930-1-1.html  

 

论坛里银监计算机类的资料不多，补充两道计算机类面试专业题目。和原题可能有出入，只记得大概的方向。 

 

1. 作为一个服务提供商，如果实施数据备份和恢复策略。 

2. 作为一名信息安全员，如何保证服务器安全。 

3.1.16 20150314 上午内蒙古银监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6756-1-1.html 

 

备考的时候看面经看了好多年的一直没看到有内蒙的面经，就给以后的考生点备考经验吧。吼吼 

内蒙分局很人性化，平时总是发短信提醒，要早点到考场以防堵车，就连考完后还发短信告诉我们预计什么

时候发体检名单和什么时候发布成绩。昨天发短信说近日要发成绩了。 

现在步入主题，我是抽到上午的第 7 号，前六个人是一个岗位的，他们岗位最后一个面试结束又过了好久才

轮到我进去面试，大概有 20 分钟的时间，有可能是中途休息，也有可能是讨论入取谁。我进去之后，先问

我的姓名，是你吧。我说是的。主考官讲完引导语后，就是自我介绍。他们手里都有我们的个人信息，看了

我的表说，你没有工作经验吧，我说有，但是没写在表上，她就说那你也在自我介绍中谈谈工作经历吧。我

个人感觉，我在说在学生时期的介绍时，考官没怎么认真听，但是我说到工作经验的时候，他们就在听了。

提醒以后的考生，在 15 年的招考中注明，欢迎应届毕业生和在职人员符合条件的人士报考我单位，是不是

说明他们想要一些有过工作经验的人呢，都是我自己猜测的。 

今年考了综合分析社会现象类题（之前的帖子里面有具体真题题目的内容，本帖就只要说考场过程和我个人

的感悟），是互联网金融，我觉得这道题要按照结构化题目的答题思路还回答，但答题的过程中，比如为什

么和怎么做的环节要结合金融的专业知识，我回答的过程中说了民营银行的特点和发起，最后还结合作为一

名银监工作人员如何应对这种创新的金融环境，及应该采取的措施。我们是一个人提问一道题目，当时在考

场上谁提问我我就主要看哪个考官的眼睛，他不看我的时候，我就环视其他人。大家在考试的时候，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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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们表现出你是最适合这个岗位的人才对。你自己都不自信，不敢看考官，考官怎么选择我们呢。 

第三道题目是人际关系的题，很简单我就不多赘述了。第四道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题目，在这里插播一句，我

以前看一个考官的分享说，最好在考官读题的时候你可以看着他一直在听题目，最后他念完你再记下来，会

给好印象，如果一直记录题目的话，他的语速就会特别快，如果你是抬头听的话，他会 有重点突出。但是

第四道题目太长了，结果导致我没听到融资难的原因，我只听到了融资难的措施。但是我当时说回答完毕后，

考官又追问了我，融资难的原因呢。我才意识到我可能没听全，想都没怎么想就接着回答了。看来紧张真的

会耽误考试的发挥。还好考官还比较人性化，比较好。 

第五题是影子银行，这就需要多多积累金融知识了。ps：我是会计专业报的监管类岗位，所以专业课真是我

的老大难啊。就是不断的看不断的背。以前有前辈说会考会计专业的题目，我的没有考，都是考金融的知识。 

最后一个英语题目就不多说了。是英语考官问的，在全程考试中，只有英语考官会一直看着我答题，在没人

看我的时候我就在看他答题，他好像还负责说答题时间的话，因为我看见计时员拿表告诉他我的时间。 

因为我是外地的考生，所以最后问我为什么想去那里工作，我是因为男盆友，考官还问了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也如实说了，问这个问题无非是考虑我们的稳定性，我特别强调双方父母同意后我才报考的。最后考试结

束了。 

 

给大家几个建议：多看看之前的真题，在专业题目上会有重复的现象，多看看最近的金融新闻，多思考岗位

需要的素质有哪些尽量往上靠。这就是我的经验。我看了 12 年的一个考生的面经才有了这么多的感悟，他

当时分享了很多他的资料和经验，所以当时就觉得我考完试无论考的如何，我也把我的经验分享这里帮助别

人，也为自己攒人品吧。 

3.1.17 江西银监法律面试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6175-1-1.html 

 

3 月 14 号下午面的，不知道银监的面试成绩什么时候出，心里还是很忐忑的，感觉考前复习的专业的东

西和英语积累的素材都没怎么用上。其实我觉得还是心态要好。 

面试题： 

1.自我介绍 （年龄 专业 科研等等） 

2.银监会与发改委准备一起做一次有关 商业银行价格管理办法 的调研活动 ，怎么做  

3.工作中有不同性格的人，有人性格外向，有人性格内向，你怎么看  

4.公司法中资本的概念 原则 分类  

5.谈谈对行政政务公开的理解 （感觉这题有点像综合分析题，哎。） 

6.英语题 一个外国朋友来找你玩 你准备怎么接待   

 

每道题题目都很长，这个是回忆版。。具体来说，其实乍一眼看起来题目不难，可能考场上有考官的压力在，

总是难免有些紧张的，思维容易短路，因此平时要多看多练，养成习惯，我有点复习得太晚了。我考前一直

告诉自己不要紧张，要保持微笑，可是上了考场 自己的那些自我暗示也都忘记了。专业题跟以往的那些都

是法条中的真题来比，感觉今年有些偏难，考场上思路容易短路，因此大家平时不能光看法条，也要有一些

自己的理解加进去，这样的话考官可能也会有共鸣。给明年考给今年考国考的朋友们做参考吧，加油加油！！！

也祝我自己好运吧~~等成绩中，和第一名相差 5.5 分 分差有点大，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好运追回来。 也是慢

慢告诉自己，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尽人事、听天命、不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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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 据说写面经发真题是可以攒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6160-1-1.html 

 

我 3 月 15 日上午的面试题是 

1、自我介绍（年龄、学校、专业、学习、科研等） 

2、2014 年底，媒体报道发生多起银行储户巨大数额的存款丢失，作为监管部门怎么应对？ 

3、上海在外滩踩踏事件发生之后停办了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宵灯会活动，有人表示赞同，有人说

简单叫停不合理。你怎么看？ 

4、你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理解。 

5、会计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的含义和区别。 

6、Why do you choose this city? 

结构化的题本身有点长，回忆版尽力还原成这样了，请多见谅，求攒人品啊~~~ 

 

3.1.19 GZ-银监局财会部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5948-1-1.html 

 

周五资格复审，15 个人点名加抽签大概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资格复审如果你本人还没到，那边的负责人

员会打电话和你确认是否过来面试，仅仅是迟到一点的，他们也很 nice，非常体谅。审完后进行抽签，LZ

第一个抽，抽到了 1 号，心生寒意，然后只能不断的安慰自己淡定淡定，原本定好的两天酒店，也想改为住

一天。（这周三毕业答辩，原本是 6 号，答辩前 1 分钟竟也成为 1 号答辩，看来注定是逃不开的 1 号）当时

我们组 15 个人，2 个男生，其余都是女生。不知道最后结果男生是 2 选 1 还是都上了。 

第二天早上 8：:30 开始面试，8:15 候场，LZ 由于是第一组第一个，心里有点紧张，晚上睡觉都不怎么安稳。

6:50 起床，收拾后，喝了罐八宝粥便去银监局了。第一个面试，自然也不带任何材料，只希望平复安定下自

己状态。收完手机后，工作人员让所有人把携带物品都放到候考室后面，所以正式候考的时候，你只能等待

面试，并不能看携带的材料。差不多 8:25，LZ 被带下去，在电梯口等待面试，等了大概 10 分钟，期间就和

引导人员闲聊了几句。稀里糊涂的面试终于开始了，面试考官差不多 5、6 个人，还有一个监督员和一个记

录员。这次考官都是男性，看上去有很多年的资历了。主考官会直接叫人的名字，然后叫你坐下，面试就这

样开始了。结合另一位 LZ（@viola 魏）写的，面试问题如下： 

1、自我介绍，包括年龄，学校，专业，科研情况，实习经历（自我介绍的时候，LZ 忘了说年龄） 

2、人尽其才，但如果你工作后发现专业不对口，工作内容很琐碎，你怎么办？ 

3、互联网金融最近发展很火，有人说互联网金融会颠覆传统银行，请谈谈你的看法 

4、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原因和应对措施  

5、银行在发放贷款前，需要审核企业财务报表，哪些因素会影响报表审核结果？ 

6.Career and family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and why 

面试和笔试确实不同，LZ 逻辑思维能力有点弱，答题的时候可能有些混乱，观点提炼的不够精炼，这方面真

得加强练习。中文部分不管会不会，就都扯上几句。悲催的是英语，这道英语题原本是挺简单，可是自己愣

是想不起该怎么翻译成英文，瞬间自己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实在讲不出来，便 That’s all, Thank you,草草

结束了。对自己的英语真实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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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深刻感受到求职的压力了，祝各位小伙伴们能早点解决工作问题.At the same time, good luck to me. 

 

3.1.20 湖北银监会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5943-1-1.html 

 

3 月 14 号上午 

1.自我介绍要求说明自己的年龄专业毕业院校，学习及科研经历。 

2.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谈谈你的看法 

3.入职后，你觉得与专业不符，或是不满意，你怎么办？ 

4.融资难，融资贵，你怎么看？ 

5.英语：你最自豪的一件事。 

3 月 14 号下午 

1.自我介绍，要求说明自己的年龄专业毕业院校，学习及科研经历。 

2.组织一次关于国有控股银行的一项服务业务的调查。 

3.有的人性格外向，有的人内向，谈谈你的看法。 

4.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 

5 商业银行跨业经营有什么风险，并谈谈如何监管。 

6.英语题，你的一个外国朋友下周要来，你如何接待他？ 

我是今天下午面试的，上午的是听别人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不是应届生的原因，只有 5 道题。 

自己在面试前准备了好多，但是感觉都没有用上，专业题还是要关注热点，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说，如果

能够平时在课堂上将老师重点讲的专题，都知道如何分析，其实足以！不要报班，不管华图和中公还是别的

什么，对于银监来说没有专岗专训，专业和英语只能靠自己。 

面试时间在资格审查时说每人 30 分钟，但是面试考场上，说只有 20 分钟，不过没有表，我在答题时，思考

时间基本没思路，加上自我介绍说的太多，占用了时间，监考人员一直催我答题，可能也是压力测试的一种

方式。出来后，引导员说的答挺长时间。。。。。。可能超过 20 分钟了，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期待吧 

3.1.21 下周要面试了，给大家说一下去年我的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4784-1-1.html 

 

楼主是去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中部 H（好像中部几个省都是 H）省省局的。才进来一年，所以对去年

的一些事情还有印象。反正就是大家要好好准备复试，笔试差距还是很小的，我们去年好几个排名靠前的最

后都没能够进入，所以排名靠后的还是要好好加油啊。 

下面说一下我的面试过程。我是第二天早上面试的，考场里面六个考官，一个记录员，局长坐在最中间。

首先局长会先给你介绍面试要求，然后让你做自我介绍。接下来每个考官问一个问题，前两个是普通公务员

考试的题目，记得不是很清楚，一个是人际关系题，一个是有人说年轻人应该表现自己，有人说应该低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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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词，但是大概这个意思，没有感情色彩），你怎么看。接下来是两个专业题目，一个是利率市场化对

商业银行的影响，一个是你对资产证券化的看法。最后英语题是 air pollution。面试呢，就是要自信，尽量

展现自己。 

 

 

工作比较多，就不多写了，工作的感受我等面试完有空再给大家分享。 

下周我们可能要去当引导员，报考 H 省的同学们下周见了，加油！ 

 

3.1.22 3 月 15 号上午四川银监局监管类面试真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6781-1-1.html 

 

面试前几天经常过来看大神们分享的真题和经验，获益匪浅。听说分享经验可以攒 RP（虽然 LZ 笔试排

名非常非常靠后，不过还是希望能够逆袭），嘿嘿，所以 LZ 今天也来分享一下我面试过程中的经验和感受。 

 

在进入面试的会议室之前，跟引导员聊了会天，可以缓解紧张的气氛喔。在跟引导员聊天的时候，没想到面

试室里面的巡考员也出来了，又一起聊了一会儿，等待面试。说实话，面试前与别人交流会让自己放松，完

全不紧张了呢~ 

 

好吧，切入正题。 

 

进面试的会议室之前，本以为是很安静紧张的氛围，结果没想到，我进去时他们还在聊天，还来不及与他们

打招呼，他们就叫我坐下了。其实，坐下的那几秒钟还是能感受到心跳加速。 

 

接着主考官就开始读考场规则什么的，就叫介绍自己。之前有准备过自我介绍，估计一分半钟就完事了。 

 

过了是时事题，一是对于最近存款失踪的案件，你有什么看法？监管部门怎么做？二是上海外滩事件发生后，

庙会被停办了。你认为这种做法怎么样？还好之前这些新闻天天播，有些印象，所以没什么大碍。 

 

然后是专业题，一是什么是系统重要性银行？二是为什么系统重要性银行要有极高的资本充足率？好吧 LZ

不是学金融的，表示没听过，从字面理解了一下。 

 

接下来还是专业题，一是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积极意义？二是加强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监管的前提条件？

自己就乱掰了一些，神侃呗。 

 

最后是英语题，Why do you think you are qualified,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就尽量把自己准备的套进

去，感觉还行，没卡带。 

 

总体感觉，面试不是那么严肃，整个过程中主考官都是微笑的，只有个别的考官一直板着脸。面试中每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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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都要提问，而且他们负责内容不同，每个人都有几页题纸，随机出题。 

 

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心态，放轻松才可以好好表现。 

3.1.23 2015.3.14 下午江苏局面试感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6015-1-1.html 

 

面试开始之前的抽签、及当天的流程就不多说了，已经有帖子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面试题目：1.自我介绍。 

          2.开展一次调研活动。关于五大行规范服务收费落实情况的。 

          3.有的人认为外向型的人更易获得领导青睐，内向的人会比较吃亏，怎么看？ 

          4.商业银行如何应对新常态的挑战 

          5.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 

          6.Do you think GDP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why？ 

感悟：不要迷信前人的面经，别再背什么 CBRC 职责，原则这些垃圾了。人家出题思路很明显，不会问这些

傻不拉几的问题。（我背这些浪费了好多脑细胞 ）建议就是不太需要太多的准备，因为每年的题目是

不会重复出现的，而且你也不知道人家会问些什么。结构化的话随便买本书看看，活跃一下思路就好。专业

题的话多多关注几个宏观经济方面的公众号足以！英语的话考前多看看，多记几个单词还是有帮助的。临场

发挥很重要。嗯，就这么多吧~ 

PS：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不喜轻拍！希望可以上岸吧~ 

3.1.24 据说写面经可以攒 RP，上海市银监局 2015 监管岗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5923-1-1.html 

 

格式神马的原谅爪机党～ 

—————————————— 

想我银监也面了两次了，还是聊聊面经造福后人吧，虽然我觉得这个 RP 估计没法攒到银监的面试成绩上了

o(︶︿︶)o 

楼主今年硕士毕业，2013 年本科毕业的时候考过一次银监会机关，有幸进面试，面试跪……今年考的，上海

银监局，目测面试又要跪→_→ 

面试首先要在前一天下午去抽签和资料审核，这个其实可以迟到，因为楼主去上海的时候，大概气场太强 火

车头坏掉了。。专门打听过这个，晚点去没太大关系哈～资料审核如果是在职童鞋会要求提供单位推荐神马

的，这个可以跟银监会商量暂时不提供，如果录取再补交，这也可以哈～其他需要的材料会邮件大概面试前

一个月发你邮箱，哦对，因为正好是寒假，建议国考成绩出来应届生们就看看去年需要的材料，把能盖的章

都盖了，不然万一面试太早学校还没开学就比较悲剧了……面试抽签抽的是你所在上午或下午的第几个，上

午或下午不是抽签抽的，是之前定好的。。 

面试当天上午八点半开始，下午一点半开始，所有那个半天的考生最晚也要提前十分钟到侯考室，否则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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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面试，我们抽签条上让八点到……八点……lz 住复旦同学那，过去一个半小时，五点多就起了，11 点多

才面！额，不自觉就吐槽了…… 

先在大侯考室，快到你会把你带到一个小侯考室，所有的东西都要带走，包括行李。。面试完直接拎东西走

人，不准回侯考室，也不准在考场逗留，哦对，手机一开始都被收了，所以如果面试顺序较靠后，建议带点

材料神马的看一看～ 

再说说今年的面试题哈～今年专业题好多！！！算算加上自我介绍总共 6 个题呢，要求所有的答题时间不准超

过 20 分钟。。。我明明记得原来一题都是要 5min 的……现在都缩成 3min 了…… 

1.自我介绍 

2.互联网金融最近发展很火，有人说互联网金融会颠覆传统银行，请谈谈你的看法 

3.如果你工作后发现专业不对口，工作内容很琐碎，你怎么办？ 

4.影子银行的概念以及面临的主要风险 

5.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原因和应对措施 

6.Career and family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and why 

(lz 又开启吐槽模式了，这段可以不看)从出成绩以来每天纠结于毕业论文。。总共看了不到四天的面试。。感

觉这段时间互联网金融和中小企业太火了，以为会避开热点的。。就没怎么仔细看……结果发现我自己想多

了……还有啊，影子银行！！明明是 11 年 12 年的热点，为什么今年问啊！我看的材料里有影子银行，我还专

门标上了“12 年热点，应该不考”，然后就一点都没有看！！ T^T  算了，自己不认真怪谁  明明今年题目挺简

单的 o(︶︿︶)o  

好佩服面试好的思维快的人呀，我感觉一上考生脑子就不转了，这会写面经脑海里噼里啪啦出了好多观点，

要知道我早上就是一句话正过来说一遍反过来说一遍就结束了 o>_<o  

据说银监工作蛮累的，没有正常大家想的公务员清闲，而且比较。。穷。。(知乎上看的，考上的同学请 54，

lz 在自我安慰)  但是据说学东西挺多，成长还蛮快的～所以也是个不错的职业选择～这么说真与传统意义的

公务员差距好大…… 

好咯～大概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祝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也祝我下次有心仪职位的时候取得好成绩～嘿嘿* 

3.1.25 陕西银监局（监管类）面试题目 2014.2.22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2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35547-1-1.html 

 

1.3 分钟自我介绍：包括名字，年龄，学历，或者其他你认为可以说的。 

2.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还有人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了，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谈谈你的看法 

3.领导安排你组织一次辖内银行业调研，你怎么做 

4.四大宏观经济目标的关系 

5.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 

6.英文：the role of bank in people's life. 

追问：你为什么报考陕西，这么一个西部省份。 

先发题目给后来人，录取结果出来后，会整理一份本人回答和一些思路以及备考时的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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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6 2014.2.22 银监会综合类面试题目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2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35512-1-1.html 

1、自我介绍 

2、一个好汉三个帮 和 三个和尚没水吃  

3、单位领导要求你组织一场调研怎么组织 

4、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 

5、银行的三张主要财务表 

6、英语题：商业银行在你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觉得题目尚可，中规中矩，之前在论坛里看了好多真题，今天也回馈一下，祈求上岸。 

 

3.1.27 2014 年广东银监局面试题目（监管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2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35450-1-1.html 

 

 貌似今年没什么人上来发面经了，本着服务后人和积 RP 的想法，还是发发吧。 

      今年监管类分为两组来面试，我在监管 2 组，面试时间是 2.22 号上午。 

       题目是： 

      1、3 分钟自我介绍 

      2、领导给你一个针对银行的调研任务，请你起草方案以及执行，你怎么做？ 

      3、你对“一个泥巴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梆”和“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看法？ 

      4、讲讲表外业务的特点 

      5、讲讲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 

      6、what do you think anout teamwork? 

 

       6 道题，我大概面了 20 分钟左右，感觉不长不短吧，虽然自我感觉还不错，不过还是挺忐忑的，如果真的

被录取了，就上来分享所有资料和经验。 

       不得不说，7 个面试官都很 nice，让我一点都没有紧张， 

 

3.1.28 2014 重庆银监会监管类（会计专业）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2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35322-1-1.html 

 

才回来，马上奉上最新面经，这次重庆把会计归到监管类，结果专业课跟金融类考一样，折腾死老子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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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分钟自我介绍：不能包括名字，其他的年龄，学历，研究，工作都要说。 

2.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还有人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了，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谈谈你的看法 

3.领导安排你组织一次调研，怎么做 

4.四大宏观经济目标的区别 

5.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 

6.英文：please describe your hometown. 

 

不会的俺也使个劲儿说，顿儿都不打一个，一定要拿出气势，我看听得最开心的就是坐在角落负责照相的小哥，

我说啥他都高兴，一个劲儿点头，小哥啊，希望考官的心情跟你一样好，求好运~  

 

3.1.29 2014 国考 江西银监计算机类面试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2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35017-1-1.html 

 

面试题我写个大概吧，具体记不太清楚了。参考着看吧。 

 

1. 自我介绍 

2. 你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看法。 

3. 你写的一份报告，其中的一个数据有错，领导正拿着你的报告在讲，请问这时你该怎么办？ 

4. 病毒有哪几类？怎么检测病毒？ 

5. 怎么设计测试方案？ 

6. 你 5 年内的计划？ 

 

3.1.30 湖北武汉银监会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2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34838-1-1.html 

 

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参加湖北银监会面试的同学，有的话给你们做个参考，不过上午的题很简单，我第一个出

来的可以见得我回答的有多么的言简意赅！…… 

废话不说，上题: 

1 自我介绍 

2 一个篱笆三个桩和三个和尚没水吃你怎么理解 

2 假如你被银监会录取了，领导让你组织一次关于银行情况的调研，你怎么计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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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宏观经济中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各方面你怎么理解（原谅我没记性，大致意思就是这） 

5 压力测试对银行有何作用 

6 英语 do you think you are a team player 

7 英语 how do you cooperate 

不要谢我，我是雷锋。 

 

3.2 银监会 2011-2013 面试综合资料 

3.2.1 湖北省银监局 3 月 2 号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80009-1-1.html 

 

嗯，面试完了之后，一直没发过帖子，自己也是在应届生获益良多。今天过来汇报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做

一个自我介绍，包括成绩、项目等等，然后问了为什么留在湖北。。第二个问题是结构化的，大事讲究原则，小时

讲究方法，你怎么看。第三个，如果你和上下级有了矛盾怎么处理。然后加问一句，你的领导违背原则，你怎么

办？第四个，商业银行流动性看法，（自己是说了流动性概念，重要性，成因，商业银行对策，监管角度对策）。

第五个，金融创新看法，第六个英语问题，貌似是你最喜欢的课程。就这些吧。 

3.2.2  3 月 2 日山东银监综合类上午真题分享~~~求人品过体检政审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7938-1-1.html 

3 月 2 日山东银监综合类上午： 

 

1.自我介绍（包括你的学校，学习情况，科研，社会实践等，三分钟） 

2.人际关系，你是新人，给工作提意见，领导无视，你怎么办。 

3.请结合自身实际谈谈大事讲原则，小时将方法的认识 

4.什么是流动性风险，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强化流动性风险监管 

5.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农村金融建设，请从监管当局的角度简要谈谈举措（有追问） 

6.英语题：最喜欢的一门课程。 

 

ps：和浙江的差不多 

3.2.3 甘肃.银监统计类.（好像没人发过统计的）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4898-1-1.html 

同是 3.2号面试的，我在下午 一点半开始 我一点到银监局楼下 结果还没开门 因为早上的人还没面试

完......   

 

   上去后大概等了一个小时就到我了   我是统计类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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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等的时候还有点忐忑，进去后一点都不紧张了 

 

   考官一共五个，后面有个两个记录员 

 

   中间的考官年纪有点大，看起来很和蔼，所以更不紧张了 

 

   我一共问了六个题 

 

1.自我介绍 

 

2.对于污染严重的雾霭天气，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改进 3.有人说”干一行，爱一行“，也

有人说”要爱岗敬业，干一行干到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原题没记清楚） 

       4.专业题，开放式调查问卷和封闭式调查问卷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5.专业题，简要介绍一下回归分析 

       6.英语，大概就是问你今后五年的职业规划，我说了几句后稍微有点犹豫，那个考官就提醒我说 如

果你这次有机会进入银监局工作，你会怎么办（这题有背过），然后我就滔滔不绝的说完了  

 

 

     昨天体检名单出来了，有我，但忘了没查成绩。刚查了下，91.25.  应该还算不错。说几点经验吧 

1.  不必太紧张，考官都很和蔼的。 答题时候你要适当和考官眼神交流，让他们感觉你不紧张，而且这样有互

动感，不会显得你是背好的题。 

2.答题时候最好是以下形式，开个头，中间分条说明，最后总结。 

3.一般你面前都有纸和笔，考官念完题后，你可以把你想说的简要写到纸上，万一到时候想不起来了可以看看你

写的。不要一说完题就答(自我介绍就不必做作了），这样不会显得很突兀，而且考官觉得你还在思考之类的。 

4.注意坐姿，不要有小动作，比如不自觉的抹鼻子，抖腿等等，最好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细节决定成败。 

   

 

大概就这么多了吧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3.2.4 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4740-1-1.html 

1 自我介绍 2 如何应对消极情绪 3 为什么对银行实施监督 4 针对个人的，每个人最好对跟自己学业，工作，

经历有关的东西都梳理一下，但是要跟专业有关的，可能会问到。 5  银行对绿色信贷的作用！ 

 

在应届生下载了很多学习资料，无以为报，简单的面经，给大家，希望能有所帮助。 

3.2.5 2013 年银监局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4713-1-1.html 

毕业那年过了银监局的笔试，因为签了商业银行，大大方方地放弃了面试，进了商业银行。这两年被商业银

行折磨的想换个工作，又想到了报银监局，又机缘巧合的进了面试，这次说什么也要去试试了，报了不小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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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没过。 

所以这可以看做是失败的面经： 

面试题目： 

1、自我介绍（考官列出了很多项目，建议用笔记一下） 

2、青年员工是轮岗和转移岗位，两种观点你支持哪一个？ 

3、雾霾天气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4、银行业务扩张带来的风险？ 

5、小企业贷款难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题目倒是不难，关键是看到时候语言组织能力和镇静自若的梳理思路的能力了。 

3.2.6 河北银监局面试题（2013 年 3 月 2 日上午 监管 1 组）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4123-1-1.html 

自我介绍 

如果你的想法跟领导不和，而你的想法又是正确的，你怎么办  

“大事讲原则，小事讲方法”你怎么看待，结合经历说一下  

如何看待金融创新  

商业银行有哪些作用  

英语：how do you know about CBRC 

why do  you want to be a regulator?  

 

 

 

我答的很烂，主要是因为我不善言辞，而且没认真准备。不到 10 分钟就出来了。别人都问了 20 多分钟。 

 

3.2.7 2013 年 3 月 2 日 银监局辖内监管分局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3943-1-1.html 

2013 年 银监局辖内监管分局的面试 

 

3 月 1 日下午 资格审查及面试抽签 

3 月 2 日下午   面试 

 

题目总结：1.自我介绍 

2.现在有个说法是干一行爱一行、爱岗敬业，你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3.关于雾霾的成因 

4.银行扩张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5.银行声誉风险对银行经营的影响 

6.接下来 5 年的职业规划（英语） 

 

我的面试不出彩，但是也没有让场面失控。如果能够考上，提供详尽版的面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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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为我自己攒人品，希望可以面试成功，考上公务员。Bless me. Bless me. Bless me. Bless me. Bless me. Bless me. 

Bless me. Bless me 

3.2.8 2012 年 3 月 2 日黑龙江省银监局下午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3890-1-1.html 

2013 年 3 月 2 日黑龙江省银监局下午面试 

1、自我介绍 

2、年轻人爱转换工作，和干一行爱一行的看法 

3、PM2.5 现象的原因和你认为的解决办法 

4、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和解决对策 

5、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什么，举例说历史上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6、英语：最近读了什么书，评论一下 

 

 

回馈论坛，也希望攒人品，希望可以过！！！ 

3.2.9 3 月 2 号银监会监管类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3864-1-1.html 

3 月 1 号到沈阳抽签，2 号上午面试，职位是监管类，金融专业。 

1、自我介绍：包括姓名，年龄，专业，限时 3min 

2、结构化：（1）请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对大事讲原则，小事讲方法的理解。 

                   （2）假如你刚进入银监会，根据你的专业见解对于某事件提出问题，但是你的领导否定了你的提

议，请问你怎么办。 

3、专业题：（1）请谈一谈商业银行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作用） 

                    （2）请说明什么是流动性风险？对于流动性风险怎样监管？ 

4、英语题：Talk about the latest economic event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感谢应届生上的资源共享，自己贡献小小力量，希望后续考生再接再厉~  

 

PS. 面试的时候领导是很亲切的，语速很慢，告诉你不用紧张，一直微笑 ，反正我当时紧张的心情是缓解

了不少，无论考上与否——尽人事，安天命咯~ 

3.2.10 监管一类 3 月 2 日 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3802-1-1.html 

1、自我介绍（年龄、学校、专业、学习情况、科研、实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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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分析：大事讲原则小事讲方法 

3、人际沟通：和领导在一个问题上有分歧 

4、专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5、专业：银行如何支持三农 

6、英语：对银监会了解及为什么报银监会 

 

感谢应届生 bbs 和之前慷慨分享的前辈们，毕竟我的考题大部分都是往届真题，不管考上与否都不遗憾了。 

3.2.11 2013 年 3 月 2 日云南银监综合类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3794-1-1.html 

1、自我介绍 

2、有的年轻人觉得先多干几个岗位，在选择自己喜欢的；有的年轻人觉得选好一个岗位就专心干，干一行爱一行，你

怎么看这两种观点； 

3、商业银行业务扩张和风险管理有什么关系 

4、英语题目：你未来的职业规划 

没有追问，和考官的距离就一米，有五个考官，两个监督员。 

之前在论坛找到了很多真题，今天来发帖攒人品吧。 

3.2.12 2013 银监面试 2 号抽到下午悲催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3647-1-1.html 

好像上午的题目不对  

下午题目   结构化：干一行爱一行还是多经历几次工作；雾霾天气 专业：声誉风险和小企业贷款  英语：5 年职

业规划 

 

只能怪自己实力不行 又抽了下午 再加上同一职位上下午都面 悲催了 只能发个帖子求人品吧   

3.2.13 2013.3.2 山东银监局 银监法律类 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3489-1-1.html 

流程： 

1.自我介绍。 

要求说出年龄，籍贯，学习经历，科研情况等 

2.公共题。 

（1）现在求职两种观点，一是应当多求职各种行业，跳槽多；一种是干一行爱一行，爱岗敬业奉献，你怎么看？ 

（2）前段时间雾霾天气严重，你认为原因是什么？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应当如何处理？ 

3.专业题。 

（1）《物权法》规定不得设立抵押权的财产的范围。 

（2）行政复议决定的种类及其适用的情形。 

4.英语题。 

what‘s your career goals on nex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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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体系不变，题目不难，且与往年比有重复，但我回答的太快了，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愿可以通过。。。 

       

3.2.14 真题分享-3 月 2 日浙江银监监管类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3578-1-1.html 

3 月 2 日浙江银监监管类上午： 

1.自我介绍 

2.对银行业务检查时，你发现有重大问题，但领导认为这是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法不责众，请问你怎么办 

3.请结合自身实际谈谈大事讲原则，小时将方法的认识 

4.什么是流动性风险，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强化流动性风险监管 

5.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农村金融建设，请从监管当局的角度简要谈谈举措 

6.英语题：分享一件最新的你关注的经济类事件 

3.2.15 2013.3.2 银监面经。监管一类。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3467-1-1.html 

结构化：自我介绍、报考动机 

              雾霾的原因和对策 

              对两种观点的看法“青年人应多涉猎各种工作与行业”、“干一行，爱一行” 

专业：如何理解银行中风险与监管的关系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的对策 

英语：未来五年规划 

 

3.2.16 中国银监会公务员面试真题及解析（2009 年—2012 年）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62668-1-1.html 

中国银监会公务员面试真题及解析（2009年—2012年），很全，各个省份的都有，我觉得与其去参加昂贵的培训，

不如把这些面试真题及资料好好的捉摸一下，祝进入面试的同学好运 

 

银监会面试真题及解析[1].doc  

 

银监会面试真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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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面试题目[1].doc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doc  

 

金融专业英语词汇大全[1].doc  

 

3.2.17 回馈论坛 2012 2.11 安徽银监省局 计算机类面试经验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416739-1-1.html 

这篇帖子来得可能晚了些，见谅。其实早就想写个帖子讲讲自己的面试经验，希望能让后面的同学有所借鉴，

但迟迟等不到通知，一直悬着的心始终无法放下，也就没有心思去写这些。今天终于收到报道通知了，想想终于

可以把尘封的心愿完成了。离面试结束已经有 4 个多月了，面试场景什么的细节已经很模糊了，就不误导他人了，

这里我就直接贴面试题目。题目我自信还是记得比较清楚的，细节上或许有一点点表意不精确之处，但大体上应

该是原版的重现吧。废话结束，开题： 

     一共 5 道题：两道综合题，两道专业题，最后是一道英语题。 

    第一题  做一个自我介绍。 

    第二题  拿破仑说过：不愿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孙中山却说：不要想着做大官，多想想做大事，试问二

者有何异同？ 

    第三题  谈一下你对电子签名的理解。 

    第四题  谈一下云计算技术。 

    第五题  Do you like reading？（我回答 yes，紧接着追问 Which book is your favorite book？） 

3.2.18 我的一些面试资料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275402-1-1.html 

巴塞尔协议Ⅲ.doc  

 

 

各地面试真题.doc   

 

 

风险管理.doc  

 

部分资料总结.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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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 面试题目——给后来人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208103-1-1.html 

因为是应届毕业生，考试完很忐忑，面试经验不多，所幸当年本科应届的时候，有幸参加过一次国家公务员

面试，还算有点经验。 

这次考完，心想着，如果面试中了，俺就把面试题目和当时情况贴出来，也算回馈论坛……虽然只是对自己说了，

但不能食言哇…… 

 

综合类面试题目： 

1、自我介绍（年龄、学校、教育背景、经历等必选） 

2、领导让你完成一份银行监管报告，你的直接领导和上级领导意见分歧很大，同时二人又有较深的私人恩怨，你

怎么完成任务？ 

3、专业题：银监会具体职责是什么？（书上的 11 条） 

4、专业题：为什么说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监管的核心指标？……（这个赶脚木有标准答案，俺答了银行监管必要性

的 5 点，顺带提了巴塞尔协议的东东，还讲了一些别的。当时专业问题的那个考官就一直在纸上记录） 

5、英语题：What's your graduation paper? 

Why do you choose that topic? 

What methods do you use in your graduation paper? 

 

面试最大的感触： 

    跟同职位的姐们交流过题目和答题情况，得知专业题目是随机抽取的。她抽到的一个题目一样，一个题目是资

本金的作用，以前也是考过的。 

    最神奇的是英语题目，之前一直看论坛说，what do you think of CBRC？和 Why do you choose CBRC？是必考

题，再不济也应该考到一道，完全木有想到是跟毕业论文有关系的。更让我措手不及的是，我的毕业论文还没写……

但是还是要撑住，装淡定，对考官笑了笑，说我准备一下，然后在草稿纸上狂写可能用到的单词，用很简单的语

言组织了一下，虽然木有很高深的词汇，但是感觉答得比较流利。最后跟考官用英语说，因为我还没写毕业论文，

so 只能介绍到这里了。考官是位年轻人，笑了笑，说 ok…… 

    之后，跟报考同职位的姐姐交流了一下，因为另外两个姐姐是工作了四五年的，她们被问到的英语题目是一样

的，貌似是讲一件跟银行相关的、印象深刻的事情。 

    所以觉得银监会专业题目虽然是随机抽的，但是英语题目还是会因人而异的，只是比较悲催的没有准备论文。

如果来年有应届生考银监会，提醒一定要准备一下毕业论文的英文，有了 abstract 就足够应付关于毕业论文的东

东了。 

 

最后，祝所有人好运。也祝自己能做出正确选择，for 目前还在纠结要不要去省局综合类职位，感觉综合类不像

监管一样是主流部门……期待能有个让自己不后悔的决定！ 

3.2.20 2012 重庆监管局面经-综合类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91403-1-1.html 

过了一个多星期了才来分享，觉得从论坛上看到不少东西，收获还是很大，应该给点回报的啊！！！！不说其他

的了，直接进入主题~~ 

**************************** 我 是 华 丽 丽 的 分 割 线 线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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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综合类的真的比其他类要简单很多，一共 5 个考官加一个计时的老师，主考官坐正中间，他就负

责宣读一下面试流程，然后人还挺和蔼的，一直在说要我不要紧张，放松心情，然后就说如果我准备好了就可以

开始面试了~ 

      先就是一个自我介绍，因为之前看了论坛里的面经，所以有准备，但是实际上反正这次是没有说不能透露个

人信息的，反而那个考官还一直在问我的个人情况，年龄啊学校啊神马的。 

      然后就是专业问题了，另外一个考官问的：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你是如何

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就巴拉巴拉乱扯了一通，因为每个问题都只有一分钟的思考时间，计时的老师会提醒你开始

答题。 

      接下来还是一个专业问题，是第三个考官问的，因为我们是综合类，所以问的是会计专业的：计量公允价值

的三种方法？唉，脑子一片空白，都忘的差不多了，东想西想的也就想起来两个，还不知道对了没。。。 

      最后就是英语面试，那个老师的英语说得比较慢，估计是怕我们听不懂，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让我用英语

介绍一下自己，我当时都懵了，怎么这么出人意料，简直就没想过他会问这个问题，当然之前也是有点小小准备

的，所以还算瞎扯上了吧。 

****************************************** 再 来 分 割 一 次

*********************************************************** 

整体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前一天有另外一个同学去面的监管类，她回来说了她们那边的情况，问的问题那叫一个

专业啊！所以综合类应该算是简单的了，面试的问题都是考官念，不会发什么题本，但是会提供笔和草稿纸，每

个问题考官都会念两遍。重庆这边的都还好，考官都挺和蔼的~ 

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可能没什么希望了，留下点东西希望能帮上后面的 tx 们~大家好运咯~ 

3.2.21 2012 大连银监会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90449-1-1.html 

大连银监会的面试在沈阳进行，单独在一个考场。 

贴上我的面试题目，供大家参考： 

1.三分钟自我介绍（侧重为什么适合银监会；如果参加过什么项目，发表过什么论文，简单介绍一下) 

2.自我介绍的经历，提一个问题，主要考察处理同事间的矛盾。 

3.专业题：谈谈对金融创新的认识，以及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4.专业题：银监会最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比如说....，请你谈谈我国为什么要扶持中小企业

的发展。 

5.英语题：欧债危机的原因及对中国的影响。 

 

第四章 银监会综合资料 

4.1 一点点面试经验回报论坛(银监财会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4300-1-1.html   

 

先说一下楼主背景，应届毕业生一枚，学校普通，报的是财会类的，而且是异地报考，我报考的时候很迷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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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都是自己摸索着来的，都不知道怎么问人，好吧我就是智障。。。这次写出来希望可以给将要报考的小伙伴一

点经验，也当是给自己留个纪念。从 报考说起吧，当初不想报公务员来着，结果开学大家都好忙啊，找工作的找

工作，实习的实习，楼主在异地上学，对校园招聘就不那么上心，还是想回来工作，也是 9 月下旬吧，决定考公

务员试试，楼主没有裸考的勇气，又感觉复习的时间不是很长了，行测和申论也是渣渣一个，就买了两本书看，

别的啥也没干，这时候知道银 监会还有个专业考试楼主仿佛看见了希望，因为楼主专业成绩一直还行，感觉如果

报这个还有点超越别人的可能，抱着这种打算开始考银监会了。可是问题来了，我 看原来是不是没有财会岗这个

职位呀，只有综合岗，好吧我现在也不清楚，我当时找网上的资料。什么的都把他并到综合岗了，楼主很是惆怅

呀，又不知道问谁，楼 主就是一个这样闷骚的人~。我就想着在淘宝上买本专业书看，网上好像只有一种银监会

的，好像是中公还是华图的忘了，买回来楼主看的很是兴奋呀，兴奋到无视 了封面写着监管岗三个大字，是的你

没有看错，我看了一个月监管岗的书还做配套练习题，巴塞尔协议背的可溜了呢。那时根本分不清这些岗位有什

么区别，也不知 道自己要考什么，现在我可以以血淋淋的例子告诉大家，财会类主要考的是会计，审计，财务管

理，管理会计，其 中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有交叉的（就是作业成本，标准成本，本量利分析那些，好吧我也没学

过，但是考试我看见这方面的题了，当然都是蒙的 B，就是这么自 信），只看财务管理就行，管理会计感觉太高

大上。会计看中级财务会计就行了，如果你有注会的教材看了也是多多益善的，感觉即使看了很多考试还是不会，

尤其 是应届毕业生，还有没学过的，所以考 60，70 份左右就行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奔着高分去，当然，

分数越高越好吗，多多益善。 绕回来，我是怎么发现我错了呢，因为我们审计老师去录了某培训机构的财会类的

视频课，上课的时候无意说了下财会类的考什么，当时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呀。距离考试时间没几天了，赶

紧扔掉我买的那本书，夜以继日的看自己的教材，就是上述我说的那些，就这样迎来了我的笔试，就看上述我说

的那些，不能保证全 部都会，但至少考试时看见卷子没有天书的感觉，还是可以好好答题的，问的也不会特别难，

都是基础性的东西，然并卵，由于耽误太长时间看错书还是很多看见很 熟悉但是答不出来的题目，泪。。。。题本

是一本可厚的了，五个岗位都发这本，你考财会的就翻到财会类的那一页开始答题，别的也不用看，涂卡的时候

记得涂财会类的。 笔试结束后楼主不报很大希望，中间参加了很多银行招聘也是一把辛酸泪就不提了。一月份查

看成绩时发现进面试了，还是有点小激动的，开始准备面试，对于面试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要不要报培训班，

这个楼主也说不准，只能说点自己的经历。作为一个面试小白，楼主也把面试看的太简单，不说搬模板这种高级

的东西，我 连正常答题顺序都不会，比如说我参加一个银行的招聘，面试官问我我给客户转账 10 万转成 100 万

还面临开除我该怎么办，现在的我至少知道这是一道应急应变 的题，应该回答保持泠静，向客户道歉巴拉巴拉的，

当时的我听完整个人都懵逼了，我说了两个字，赔呀！！！！考官当时都震惊了，估计从没遇过我这样的，还提 醒

我应该先道歉，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想掘地三尺跳进去把自己埋起来。经过一系列打击后再加上爸爸看我天天睡懒

觉逼着我去参加了一个私人 3 天的培训班，中间我 还咨询过中公，他说要异地上课我就放弃了，最关键是要 28800，

宝宝穷呀！！！我才知道原来题目是分类的，每个题还考察不同的能力，真是打开了新世界的 大门呀。对于面试培

训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知道题目是分类的，比如应急应变，综合分析，人际沟通 等等，大概知道怎么答又不是像我

一样一说话整个人都颤抖型就可以不用报班，可以联系几个小伙伴自己模拟练习一下效果也是蛮好的，在网上看

看历年真题都有好 人整理过了。我报的培训班就讲了题目分类，大概怎么答，然后模拟练了两天半，最大的感触

是最起码能开口说话了，不会只答两个字，要是真有像我这样的面试小 白还是报个班吧。。。。。面试一般 6 个题目，

第一个自我介绍，这个一定要提前准备！！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懒得打字了。。。最好一篇时间长一篇删减版的，为 

什么等会说，然后中间两道正常面试题，一般是综合分析和人际沟通，应急应变等，然后是两道专业题，应届毕

业生的话考官不会出很难得题目的真的都是基础，可 是往往基础我们就越不容易去背比如收入的定义类的，总爱

看些难得，虽说财会包括会计审计财务管理，但是专业题一般考会计比较多，最后是英语题，不要背银监 会的职

能了这些，花费精力多考的可能性极小，我还背了 SDR,AIIB 的这种高难度的，现在想想我四不四傻，考官一般

都问与个人生活学习相关的比较多，而 且不用你说的多好，有没有语病，流利最重要，说实话大四了不是英语专

业的早就忘得差不多了。。。说 说我的面试经历的，我坐火车提前一天到的，提前踩点了，26 号开始抽签，抽了

将近 4 个小时，崩溃呀，这时候你就能看见所有的考生了，我以为应届生很多，去 了很多好像是领导级的人物坐

在那我有一瞬间都恍惚了。。。。很多银行的在职人员来考，别的地方不知道，我指我的考点，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互

相问才发现都是银 行的尤其是我坐的那块全是银行的，好像来开茶话会的，我就默默地在旁边听着感觉全部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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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呀。因为对本宝宝银行基本都挂网申都不过的人来说这些银行职员简 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审查资料的时候

是按照笔试成绩来的从高到低，面试名单是按准考证排的，但审资料时就是按成绩了，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对手的

排名这个时 候可以仔细听了，面试时间是定好的，我们只是抽个签决定几号，一个上午一般是 10 个人左右。我

荣幸的抽到最后。。。。抽完签我就回去看电视了，晚上竟然失 眠了，压力是多大。。。第二天早上很早就来了，呆

在候考室不让看资料，所以也别带资料，反正不让看，一去就把手机和包都收起来了，有小零食和水，我基本上 呆

了一上午，一开始完全不紧张，还睡了一觉，流口水了还捂脸。。。。但是叫到我前面的那位考生时紧张的感觉就来

了，候考室也没几个人了寂静的环境很容易紧 张，建议去上个厕所缓解一下，回来引导员就让我带上东西去面试

了，不让回来的，所以要带上你所有的东西。到面试的地点时前面的人还没出来，我在外面候着， 这个时候来几

个深呼吸还是很有用的。终于考官叫我进去了，进去，带上门，走到我的位子前，鞠躬，向考官问好，坐下。我

以为我和考官的距离比较远，没想到超 近，也就一米吧，导致我的余光只能看见离我最近的三位考官，别的看不

见。。。。化了妆等了一上午都浮粉了，尴尬。我以为考官会说你好，欢迎你来参加今天的 面试巴拉巴拉，然而并

没有，中午了所有的考官都累了，要吃饭了，考官直接喊我名字，说希望我简短说，简要说，说重点，我瞬间整

个人都懵逼了，我原本准备的 自我介绍超详细超多，他这么一说我立马意识到了不能说多了呀，当机立断说一半，

所以我说要准备两份，如果是早上面就多说一点，中午就少说一点。。。说话声 很紧张，都在颤抖，整个会议室只

有我说话的声音和记录员写字的声音。一定要镇定，哪怕你说话都在颤抖了也要镇定的说完，可惜我还是 too young 

to simple 呀，臣妾做不到呀，果然问的题目大概就是我说的那些，然并卵，一紧张，啥都忘光了，脑袋一片空白，

说好的三步走呢，说好的开场中间结尾呢，我 就开始了胡说，想到什么说什么，还有一点，本来没这么慌得，考

官读完题我可以有思考的时间，结果考官估计是饿了，直接问我你想好了吗？他都问了我也不能说 我没想好呀，

所以每道题基本没思考答得飞快，考官全程望着天花板冥想可能是听不懂我再说什么，捂脸，30 分钟我估计也就

说了 10 分钟吧，说完考官就说你可 以走了，起身，鞠躬，谢谢考官，对了，如果你没听清题是可以多问一遍的，

这个很正常不会扣你分的，不要害怕问没听清题就答，因为有的题确实一遍可能没听 清。然后出来，引导员把东

西给我，回家。经过这次经历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毕竟从没来过这么正经的场合涨涨姿势也是极好的。 

貌似讲了很多废话呀，如果想看重点就只看红色的部分，这好像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谢谢大家！ 

4.2 银监监管类面试的备考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4270-1-1.html   

 

     由于签了保密协议，就不透露真题了，透露也没意义，应届生的题和有工作经验的题完全不一样，每年的题也

不一样。 

     （一）搜集信息： 

       1、微博。 

       微博是很有用的社交媒体，可以看到各种人的各种微博，在搜索银监会面试的时候我看到有银监局的人说自

己的假期泡汤了，要去做面试引导员，我就知道了银监的面试和一般的公务员面试时完全不一样的，至少没有传

说中的武警看守。 

     我看到有人说在 备考室押题，就知道可以带书进去复习。 

     看到考试的地点，就能查到考试地点的布局，找到会议室熟悉一下地形，就算只是在携程上看到了会议室的图

片，也比一点都不熟悉环境强一些。 

      2、银监会官网 

       银监会官网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 

       查看最近一两年的银监会监管文件和新闻动态，就能知道最近一两年银监会的工作动态，找到重点，重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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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银监会的年报是很重要的东西，有买股票习惯的应该懂年报多重要，恩，尽管银监会不是盈利性组织。 

    （二）备考 

         专业书—面试书—应届生的指南—培训机构的资料—法规—银监会年报—银监会内部培训材料—英文材料

—中银国际关于银行的最近 1 年内的研究报告—银行的报告 

         专业书：黄达的金融学，商业银行管理等等，包括日本经济学名著译丛里的泡沫经济学、经济思想，重新

复习了金融学和银行管理学。 

         面试书：中公的结构化面试教程，银监会只考结构化面试，没有无领导，没有新题型，今年书的二维码全

部都是错的，扫描获得的网址需要手工删除一个空格。 

         培训机构的材料：是华图的材料，这个自己想办法从培训过的人要。我拿到了 面试指南和结构化的培训材

料。 

         法规：商业银行法和监管法，人民银行法之类的，应该读一下。 

         银监会年报：最近两年的应该打印出来，好好看，好好看，很重要，相信我，很多东西都可以在面试时用

到。英文版的，打一份和当年的中文版一起看，土豪可以直接买。100 多一本。 

         内部培训材料：这个在微盘就可以找到，银监监管实务，银监监管文化，商业银行业务，刘明康当主席时

编写的，可以认真看看。当时我压得重点是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巴塞尔协议。 

         英文材料：这个是我在百度文库下载的，总结了银监会历年的考题，很经典，很多话可以用。 

         券商的研报：顺便下载了最近一年的所有关于银行业的研究报告，互联网金融什么的也下载了不少，至少

得知道 p2p 时银监会监管的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会让你知道热点，券商做这个是一把的。 

         银行的研报：工行和中行的研究报告很容易下载到，中银香港的报告也很不错，下载没有门栏，官网就有。 

 

        总之，做最充足的准备，以万全的准备面对面试，做到战略上重视面试，而到了面试当天，在战术中藐视面

试。有了充足的准备才能胸有成竹，不紧张。 

 

        面试需要的材料要准备好，工作证明如果不给开，那么公积金连续缴费证明、社保连续缴费证明都是可以的，

上面会有缴费单位的名称。 

 

     （三）考试 

       我和引导员聊了一会，说里面的考官都是各个处的处长，我觉得这么多处的处长，想整猫腻，成本真的很高，

这么看来，银监系统还是挺公平的。而且，考官是异地的，不是报考机构的。 

 

       面试的等待时间真的很长，我准备了热的露露，热的鸡蛋，有热水的水杯，苹果，梨和酸奶，你可以理解我

是去吃的，啥时候不能让自己饿到。 

 

       面试的等待真的很无聊，还好有认识的同事一起面试，我们的号基本都是最后的，所以一路聊天，时间飞快，

等的不闹心。 

 

       用不着计较面试时间的长短，无所谓，时间长不一定是好事。 

 

       性格爽朗的，就表达自己的性格就行了，别装假了，面试官都是人精，跟着本心走，该是啥就是啥，表达意

见时直接透彻不墨迹，然后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个时候银监会年报之类的东西可以上了，灵活运用，言之有物。 

 

      英文，动词+名词，名词真没听明白，然后知道那个动词是啥意思，我是这么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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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两个 pardon，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我答得并不好，但是得分很高，总结起来，可能不仅仅是英文的口语能力，还有应变能力，遇到自己不会的

知识应该怎么应对，这是个有意思的英文题，但是我觉得复习的更充分些会风险更小，希望大家背更多的专业词

汇，听不懂考官在说啥，太尴尬了。 

 

     从进银行到进银监局，从应届生得到了很多信息，希望自己写的东西于大家有用。希望大家成功！ 

 

     另外，由于保密协议，涉密信息没有出现，考题当然也是，但是我看的东西包括了大部分考题，除了一些时事

热点。 

     希望大家找到更多的公开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掌握核心信息，应用信息，这是很重要的能力，数学之

美  浪潮之巅的作者吴军很在乎这个，时间足够的童鞋可以关注一下吴军的书，应该是传说中的信息论，这个学科

不懂。 

4.3 实习一个月，生活充满阳光~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5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4295-1-1.html  

 

让宝宝实习，宝宝内心是拒绝的，但是宝宝太天真，于是踏进了银监局的大门，开启了一段…… 

总结一点感想吧—— 

1.忙，就是忙…… 

从处长到实习生，忙得都不可开交，工作时间说是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半到晚五点半，但是加班到晚上十点半也

不是不可能…… 

实习生最大的好处是没有工资，省局安排住处。哪里好呢？周末一个电话，随叫随到。也没什么心里不乐意的，

处长都加一天班了，要不是实在太忙，谁会推给实习生做？ 

说实话第一天到办公室转悠的时候，在一些地方看到了长沙发，有的柜子里还有被子。心里想机关就是腐 x，宝

宝在银行的时候哪里想象过这种待遇…… 

直到上周某天早上看到某个前辈（姐姐）从沙发上爬起来，才知道这些装备是干嘛用的……通宵写文爽不爽？ 

以前炒股的时候觉得证监会经常半夜发文是懒政，现在想想其实都是机关工作人员的血和泪啊。 

 

2.穷，就是穷…… 

首先就是自己能感受到的。同样是实习生，考到国税的小伙伴拿着几 k 的补助，而我们呢……好吧，包吃住呢……

周末就不包了…… 

同一办公室的姐姐是人行分家时分过来的，资历可想而知。她透露了一下自己的月薪，离五位数还差那么一两个

四位数。 

总之，bbs 里面所有关于 cbrc 有多穷的，都是事实。 

最感慨的是，刚好有分局借调过来的姐姐，告诉我分局更惨。大概就是公车不能开，因为没钱加油。分局到省局

来办个事都是开自家车，于是我问姐姐能不能报销。 

她说，呵呵。 

 

 

3.学习，就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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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学习，倒不如是知道了很多东西，至少是柜员以前不太能知道的东西。大概就是更深地理解这个社会，

从微观到宏观。银行系统就是个小社会，而通过这个系统也能理解到更大的社会。 

当然，这仅限于在那些从人行就分过来，至今仍然是主任科员的老员工嘴里听到的。所谓真知灼见。 

而更年轻的人们，并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大家都在干活，特别能互相理解。而且但凡学金融的，其实都是骨子里

比较上进的人。特别在省局，一色的研究生，甚至还有几个博士。私底下也看到有前辈在学 CFA。总之这还是一

个不错的平台。 

 

恩。大概仅限省局。 

听说在分局，想喝喝茶看看报混一天也不是不可能…… 

～～～～～～～～～～～～～～～～～～～～～～～～～～～～～～～～ 

 

补充： 

午睡不着补充两句，上面主要是听觉感受的东西。大概就是每每聊天都会听到各种老员工泼冷水。其实我倒很能

理解，像他们这样的学历和经历，希望有更大的物质回报。但是对楼主而言，这些东西，就像我今年过年前向周

围人吐槽银行柜台多么令人绝望一样。 

听说分局可以喝喝茶看看报纸，真的觉得那是种幸福。 

以前吃饭只有二十分钟。半天不能上厕所。少了五十块找的快崩溃。 

这些事以后都没有了。 

七月以后就回家去分局报道了。一想到这里就是阳光的。离开银行那天天特别蓝。 

嗯，再也不用做柜员啦 

4.4 写在即将踏实银监之路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5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67239-1-1.html 

 

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了国考银监岗位报名，经历了裸考的笔试，迟到的面试之后，竟然可以混进公务员

的队伍，真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一切都是天意！！！虽然在薪水上，从国有商业银行到银监局会有很大

的落差与降低，但我清楚自己目前想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晓得银监局是否真的适合我，未来的

路会是怎样，但至少它是一个改变我职业发展的一个契机，一个机遇。 

     作为一个女人，家庭对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愿意牺牲自己而来成全老公成就孩子。我在四大国有银

行的基层网点工作了三年的时间，发现我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少得可怜，视野也极窄极窄，我不想再用金钱来

替代我陪伴孩子的成长了，不想再用各种奢侈品代替内心的空虚，也不想再每天做着强颜欢笑卖贵金属基金

保险、办信用卡、吸存了。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既然我吃不了太多的苦，也没有为人上人的

远大志向，那就选择离开这压力巨大竞争激烈的地方吧。挥手告别之际，当然也会有留恋之情，我的最美好

的年华都在这里度过的，还有那些一起奋斗过的同事们我会很想你们，也谢谢这份工作给予我的锻炼（做服

务工作的心性会被磨练的特别耐心与隐忍），物质（最最主要的是户口让我有了立足之根本）与成长（任性

随性自我略有进步）。我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终将难忘！ 

     即将踏上银监之路，内心充满憧憬与向往，不管它真实的面目是什么，我愿意去尝试，去感受，去经历。 

4.5 我对银监系统的认识和建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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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8826-1-1.html 

 

 三年前，我离开大都市的商业银行，报考银监局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在我迷茫和踌躇之际，“应届生”给了

许多帮助和启发，在某地市银监局工作近两年光阴，我想将自己对银监局的点滴思考整理成文字，以供后来

人参考，也算是我对“应届生”的回馈和感谢，阐述不到之处，还请见谅！ 

一、对银监局的 SWOT 分析评价 

在参加面试甚至在被录用之前，相信很多人和我当初一样，对“银监分局”和“银监分局辖内监管办事处”缺乏

有效的认知，在此我提醒大家，虽然二者在字面上差别不大，但实际上，银监分局是银监会在地市级的派出

机构，监管办事处是银监会在区县级的派出机构，二者在职务上、待遇上、办公地点和发展前景上相差一个

档次，建议大家在报考时考虑清楚、审慎抉择。 

S—优势。银监会系统专司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在操作中细化为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和现场

检查三大板块，2015 年 3 月，银监会因时而动、顺势而为，进行了成立以来的最大手笔改革，将资源进行

合并重组，大致将银监会内部分为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和监管支持四大条线，主抓监管职能。在

此基础上，我将银监局的优势总结如下：一是社会地位较高。由于监管经济利润丰厚、盈利能力较强、地位

声势较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所以银监局职员在银行业面前，具备较大的寻租条件，特别在中小银行面前，

会充分满足作为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权欲心理。二是业余时间较多。在银监局大部分部门，监管科室工作时间

呈现出橄榄形的特征，即月初相对较忙，其余相对清闲，月初忙于日常性的非现场审核、科务会及月度总结

事宜。综合科室工作时间呈现沙漏型，每天都会有做不完的事情。总体而言，日工作不超过 8 小时，基本不

需加班。三是学习空间较大。银行业监管工作涉及大量的法律法规、公文信息等文件，需要学习的内容过于

庞杂，需要工作者不间断的利用空余时间充电学习，银监会每年也会举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竞赛，为提

升个人能力提供了充分施展拳脚的空间。 

W—劣势。和中国大多行政单位类似，银监会系统也存在着机关人员人浮于事、办事效率逐渐低下、精神风

貌总体不振等问题，同时，根据我的经验和感受，银监会系统还存在着自身特有的劣势。一是激励机制尚不

健全。鉴于行政执法部门和私营企业的差异，银监会系统自身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孕育出“干多

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尴尬境地，难以激发单位的工作活力和提升监管的效率。二是发展空间严

重受阻。银监会系统最大的弊端在于缺失上下自由流动制度，即不同级别的派出机构在人事竞聘、薪酬待遇

相互独立，基本葬送了基层工作者的政治前途。三是社会地位日趋衰落。与人民银行形成鲜明的对比，银监

会系统在财务体制改革后，一切资金走财政，导致监管职能发挥受障，加上财政经费逐年削减，监管处罚资

金上缴国库，诱发银监会省以下派出机构存在“自暴自弃”的心理。 

O—机遇。在银监会系统工作的人员，在职业生涯的道路上，心理上表现出一条“Y=-X”的轨迹。在工作幼年

之初，壮志满怀、充满干劲，颇有一番舍我取谁的慷慨豪情；在工作中年时间，前途无望、满腹怨言，肚中

充斥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在工作的晚年之际，人走茶凉、无依无靠，心中流淌着无尽的凄凉和悔恨。

但是，在工作的中年期，也不乏人生难得机遇。一是出进路径异常通畅明朗。人至中年，年富力强，行政地

位具备、工作经验丰富、人情世故圆滑，更为重要的是，具备被输送至商业银行高管层的条件，我想这是很

多银监会系统职员存在“想走却不舍”矛盾的症结所在。当然，这必须具备科级职位、领导赏识、业务娴熟、

政治过硬等基本条件。二是人际资源挖掘空间较大。当走上科级领导岗位后，在部分业务领域具备了一定的

话语权，能走动的领域、可接触的人员就上升了一个层级，此刻如若能深度挖掘和开拓自身的人际资源，必

将是自己一生中的宝贵财富。 

T—威胁。银监会系统特别是银监会总舵、部分省银监局分舵每年都吸纳大量的学历高、能力强、业务精的

专业人才和社会精英，正是因为此，银监会系统上下表现出“顶层设计精美、中层传达缩水、基层落实脱节”

的“大头细腰小脚”的幽默景象。以此为切入点，我探讨一下当前银监会才在的威胁。一是员工组织向心力较

弱。首当其冲的是组织对员工的关怀力度不够，以科员的薪资待遇为例，县级 3000（公积金 600）、市级

4000（公积金 800）、省级 6000（公积金 1200）、总会 8000（公积金 2000），无其他福利，不敌各级房

价，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自然人第一层级的需求未满足，何谈对组织的忠诚度。再以市级的职务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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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理想状况下，工作满五年副科级、工作满十年正科级，正科级基本上是市级机构的上限，试问，几位

好汉能够忍受“愁白少年头”的煎熬。二是基层机构创新力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明确了公务员用

人导向，“有基层工作经历，具备创新意识”，然而现实往往和理想背道而驰，银监会系统承担过多的职能，

例如耗费大量资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能，系统职员每天忙于偏离主业的非监管的琐碎事项，很难讲主要精

力和心血用在监管主业上来，创新意识无从谈起。办事处人员无机会竞聘市局岗位、市局人员无机会竞聘省

局岗位、省局人员无机会竞聘总会岗位，系统上下人员流动如同“一潭死水”，活生生泯灭员工的创新动力和

上进干劲。三是管理运行独立性渐无。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银监会系统近一半的机构缺乏自身的办公楼，近

三分之二的职员家庭入不敷出，单位预算资金颇为紧张，在此艰难的情况下，银监会系统只能向监管对象—

银行业金融机构寻求“经济支援”，民间俗语“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缺失了独

立运行的条件，在银行业监管面前，作为监管者，难免会“畏手畏脚、踟蹰不定”。由此导致“监管权威丧失、

机构人浮于事、金融贿赂腐败”等现象，也是有因可溯。 

二、对后来者的建议 

    源于进入系统需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监管对象较为特殊的缘故，社会人员特别是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

上对银监会系统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基于对银监会系统较为粗浅

的 SWOT 分析，提出两点不成熟的建议，以供参考。 

一是正确定位自己。当前较为流行的一句话是“找对老婆、找对行业、找对自己”，后两个“找对”值得引起每

一个职场人士深入反思，自己找对行业没有？是否准确定位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倾向于偏安一隅、追求稳定、

事业心不强、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人，银监会系统是你合适的港湾和选择；如果你是一个勇于追求人生价值、

敢于同命运抗争、胸怀远大抱负、财务状况不佳的人，银监会系统将会让你梦醒午时、抱憾终身。 

二是明确努力方法。如果你找到人生坐标轴中的自己，那么，你就可以攻坚克难、矢志不渝的努力备考，毕

竟国家公务员考试难度较大。首先，明策略。监管岗位（金融专业、财务专业）竞争力较大，综合岗位（法

律岗、科级岗、统计岗）竞争力较小，所以非经济专业的人员在面临职业选择时，应当优先考虑银监会系统，

抓住招录时机、迎难而上。其次，明方法。备考人员勿用参加各类名目繁杂的培训，笔试环节认真研读银行

从业人员考试《公共基础》、《风险管理》和《金融学》三本书；面试环节认真准备自我介绍、关注金融风

险实事、研究《风险管理》。最后，明志气。公务员考试需要日积月累，切忌临门烧香，注重在平时的能量

积蓄，机会一般都会青睐“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的有志之士。 

以上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水平有限，分析和建议不到位之处，还望海涵！ 

 

4.6 在即将离职之际，写下这将近一年的工作感受留给后来人参考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4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8640-1-1.html 

 

楼主是中部省份经济发达的地市分局某银行的主监管员，分局有自己新修的办公楼，本市有好几家股份

制银行和城商行，所以楼主所在的分局应该能有比较好的代表性。 

楼主入职报到的第一天，局里人事科科长还有一些老前辈就给楼主”泼了冷水“，语重心长的告诫楼主男生最

好不要来这里。楼主就从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来谈谈自己所认识、所感受的银监局吧。 

优点： 

1、社会地位高，外界名声好。 

银监局在当地金融系统”名义地位“比较高，召集开大会时，各行行长几乎都会列席，局长坐在主席台，银监

局的人无论职位大小，在工作来往中，一律是银行的“领导”；出去检查时，小银行的人对银监局至少”表面“上

非常尊重，非常客气，但是国有大行态度有的就很轻浮甚至傲慢，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楼主在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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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会解释; 

2、工作轻松、自由支配时间多。 

上午 8 点半到 12 点，下午 2 点半到 5 点半，从未加班，从未感觉工作累人，监管科室如果不出去检查，会

非常清闲，对于女生来说将来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顾家和照顾小孩；但全局 最忙部门办公室除外。 

3、职业发展上进可攻、退可守。 

进可攻是指男生在进银监局有一定年限工作资历或者职务之后、是可以向股份制银行或者城商行跳槽，这种

情况在楼主所在分局比较普遍，但仅限于中小银行，国有 5 大行零可能性，一般跳过去职务都能升半级。 

退可守是指待在局里熬资历，等位子，顺利的话 10 年能坐到科长位子，之后就看人品了，毕竟分局平台有

限，省局和银监会机关在这一点上应该好很多很多。 

4、收入稳定、工作没有丝毫压力。 

楼主所在市房价在 5000 左右，分局年收入扣除公积金和各种险之后，转正后实际一年到手 6~7 万多之间波

动，公积金一年 1 万左右。按照企业给薪水的说法，所谓税前名义数字应该在 9 万。在没有房子压力下，生

活还是能够很安逸的。 

接下来谈谈楼主最痛心的缺点 

1、收入成长空间非常有限。 

即使 10 年当了科长，每年到手的现金也只能在 10 万左右。出去检查，会经常发现被监管的小银行高管行长

当面各种秀收入，难免会”动摇“年轻人的心，据楼主了解当地城商行支行最普通员工客户经理，会计主管之

类每月到手 7000 多，全年未知，一般均在 10 万以上，行长没有低于 20 万的。 

2、行政处罚以及对违规现象的处理繁琐冗长、法律条文没有严格落实到位 

这里面因为牵涉到政府以及很多人的利益，不便详说，简短总结一句：银监对银行的执法权完全不是课本上

或者百度百科描述的那样美好，所以也导致了国有大行对银监局态度的轻浮。 

3、消磨人向上的意志 

银监局或者说整个公务员体制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在本该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年轻阶段，却让其做对个人成

长无深刻意义繁琐冗长的工作，此观点只针对我们金融经济类专业的同学，因为楼主相信每一个学经济金融

并且能考进银监或者人行系统的同学心里都或多或少有一定职业理想追求，不是仅追求安逸享乐的人，正是

因为有了这一颗积极阳光向上的心，所以银监和公务员体制就不是那么适合金融经济专业的同学。 

楼主最后再次强调一点，此贴绝对没有抹黑银监的意思，楼主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客观评价自己所认识，所

感受的银监分局，银监会总舵不在此参考之列，因为不了解，所以不妄加评论。 

楼主今年很可能要离开银监队伍了，之前受到了论坛里很多前辈帖子的帮助，写下此经验贴，也算是一种传

承，希望此贴能对面临选择的有缘人有所帮助。 

4.7 分析了一下 2015 年银监会的体检名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8014-1-1.html 

 

刚搞定论文，闲着无事，拿银监会体检名单练习一下 excel 的数据分析，数据不保证完全准确，仅供娱乐。 

 

1、性别 

2015 年银监会系统一共招收工作人员 1025 人，其中进入体检名单的男性 491，女性 534 人，性别比例均衡，

女生甚至比男性稍多。 

省局招收 156 人，男性 88 人，女性 68 人，男性稍多，但比例也不算悬殊。 

可见对于出色的女生们，银监的大门也是为大家敞开的，性别歧视现象不算严重。（当然，考虑到女生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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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似乎比男生大不少，假设男女生面试能力没有区别，那么女生似乎是要困难些。至少我的考的岗位，

只有我一个男的，其他四位全是女生） 

 

2、工作经验 

1025 人中，有工作经验的为 316 人，应届生 709 人，有工作经验者有 106 人以上在银行业工作（银行、信

用社、人行等），应届生的比例很高。省局是 56VS100，同样是应届生占多数。 

 

3、毕业学校 

会机关今年招人不少，不过学校蛮集中，北大 8，央财 7，人大和清华都是 6，北京地区四巨头占总数的 65% 

省局招收的 156 人中，来自 211 工程及以上高校的毕业生有 109 人，占了 7 成，来自非 211 高校的同学有

港大、港科大之类的海归、也有社科院、中科院这类研究所、还有一些非 211 的省属大学，以财经高校为主。 

 

考入省局最多的十所高校名单如下 

中国人民大学 计数     11 

中央财经大学 计数   8    

西南财经大学 计数   8 

武汉大学 计数       6 

厦门大学 计数       6 

中国政法大学 计数   4    

南开大学 计数       4 

暨南大学 计数       4 

对外经贸大学 计数   4 

东北财经大学 计数   4 

[/table] 

 

下面是银监全系统（会机关、局、分局、监管办四层）录取情况的统计（录取人数超过十人的高校），可以看到基本是财经类高校的天下，综

合统计，银监会系统 1025 人，211 工程以上院校 476 人。 

 

西南财经大学 计数         3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计数     24 

中央财经大学 计数         23 

山东财经大学 计数         19 

中国人民大学 计数         18 

湖南大学 计数             18 

山东大学 计数             17 

武汉大学 计数             16 

江西财经大学 计数         16 

云南大学 计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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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 计数         15 

吉林大学 计数             13 

南开大学 计数             1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计数     12 

北京大学 计数             12 

中国政法大学 计数         11 

暨南大学 计数             11 

中山大学 计数             10 

天津财经大学 计数         10 

河南大学 计数             1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计数     10 

东北财经大学 计数         10[table=297] 

 

4.8 很久没来了，再写点东西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4184-1-1.html 

 

 

距离上次来论坛都过去 1 年半的时间，因为觉得国考虽然那时的经历仍历历在目，但是毕竟自己已经全

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所以基本上就不太关注招录这些事情了（自己也不是在人事工作）。一转眼工作了 2 年

半，也看到单位陆续进来了两批新人，感触也比之前的要多。 

 

首先先感谢一下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回复支持我的帖子的朋友，祝你们以后工作顺利，同时也对一些朋友之前

发的消息我没能及时回复表示歉意，因为基本上没怎么来看论坛，所以过去蛮久了，也就不再回复了。 

 

在这里简单补充一些东西吧 

 

第一，就是考试比例问题，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行测 25%、申论 25%、专业 50%，最终的还得看今年的政

策，现在报名快结束了，距离考试时间也不多了，我建议大家多看一些申论的真题吧，关键看看别人是怎么

回答的，用什么语气，如何组织语言。专业中的英语为客观选择题（如果跟我当年考的方式一样的话），所

以难度没有太大，大家不要过度紧张，跟四六级差不多，找点语感还是非常必要的。专业占分 50%，别看笔

试占分不少，到了面试，专业和英语一样要面的，所以专业这一块要做好准备。 

 

第二，就是系统内部调动的问题，我们银监系统目前属于参公管理，直属中央，所以跟地方的政府和单位虽

然偶有联系，但是不会特别频繁，所以调动到别的单位的机会基本相当于零，而本系统内部的调动，哪怕是

平级调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也见到有调动成功的，但是还是比较少，所以大家如果考虑了异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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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要做好在外地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而我看到坛友问到的分局调入省局，那更是特别困难的了，因为

这属于一种提拔了，而且现在系统内夫妻分在两地工作的情况也不少，所以即便自己确实很优秀，也很难有

机会调上去，除非你运气特别好，或者有很强力的关系，不然就多为借调的方式，从省局借调银监会、从分

局借调到省局、从监管办借调到分局这种从下往上借调的方式，一般就借调个一两年，表现好的话回到本单

位之后有可能会获得提拔，如果特殊情况可能会长期借调，但是编制上是很难直接改变的，编制是跟你的工

资收入直接挂钩。 

 

第三，我们到底和人行收入有多大差距，毕竟我的老同事都是从人行分过来的，而且家属很多都还留在人行，

收入上人行确实普遍比我们要多一些，而且人行的工作一般来说要比我们清闲，不过也不要有太不切实际的

幻想人行的收入能高到天上去。进去之后都是基层，基层不可能有多高的收入。 

 

第四，银监、银行要怎么选择？我希望大家在把银监、银行放一起做比较的时候心理首先应该明白这是截然

不同的两种工作，一个是行政事业单位，一个是企业，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银监跟银行是一直都在打

交道，而且大家一般都会同时报考两者，所以比较得就很频繁了。对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太多了，我就把我自

己的看法说说，最后还是得自己选择。有得必有失，这是我的最直接的看法。两者工作性质的不同，导致很

多东西都不一样，银监收入要低，但是工作相对来说也会轻松一些，自己能掌握的时间也多一点，而银行收

入普遍要高，但是工作要繁忙，压力也大，毕竟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你不付出，是不可能有收获的。看到一

些人从系统内离职去了银行，也看到一些人从银行离职考进单位，大家对生活的追求和看法不一样，对工作

的方式和环境感受都不一样，适合你的才是正确的。 

ps，在这里比较不客气地插说一点，不管你在银监还是在银行，你都是在下面做事，除非你能走到最顶端，

不然你永远不可能活得非常自我。只有你自己创业，一手缔造自己的帝国，你才能主宰所有。既然你还不能

一言九鼎，那么你肯定会多多少少遇到不如意，这就是社会。 

 

第五，进来之后，能做些什么。跟绝大多数机关单位一样，多做事的都是年轻人，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所

以基础工作肯定是不少的，同时你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多学点新出台的政策和内部的一些资料，能学的东西还

是很多的，就看你自己学不学。同时如果自己对英文翻译和写作有兴趣，可以多写一些信息，系统内对信息

的考核是比较看重的，做得好会有奖励的。 

 

最后，就我自己的心态来说，跟当初刚进来的时候，还是有变化，因为工作得多了，接触的人多了，见到的

事情多了，经历得多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还是会改变的，但是我从不后悔考进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退一步来说，第一年试用期如果不满意可以直接走人。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份工作，随着自己工作经验不断增

长，社会阅历不断增多，我以后也会有不同的想法和选择，毕竟自己也不能就说定了这次的选择会不会就是

永久的，或许在将来我也会选择别的工作方式和环境。抱怨和后悔无非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抱怨再多后

悔再多也不会有人主动帮你改变，环境也不会为你而变，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想办法改变。 

 

写完这些之后，我又要继续消失一阵子了，上面写的，仅为我自己一家之言，或许有失偏颇，希望大家以批

判的眼光看待。 

 

送给大家一句话吧，做自己的选择，把握自己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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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我的 2013 银监之路-心得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2192-1-1.html 

 

可能因为那段准备银监笔试、面试的日子太过于煎熬，因此即使过去这么久，仍然一切历历在目。在应届生论坛，得到过太多帮助，因此考前就

在心里默默许愿，如果能够成功上岸，一定要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尽些绵薄之力。 

     （一）个人情况 

         女生，报考省银监机关监管类岗位，2011 年毕业于某财经类院校，非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获得过几次校级奖学金，与朋友

一起创办过社团，在某世界 500 强咨询公司实习半年。研究生期间在国家级杂志发表论文一篇，毕业论文为省级优秀论文。两年工作经验，与金

融无关。 

         笔试和面试我都基本准备不到 20 天，且是在职备考，而且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每天下班最早时间不会早于 PM8 点，到家最早接近 9 点

了，因此我的备考几乎是靠熬夜和早起，并不如在校学生有充足的时间。之所以讲一下背景，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差距较大，我想所有的经验更多

适合与自己相似的人。有些经验，对某些人可能是助力，对其他人却是误导，因此一定要辩证的看，选取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二）笔试准备 

          从 2012 年开始，银监的笔试阶段比仅仅考察行测和申论，而且还考察专业课。且专业课成绩所占比例较大（综合成绩=专业课*50%+

行测*25%+申论*25% 

）。专业课全部是选择题（单选和多选），2012 年 80 分的专业课，20 分的英语。2013 年则是 90 分的专业课，10 分的英语题。考的比较简单，

但是面很广。准备的策略个人认为是广积粮，而不是深挖洞。 

       1、专业课的准别： 

         由于我备考的时间较短，因此我把几乎所有的经历都放在了专业课上，在我看来，专业课最是付出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收获的。我备考的

主要教材： 

         1、金融学 第二版 精编版【货币银行学（第四版）】，黄达主编 

               因为我时间少，所以我只能看精编版。第四篇，宏观均衡，我没时间就没看了。 

         2、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高鸿业主编，和其配套的习题精解（主要看选择题） 

         3、黄大《金融学》名校考研（含复试)真题详解 

              这本书我是把所有的选择题都掌握（选择题也不是很多）。其次是看人大和央行研究生院的简答和论述题 

         4、银行从业资格考试的-《公共基础过关必做 2000 题》 

         5、国际金融学我准备的是靠从百度文库里下载的一份《国际金融学试题和答案》，同样，我只看了选择题，因为只考选择题。其中涉及

的知识点，我就靠百度学习了，光靠背答案肯定不行，因为考题也不见得是一模一样的。 国际金融学试题和答案(免费).doc (154.5 KB, 下

载次数: 136)  

          以上这些就是我备考的全部资料，所有的选择题，我都是认认真真做的。事实证明，效果还不错（我想大部分非金融专业的学生，都和

我一样，学过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其他就几乎没有涉及过，而且，过去这么久，估计都忘记得差不多了）。我的专业课成绩是 87 分，考试

的过程中，我感觉如果有时间多看看《宏观经济学》，还是能多得几分的。 

         2、行测的准备： 

         我不知道行测大量的练习是否有提高，即使有提高，我也没那个时间。刚毕业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国考，我清楚，自己是根本做不完题

的。因此，这次备考我的策略是直接放弃数学部分。这样，基本可以保证其他题都能做完。 由于复习时间有限，我只重点复习了图形题和资料

分析题（因为我感觉这两部分稍微做点能有点成效）            

         3、申论 

         我只最后一周，每天看一个小时。但是一定要看，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写作模式。 

     （三）面试阶段 

       1、我的面试题： 

           （1）自我介绍：一定要自信，如果你自己都不觉得自己优秀，谁能觉得你优秀？一定的科研能力会加分。最好多强调自己每段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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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和自己想加入银监的强烈愿望。 

             (2）你怎么看待“大事讲选择，小事讲方法”：（我回答的大概意思）首先，我肯定这句话，不能太死板，有些时候也要灵活对待。但

同时举了一个工作中实际的例子，从我的工作职责出发，这件事情很严肃，但是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如此严格的要求对待。从

而说出，每个人人的知识结构，成长环境不同，看待很多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什么是大事，什么小事，不同的人看法不同。要在尊重他人的

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掌握的知识，来叛变，不能盲目自大。就是要辩证。 

          （3）如果一件事情，你认为特别有必要改进，领导确不以为然，你怎么办？我借用了上一道题，指出了，可能是自己的角度和高度不

够。但同时，也说明，如果咨询前辈的意见，经过多方调查询证后，仍然觉得有必要改进，会形成充足的书面材料，讲出问题所在，以及改进方

法，并与领导充分沟通。如果领导依旧不能接受，也要谦虚的接受领导的意见。 

           （4）如何看待商业银行在经济发展的作用。我讲了银行发展的历史，促进作用，同时提出目前也面临一定的挑战，金融危机之类。 

           （5）如何看待金融创新。我先举了几个例子，哪些业务是金融创新。之后指出了金融创新的作用，什么提供多种盈利模式啊，更好的

进行风险管理，提供流动性等等。然后之处了金融创新带来的危害。之后降了应对金融危机，巴塞尔协议三，以及我国所采取的措施等方面。 

            （6）what do u think of CBRC？why do u want to be cbrcer？ 

      2、面试准备 

      我的所有面试题，只有第三题我没有在之前的面经上看过，其他题，事实上在面经上都有过。即使不是原题，但是也差不太多。因为，一

定要仔细看面经上所有题。自己在心里想好答案。还有之前专业笔试是在面试环节，专业笔试有论述题和简答题，也应该好好看看。再有就是银

监会网站上主要领导的讲话，和搜狐金融板块我常看。涉及到巴塞尔的都应该看看，里面的具体展开内容可以 copy 到很多题目中，比如我的面

试第五题。中国的实行情况，也要了解。银监会网站上都有。 

     对于英语不是很好的同学，也不用太不自信。首先，题目出现重复概率的几率出现非常大。如果你准备的充分，完全可以应付。至于语音语

调，我关注巴曙松老师的微博，巴曙松老师说他参加银监会的面试，很多学生虽然不是金融专业，但是通过自学，对金融学的掌握也达到了相当

的水平。唯一不太好的，可能就是英语语音不太标准，但是中国的教育制度，这样也已经很难得了。 

      附面试准备资料（来自论坛及各大网站）： 

 

 资料 5.rar (159.59 KB, 下载次数: 150)  

 

 资料 4.rar (59.45 KB, 下载次数: 136)  

 

 资料 3.rar (52.34 KB, 下载次数: 148)  

 

 资料 2.rar (71.01 KB, 下载次数: 184)     

       

 

资料 1.rar 

 

4.10 2013 银监法律类岗位公考成功经验分享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80455-1-1.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AzODl8YWI3YzZkYjZ8MTQwMzE2OTI4MHw1MjE3MjYzfDE3MTIxOTI%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AzODh8MGQ5ZjY2ZDl8MTQwMzE2OTI4MHw1MjE3MjYzfDE3MTIxOTI%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AzODd8M2ZjNWExZTl8MTQwMzE2OTI4MHw1MjE3MjYzfDE3MTIxOTI%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AzODZ8ZThjYTNkNWZ8MTQwMzE2OTI4MHw1MjE3MjYzfDE3MTIxOTI%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AzODV8OGMwNGM1MDF8MTQwMzE2OTI4MHw1MjE3MjYzfDE3MTIxOTI%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8045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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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页 共 97 页 

题记：这周二刚经历过政审，终于可以坐下来把这一整个历程记录下来。从 2009 年硕士毕业，就

是拜应届生论坛找到了四大行省分行的工作，现在又顺利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受益那么多，我觉得

怎么也应该把自己的经历与后来者分享一下，当然，我本人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笔试迟到，最后

一名进的面试……），但是仍希望对屏幕前的你有所帮助。 

 

【报考经历】 

在开始之前，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经济法专业硕士毕业的，本科学了英语和法学双学位，有

英语专八的证和司法考试资格证，后来进入了四大行省分行法律与合规部工作，可以说是专业对口。

这几年我一直在考公务员，可能由于 LZ 是女生的缘故，所以一直想找一个更加稳定的工作，至于

金钱，自然不是最大的考虑了。去年去了证监局面试，发现专业不对口答专业题是极其坑爹的。去

年几个朋友说，你拥有很多证书，但是感觉你职业选择很混乱，你应该把你所有的资源整合起来，

实现最优化选择。于是我看了一下发现银监局是最好的选择：它要经济法学硕士，要两年以上银行

工作经验，还要英语不错。于是我报考了，果然，顺利通过筛选。 

经验：考公务员，尤其是有工作经验的，如果选择和你本行业对口的会有优势，这点在银监系统自

不言说，因为很多机关都直接要的是有银行业工作经验。 

 

【笔试经历】 

由于报考的时候没想到真要去上的问题，大概也是被去年的情况泼了个冷水，觉得考公务员也没以

前的冲劲了，索性就裸考了。 

不过由于去年准备笔试的书和笔记还在，所以考前一周还是大概熟悉了一下题型。 

专业考试的内容，很多人有写，里面最出乎我意料的是居然考了信托法和刑法金融行业领域的内容，

而且相当细致。虽然我这四年一直在做银行法务工作，但是银行法律涉及的太广泛，信托法我是前

一周才看过，就这样很多内容都记不住了。还有就是银行卡相关罪名，甚至考到了司法解释，包括

信用卡诈骗，拾取信用卡使用和盗窃信用卡使用的定罪。这里需要声明：拾得信用卡使用是信用卡

诈骗罪，盗窃信用卡使用是盗窃罪！ 

《刑法》信用卡诈骗罪：一百九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

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

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注：第 264 条是盗窃罪。盗窃信用卡并使

用，数额较大的（一般 1000 元以上），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构成【盗窃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拾得

他人信用卡并使用，数额在 5000 元以上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第二天考行测，LZ 很悲催的迟到了二十几分钟（打不到车），等坐下来喝口水半个小时过去了……

这个时候爬了七楼的我只有默默的深呼吸一下开始答题。说实话，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一直觉得这次

考上可能性不大，但是当时就一个想法，一定要淡定的坚持考完！ 

本来我中午是不打算休息什么的了，由于迟到了这个事情，反倒激起了我的斗志，找了一个宾馆开

了个钟点房间，仔细翻了翻十八大报告，死命一字不落的背下了《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这个标题，好好的睡了一觉。事实证明这是绝对明智的，

我后来在申论完整的将这个标题抄在了作文最后一段，申论果然超过了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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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人家说考前要好好睡眠，要淡定放松，这些话都是真的……LZ 以亲身经历告诉你，无论什

么情况，哪怕行测这种考试你迟到半个小时你也得淡定的考完，并且坚持下去！黎明前都是黑暗的！

越是你觉得撑不下去了木有希望了，就说明你已经距离成功很近了！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要放弃自己

放弃希望！ 

 

 

-----------我是废话的分界线-------------- 

话说考完之后，我回家和亲朋好友说了一下迟到的事情，大家纷纷表示算了，以后也别考了，甚至

有朋友跟我打赌我考不上……我自然也死了心，不再想分数的事情。 

某一天，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进面试名单了，我愣了很久，说不带这样玩人的……后来我居然

看到了名单里有我，行测还接近 60 分……心里真是五味陈杂，立马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兑现

赌注。哈哈~ 

 

 

【面试经历】 

虽然我进了面试，但我毕竟是人类，进去也只是运气，所以还是以进面的笔试最后一名入围的，不

要问我怎么知道是最后一名，当你就是面试分数线你自然知道！ 

说实话，LZ 刚开始接到面试通知还挺有激情的，后来想想都最后一名了，又听说人家局机关想要个

男生，我就默默的懈怠了…… 

1 月份进面试，银行工作又那么忙是吧，我又顺便过年去了个台湾，因此直到面试前一周我才正儿

八经看一下面试材料。然后……发现面试原来是在异地！哎……默默的订了两张机票（卧铺木有了）。 

后来终于到了地方，资格复审的时候发现乌压压全是人，复审的银监局同志们看到我是省行的，问

我为什么要考银监局啊，还劝我不要考了，说待遇比我现在低的……这个问题从那时到现在被问了

无数次……囧啊！ 

这里要感谢告诉我面试结果的那个朋友和我娘以及一本我在台湾买的一本英语面试书，接下来阐述

原因。 

 

 

-----------以上是废话，我才是正式经验的分割线---------------- 

 

 

准备经验：面试准备的一周，前两天准备面试材料，了解面试内容。我的朋友帮助我找了许多面试

材料，有 2013 银监会面试大礼包和各种辅导班录音。这其中最有用的是面试经验大礼包和哈密帮

帮助的面试辅导录音。因为银监局的题目类型特别特殊，但是你有了面经，会发现每年题目类型都

一样，分别是：三分钟自我介绍，结构化面试题目两题，专业题目两题，最后一题英语题。 

1、自我介绍：自我介绍这个东西，别看起来只有几百字，真要准备起来需要很久很麻烦的，你需

要知己知彼，我光准备这一个自我介绍就花了三天……首先，你得研究你报考的岗位，这个银监会

和银监局网站上有，我就先誊抄了一边，然后针对岗位的工作内容揣测它要的素质，由于银监喜欢

学习能力强，团队工作能力强，文案处理能力强，同时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扎实的考生。因此我结

合个人经验写了一个版本，主要是强调我的专业能力、文案处理和沟通能力，以及工作经验的优势，

没什么华丽内容，但是我觉得和岗位需要还是比较匹配的。走前一晚反复演练。这里强调一点，银

监局的自我简介是要介绍姓名、年龄、学历、学习和工作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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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自我简介（仅供参考） 

我叫 XXX，今年 X 岁，XX 地人。 

XX 年，我考入 XXX 学校，本科阶段，我取得英文文学与法学的双学位，并顺利通过英语专业八级

考试；XX 年，我考取本校经济法专业公费研究生，并最终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大学期间，除了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我还积极参加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我曾代表

学校参加国际 XXXX 比赛，还曾担任校、院学生会干部及校 XX 协会副会长。 

XX 年毕业时，我考入 X 银行 X 省分行法律与合规部。近 X 年的银行法务工作，我主要负责两大部

分工作： 

一是提供法律支持与服务，如诉讼仲裁案件的处理，规章制度、合同和新产品的制定、审查，银行

业法律政策研究与法律合规风险提示，法律咨询和培训等； 

二是综合性法律事务工作，包括与上下级机构和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以及部门日常报告、报表、

计划总结等材料的撰写与整理。 

这些都加深了我对银行业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升了我的文案工作能力与沟通协调能力，也使

我获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去年还被评为部门优秀员工。 

此次应聘，我报考的是银监法律类岗位，我相信，如果我被录用的话，我在大学及工作中培养的专

业素养及综合能力能帮助我较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同时，我也一定会虚心请教，踏实工作，努力成

为一名优秀的银监工作者，国家公务员！ 

2、专业方面我主要看了一下我最不熟悉的行政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啊什么的，还有就是银行

最经常涉及的民商法、公司法。 

3、英语就靠一本书——决战英文面试：10 日完全破解准备日志。这本书我是在台湾诚品买的，我

比较了好几本，发现这本最全，其实最后面试的那道什么你未来五年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也有的，囧

的是我没仔细看这道…… 

 

面试现场经验： 

1 住宿问题：一定要住的近啊，亲们，我们考场据说有早上面试迟到未能进去的…… 

2、着装问题：重视着装还是比较重要的，最好买一套合身的正装。我在候考时候看到许多人穿了

银行行服过去，还有许多是我同事……关键是行服这个东西真心不咋好看，女生穿了就是有点死气

沉沉，又是白色衬衫……穿的不好有点服务员的感觉……而且面试官也许会觉得你不够重视面试，

套个行服就来了……我当时穿了个自己买的西装，新配了个粉橘色衬衫，化了个淡妆。当然，买衣

服的时候也找了亲友参考的。 

3、候考细节：准备一点点心，银监局每个人半个小时面试时间，后面的人要等很久。当时我旁边

坐的是我们岗位笔试第一名，他最后居然饿了……LZ 默默的把饼干掏出来和他分享了…… 

其实工作人员也挺有用的，我去的时候引领员和我聊天，缓和紧张情绪，正好我碰到考官休息，他

们还让我偷偷去熟悉了一下考场内部结构~ 

4、面试题目 

面试题目六题。每个考官轮流报题，有纸笔可以打草稿： 

一、自我介绍，包括姓名、年龄、学历、学习和工作经验等。当时有人候考时说公务员介绍不能透

露个人信息的，面试时候主考官读的时候还强调了要介绍这些内容。所以准备时候必须按照这个要

求，如果你准备的是几号考生、某大型国企上班的话，临时变动会让你措手不及，一下子就慌张了。 

二、就年轻人职业选择两种观点，干一行爱一行不跳槽，还是多方面尝试多个岗位职业。大概这个

意思，这道题是基本题目，不解释了。 

三、雾霾天气的形成原因和解决办法。这个题目不说了，说明时事重要性。 

四、行政法中行政法定原则的含义和意义。这个题目百度是绝对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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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银行合规风险的意义，和管理优化建议。这个题目是比较专业的，鉴于我在银行法规部门，合

规风险提的比较多，就把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里面的一些内容作为优化建议答上去了。 

六、what’s your career goal in 5 years? 

这个题目我虽然没有直接准备到，但是我准备了一个银监会的基本职责和我的英文自我介绍，包括

我为什么报考这个岗位。因此答题我直接回答说我的未来五年职业规划是成为一个银监工作者，理

由如下巴拉巴拉，然后就把我准备过得内容套进去了。 

5、面试心态：我现在相信面试的精神面貌和心态是最重要的。由于我是最后一名，所以当时没什

么压力，觉得自己反正是分母，不如享受过程，也就一直都很开心，和面试工作人员还聊了很久。

考官中途出来的时候也是微笑点头，引领员还告诉我谁是主考官，是什么级别啊什么的。后来进去

就微笑 90 度鞠躬，答题时候基本没觉得紧张，还能和每个考官眼神沟通交流啊，顺便聊聊时事。 

 

 

【后续经历】 

面试完了，我也觉得义务履行完毕，后来面试成绩出来，居然逆袭了，这个事实让我和爹娘好几天

都没法正常接受。实话说，这个事情，对我而言，从头到尾，运气的成分居多。所以以上这些文字，

除了题目部分，你们姑且当个故事看看吧。 

 

最后，祝愿所有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同志们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4.11 2013 银监法律类岗位公考成功经验分享（入面笔试最后一名的逆袭

经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80455-1-1.html 

题记：这周二刚经历过政审，终于可以坐下来把这一整个历程记录下来。从 2009 年硕士毕业，就是拜应届生论

坛找到了四大行省分行的工作，现在又顺利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受益那么多，我觉得怎么也应该把自己的经历与

后来者分享一下，当然，我本人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笔试迟到，最后一名进的面试……），但是仍希望对屏幕前

的你有所帮助。 

 

【报考经历】 

在开始之前，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经济法专业硕士毕业的，本科学了英语和法学双学位，有英语专八的证

和司法考试资格证，后来进入了四大行省分行法律与合规部工作，可以说是专业对口。这几年我一直在考公务员，

可能由于 LZ 是女生的缘故，所以一直想找一个更加稳定的工作，至于金钱，自然不是最大的考虑了。去年去了证

监局面试，发现专业不对口答专业题是极其坑爹的。去年几个朋友说，你拥有很多证书，但是感觉你职业选择很

混乱，你应该把你所有的资源整合起来，实现最优化选择。于是我看了一下发现银监局是最好的选择：它要经济

法学硕士，要两年以上银行工作经验，还要英语不错。于是我报考了，果然，顺利通过筛选。 

经验：考公务员，尤其是有工作经验的，如果选择和你本行业对口的会有优势，这点在银监系统自不言说，因为

很多机关都直接要的是有银行业工作经验。 

 

【笔试经历】 

由于报考的时候没想到真要去上的问题，大概也是被去年的情况泼了个冷水，觉得考公务员也没以前的冲劲了，

索性就裸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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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去年准备笔试的书和笔记还在，所以考前一周还是大概熟悉了一下题型。 

专业考试的内容，很多人有写，里面最出乎我意料的是居然考了信托法和刑法金融行业领域的内容，而且相当细

致。虽然我这四年一直在做银行法务工作，但是银行法律涉及的太广泛，信托法我是前一周才看过，就这样很多

内容都记不住了。还有就是银行卡相关罪名，甚至考到了司法解释，包括信用卡诈骗，拾取信用卡使用和盗窃信

用卡使用的定罪。这里需要声明：拾得信用卡使用是信用卡诈骗罪，盗窃信用卡使用是盗窃罪！ 

《刑法》信用卡诈骗罪：一百九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

明骗领的信用卡的；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

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注：第 264 条是盗窃罪。盗窃信用卡并使

用，数额较大的（一般 1000 元以上），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构成【盗窃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拾得他

人信用卡并使用，数额在 5000 元以上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第二天考行测，LZ 很悲催的迟到了二十几分钟（打不到车），等坐下来喝口水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爬了七

楼的我只有默默的深呼吸一下开始答题。说实话，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一直觉得这次考上可能性不大，但是当时就

一个想法，一定要淡定的坚持考完！ 

本来我中午是不打算休息什么的了，由于迟到了这个事情，反倒激起了我的斗志，找了一个宾馆开了个钟点房间，

仔细翻了翻十八大报告，死命一字不落的背下了《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而奋斗 》这个标题，好好的睡了一觉。事实证明这是绝对明智的，我后来在申论完整的将这个标题抄在了作文

最后一段，申论果然超过了 50 分…… 

 

经验：人家说考前要好好睡眠，要淡定放松，这些话都是真的……LZ 以亲身经历告诉你，无论什么情况，哪怕

行测这种考试你迟到半个小时你也得淡定的考完，并且坚持下去！黎明前都是黑暗的！越是你觉得撑不下去了木

有希望了，就说明你已经距离成功很近了！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要放弃自己放弃希望！ 

 

-----------我是废话的分界线-------------- 

话说考完之后，我回家和亲朋好友说了一下迟到的事情，大家纷纷表示算了，以后也别考了，甚至有朋友跟我打

赌我考不上……我自然也死了心，不再想分数的事情。 

某一天，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进面试名单了，我愣了很久，说不带这样玩人的……后来我居然看到了名单里

有我，行测还接近 60 分……心里真是五味陈杂，立马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兑现赌注。哈哈~ 

 

【面试经历】 

虽然我进了面试，但我毕竟是人类，进去也只是运气，所以还是以进面的笔试最后一名入围的，不要问我怎么知

道是最后一名，当你就是面试分数线你自然知道！ 

说实话，LZ 刚开始接到面试通知还挺有激情的，后来想想都最后一名了，又听说人家局机关想要个男生，我就默

默的懈怠了…… 

1 月份进面试，银行工作又那么忙是吧，我又顺便过年去了个台湾，因此直到面试前一周我才正儿八经看一下面

试材料。然后……发现面试原来是在异地！哎……默默的订了两张机票（卧铺木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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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终于到了地方，资格复审的时候发现乌压压全是人，复审的银监局同志们看到我是省行的，问我为什么要考

银监局啊，还劝我不要考了，说待遇比我现在低的……这个问题从那时到现在被问了无数次……囧啊！ 

这里要感谢告诉我面试结果的那个朋友和我娘以及一本我在台湾买的一本英语面试书，接下来阐述原因。 

 

-----------以上是废话，我才是正式经验的分割线---------------- 

 

准备经验：面试准备的一周，前两天准备面试材料，了解面试内容。我的朋友帮助我找了许多面试材料，有 2013

银监会面试大礼包和各种辅导班录音。这其中最有用的是面试经验大礼包和哈密帮帮助的面试辅导录音。因为银

监局的题目类型特别特殊，但是你有了面经，会发现每年题目类型都一样，分别是：三分钟自我介绍，结构化面

试题目两题，专业题目两题，最后一题英语题。 

1、自我介绍：自我介绍这个东西，别看起来只有几百字，真要准备起来需要很久很麻烦的，你需要知己知彼，我

光准备这一个自我介绍就花了三天……首先，你得研究你报考的岗位，这个银监会和银监局网站上有，我就先誊

抄了一边，然后针对岗位的工作内容揣测它要的素质，由于银监喜欢学习能力强，团队工作能力强，文案处理能

力强，同时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扎实的考生。因此我结合个人经验写了一个版本，主要是强调我的专业能力、文

案处理和沟通能力，以及工作经验的优势，没什么华丽内容，但是我觉得和岗位需要还是比较匹配的。走前一晚

反复演练。这里强调一点，银监局的自我简介是要介绍姓名、年龄、学历、学习和工作经验的! 

本人自我简介（仅供参考） 

我叫 XXX，今年 X 岁，XX 地人。 

XX 年，我考入 XXX 学校，本科阶段，我取得英文文学与法学的双学位，并顺利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XX 年，

我考取本校经济法专业公费研究生，并最终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大学期间，除了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我还积极参加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国际

XXXX 比赛，还曾担任校、院学生会干部及校 XX 协会副会长。 

XX 年毕业时，我考入 X 银行 X 省分行法律与合规部。近 X 年的银行法务工作，我主要负责两大部分工作： 

一是提供法律支持与服务，如诉讼仲裁案件的处理，规章制度、合同和新产品的制定、审查，银行业法律政策研

究与法律合规风险提示，法律咨询和培训等； 

二是综合性法律事务工作，包括与上下级机构和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以及部门日常报告、报表、计划总结等材

料的撰写与整理。 

这些都加深了我对银行业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升了我的文案工作能力与沟通协调能力，也使我获得了同事

和领导的认可，去年还被评为部门优秀员工。 

此次应聘，我报考的是银监法律类岗位，我相信，如果我被录用的话，我在大学及工作中培养的专业素养及综合

能力能帮助我较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同时，我也一定会虚心请教，踏实工作，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银监工作者，

国家公务员！ 

2、专业方面我主要看了一下我最不熟悉的行政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啊什么的，还有就是银行最经常涉及的民

商法、公司法。 

3、英语就靠一本书——决战英文面试：10 日完全破解准备日志。这本书我是在台湾诚品买的，我比较了好几本，

发现这本最全，其实最后面试的那道什么你未来五年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也有的，囧的是我没仔细看这道…… 

 

 

面试现场经验： 

1 住宿问题：一定要住的近啊，亲们，我们考场据说有早上面试迟到未能进去的…… 

2、着装问题：重视着装还是比较重要的，最好买一套合身的正装。我在候考时候看到许多人穿了银行行服过去，

还有许多是我同事……关键是行服这个东西真心不咋好看，女生穿了就是有点死气沉沉，又是白色衬衫……穿的

不好有点服务员的感觉……而且面试官也许会觉得你不够重视面试，套个行服就来了……我当时穿了个自己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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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新配了个粉橘色衬衫，化了个淡妆。当然，买衣服的时候也找了亲友参考的。 

3、候考细节：准备一点点心，银监局每个人半个小时面试时间，后面的人要等很久。当时我旁边坐的是我们岗位

笔试第一名，他最后居然饿了……LZ 默默的把饼干掏出来和他分享了…… 

其实工作人员也挺有用的，我去的时候引领员和我聊天，缓和紧张情绪，正好我碰到考官休息，他们还让我偷偷

去熟悉了一下考场内部结构~ 

4、面试题目 

面试题目六题。每个考官轮流报题，有纸笔可以打草稿： 

一、自我介绍，包括姓名、年龄、学历、学习和工作经验等。当时有人候考时说公务员介绍不能透露个人信息的，

面试时候主考官读的时候还强调了要介绍这些内容。所以准备时候必须按照这个要求，如果你准备的是几号考生、

某大型国企上班的话，临时变动会让你措手不及，一下子就慌张了。 

二、就年轻人职业选择两种观点，干一行爱一行不跳槽，还是多方面尝试多个岗位职业。大概这个意思，这道题

是基本题目，不解释了。 

三、雾霾天气的形成原因和解决办法。这个题目不说了，说明时事重要性。 

四、行政法中行政法定原则的含义和意义。这个题目百度是绝对可以的。 

五、银行合规风险的意义，和管理优化建议。这个题目是比较专业的，鉴于我在银行法规部门，合规风险提的比

较多，就把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里面的一些内容作为优化建议答上去了。 

六、what’s your career goal in 5 years? 

这个题目我虽然没有直接准备到，但是我准备了一个银监会的基本职责和我的英文自我介绍，包括我为什么报考

这个岗位。因此答题我直接回答说我的未来五年职业规划是成为一个银监工作者，理由如下巴拉巴拉，然后就把

我准备过得内容套进去了。 

5、面试心态：我现在相信面试的精神面貌和心态是最重要的。由于我是最后一名，所以当时没什么压力，觉得自

己反正是分母，不如享受过程，也就一直都很开心，和面试工作人员还聊了很久。考官中途出来的时候也是微笑

点头，引领员还告诉我谁是主考官，是什么级别啊什么的。后来进去就微笑 90 度鞠躬，答题时候基本没觉得紧

张，还能和每个考官眼神沟通交流啊，顺便聊聊时事。 

 

【后续经历】 

面试完了，我也觉得义务履行完毕，后来面试成绩出来，居然逆袭了，这个事实让我和爹娘好几天都没法正常接

受。实话说，这个事情，对我而言，从头到尾，运气的成分居多。所以以上这些文字，除了题目部分，你们姑且

当个故事看看吧。 

 

最后，祝愿所有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同志们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4.12 银监法律类公考历程+经验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9563-1-1.html 

体检已完，在此分享一下自己的公考历程，希望自己的一点亲身经历能给报考银监的同学们些许的帮助。 

这次报考是银监法律岗，从 11 月下旬笔试到 3 月初面试，三个多月的时间也挺折磨人的，加上原单位工作上的不

顺心，时间显的更加漫长。 

 

银监笔试是行测、申论加专业，论坛里关于行测和申论经验的精华贴子很多，大家可以搜来读读，很有用。鉴于

大多数第一次考银监的同学们可能对于专业课的考试重点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在这里回忆银监法律类的专业重点。

银监法律类 80%的专业考试内容限于行政法、物权尤其是担保物权、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刑法中关于货币和金

融犯罪的部分（考的很详细），试题所占的比重大致也是这个顺序；其它 20%的内容涉及一两道宪法题、一道民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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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几道国际法题目还有四五道票据法的题目。另外要注意银监会的监管对象，这个知识点在整张试卷中被考了

三四次，也是我复习中忽略掉的盲区。 

 

参加完笔试之后就是 5+2、白加黑无休止的工作，在银行工作的同志应该能够体会过年前的艰苦岁月，那段时间

真是超负荷工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除了短暂的吃饭时间外水都喝不上一口。1 月初收到手机短信提示国

考分数，结果没有进面，也自然没准备面试。2 月下旬突然接到电话通知我递补进面，开始的激动很快变成失望

甚至绝望，因为银监的面试不仅包括普通公务员的结构化面试题目，还有比重更大的专业和英语面试，想到自己

工作后再未接触过专业知识和英语，想在面试前的一周内既要准备普通公务员面试题目又要重新熟悉专业和英语，

而自己又是递补进面，对手们早就准备一个多月了。考虑到这些都想放弃了，但是我很快调整了心态，因为自己

曾经参加过法检系统的面试并且成功上岸了只是因为是基层院就主动放弃了，所以自己有面试经验和基本的功底，

且就把这次面试当成是一次难得的全真现场模拟吧，为下一次的成功做准备。总之，做最坏的打算，但做最好的

准备。于是硬请了一周的假在家备考，上网搜索银监的面试经验（感觉 QZZN 里关于银监的面试资料还不如应届

生论坛上多），银监的面试题目重复率很高，就从历年面试真题入手（这个准备要有针对性，注意自己分析领会。

比如拿行政法来说，银监的职能和工作内容决定了行政法这一块的考查基本上限定在行政许可、行政复议、行政

处罚这些内容上，不太可能涉及公务员法、行政诉讼法等内容）。认认真真准备了一个周，就奔赴战场了。 

 

面试在省会城市，提前在网上订了酒店。因为没有太大压力，抱着练习的心态去的，所以晚上睡的很香，以致于

第二天早上起床晚了。勿勿穿上西装、打好领带奔进了地铁，出地铁后一路狂奔，终于踏着点赶到候考室。然后

就是上收手机、核对身份、宣读考试规则、抽签等一系列程序。我的运气超好，抽到一号签，还没来得及紧张就

由一个工作人员领进了面试室。 

然后就是那一套流程：教官提问一题答一题，共六道题：自我介绍、两道普通题目、两道专业题、一道英语题。 

 

整个答题过程中基本没有紧张感，一是因为自己心态调整的好，二是因为银监的考官面容都挺慈善和蔼。整个过

程我的坐姿端正，回答流畅，因为是男生所以没有刻意去挤出笑容,但与考官的眼神交流做的比较到位。整个过程

表现的大方、自然、自信。至于答题内容，第一题自我介绍早就准备好了的（考官读题的时候会提出相关的要求，

一般要求介绍年龄、毕业院校及专业、学习情况及科研成果或者工作经验及收获等，要听清要求，回答完考官要

求的这些内容后可以简单再说几句与职位匹配的话，但个人认为与此无关的兴趣爱好、性格特征等没必要说），两

道普通公务员面试题目回答的还可以，一道专业题答的比较全面，另一道专业题却忘了一两个知识点，本想乱编

乱答的，但是想到那样可能会给考官留下不诚实的印象，于是老实承认自己复习不到位，遗忘了知识点。英语题

本来提前准备了几个的，但没用上，因为提问到的我没有准备，简单答了几句语法及词汇都不确定是否正确的英

语后就 That’s all,thank you 了。 

 

出了考场直接坐长途车回家，第二天还要工作，心里想着酱油哥打完酱油回家了。后来出了体检名单，出于好奇

自己打开了，想看看是谁进入体检环节，意外的看到自己的名字。递补进面又成功翻盘，运气占了很大的成分。

但还是谈谈我对面试的一点看法。 

 

第一，面试最重要的是给考官一种自然、自信的感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紧张心理。不要把公务员看的过于

神圣，它只是一份很普通的工作，社会地位高一些，但待遇真的一般，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看过一篇关于公考心

态的帖子，自己很受用，在这里复制分享给大家：“态度或者是心态决定了你的成败。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人，人的

能力和悟性从生下来一天就注定了，不承认不行，很多人大四裸考就进了，不能比。这个社会是 ren chi ren 的社

会，进入机关工作太早未必是个好事，早进就意味着早犯错，有的错误可以让你一辈子翻不起身来。有句名言说，

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在机关，如果你做不成将军，你连士兵都做不下去，很现实的。所以，大家

一定要把考公当作你们进入机关之前的一种学习和磨练，当你锻炼得够了，你自然而然可以进去，你的路走得也

会很顺。必须要有一个规划，就是用 3-5 年内时间考上公务员就算成功。目标定的长远了，心态就放得平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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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会系统的去学习，包括笔试和面试，而不是像现在每位考友一样的来用一个月时间突击面试。我更赞成大家

边工作边考试，人不能闲着，毕业在家专门复习公务员考试不是一个好办法。考上的朋友不能骄傲，还在努力的

朋友也无须气馁。人的一生机会就几个，人的一生可容犯得错误也不太多。。。” 

第二，答题内容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重要，内容外的分数比如着装、形象、言行举止占的分数并不一定比内容低； 

第三，不要轻言放弃。选择了考公这条路，就要有走万里长征路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是一旦得到机会就不要轻言

放弃，能进面试就证明自己实力并不比别人差，别人多自己几分或许就是因为运气，通过精心的准备面试也可以

因运气而反超别人很多分，论坛里翻盘的比比皆是。虽然我们应当坚持科学反对迷信，但有时候运气这个东西很

难说，不得不信。 

第四，平时的积累很重要，这贯穿于从笔试到面试整个过程。关心时事政治，多总结、勤思考，厚积薄发，功夫

练到家了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啰啰嗦嗦这么多，不敢谈是经验，只是给大家分享自己的公考历程，希望能给大家点滴的帮助或者启发。祝大家

早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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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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