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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邦保险简介 

1.1 安邦保险概况  

   安邦保险是一家全球化的保险公司，总资产约为 19710 亿人民币。安邦在全球聘用了 3 万多名员工，拥有超过

3500 万客户和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业务领域涵盖寿险、财产险和意外险、健康险、养老险、银行和资产管理。

安邦持续遵循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为全球客户创造价值。 

 

1.2 安邦保险思维  

  

1.3 安邦保险战略 

“人”字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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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保险、银行、资产管理是我们的大脑，金融是我们的核心战略，想做这三个行业的都可以来

到我们的“脑部”。  

左手：五个手指是五个经营策略，第一个是个人金融全面解决方案，为个人客户提供全球的金融解

决方案；第二个是法人企业金融全面解决方案，为法人企业提供全球的金融解决方案；第三个是互

联网金融；第四，健康医疗；第五个是养生养老。  

右手：五个手指是五个投资战略：生命科技帮助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所以生命科技是我们的第一

个投资战略。有了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安家立业、有房子住，不动产是我们的第二个投资战略。人

出行需要有汽车，所以我们投资汽车和基础设施，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投资战略。我们的第四个投资

战略是能源和资源，第五个是互联网投资。  

两只脚：一只脚就是互联网 另一只脚是全球化  

中间的躯干：人才，能支撑我们持续前进的是人才 

1.4 安邦保险文化 

 

 我们的文化 文化体系 安邦崇尚人与自然的“水”文化 安邦崇尚人与人的“家”文化 安

邦崇尚人与社会的“互联网”文化 三种文化构成了安邦的“和谐文化”“水”文化 

   安邦伴水而生，依水而长，从水中体悟企业生存之道:“水”一样自然，与客户、与市场、

与社会息息相通；“水”一样的多变，虚怀若谷，包容万物，即以专业的品质满足客户变化多样的

需求； “水”一样的力量，在竞争中生存，建立独具安邦特色的价值与盈利能力； “水”一样

的精神，简单高效、团队合作、互联支持、共赢未来，为建设恒久安邦奠定坚实的基础。“家”文

化 

   员工增值、客户增值是安邦的企业目标。 安邦将客户与员工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

的两个因素，放诸于第一位，不仅要给予客户保姆式的服务，更要给予员工家庭式的关爱，让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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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真正的利益，以安邦为家、以工作为乐。“互联网”文化” 

   安邦追求人与社会的“互联网”精神，互联支持，共赢未来。 在互联网中，每个人都可拥

有相同的资源，每个人都享受着平等的服务，每个人都可能参与其中，或创建、或完善，将自己的

聪明才智充分展现，但每个人又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其根基，无法对其造成致命伤害。这给予我们提

示，要建立一个如互联网般的组织，一个非常平等的、民主的企业组织。 我们的战略 安邦保险

集团将发展成为以保险、投资为核心的，融银行、资产管 理、金融租赁等多元金融业务为一体的、

综合性跨国金融服务集团，提供“一个客户，综合服务”的全方位、定制化金融解决方案。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安邦保险况，你可以访问安邦保险官方网站： http://ab.anbanggroup.com/ 

 

 

第二章 综合资料 

2.1  12.14 总部投资岗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9944-1-1.html 

 

希望神奇的论坛保佑叭 

也发个面经，但是竞争真的非常激烈，而且是海面，争 2-3 个岗位（人力原话，总部投资只招 2-3 个人），不抱希

望 …… 

总之秋招到现在各种不顺利，主要还是自己当年偷懒的锅，好朋友纷纷上岸 top 中的 top 公司，自己现在各种辣

鸡，无奈…… 

本科 top2 金融，研究生国外 top 商学院金融，相对申请的岗位而言，实习经历较弱，主要在外资商业银行和国内

头部券商研究部（没有大买实习，自己偷懒活该…… 

行测就不说了，常规 OT 形式，但是数量和图形是相当难的 

群面+个面 群面是最普遍的群面形式，讨论的是社会问题 ，主要是想解决方案 

个面非常快，只有十分钟，问了职业规划，现在有什么 ofr，之后就抓住简历来问，年轻的研究员从简历延伸开继

续问了几个问题 

反正现在心态已经非常咸鱼了，只能奉劝后人，要提前努力一点叭，虽然我现在确实也不后悔，别人实习的时间

环游世界对我个人还是有那么一点意义的，虽然在职业发展上确实弱了些（浪子一枚…… 

 

anyways，无论发生什么，要坚强，人生还很长，继续肝下去 ，奥力给！！！！！ 

2.2 12.14 大家保险战略行研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9866-1-1.html 

据说在神奇论坛发帖就会得到 offer，害，那我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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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本科亚洲前百，本科专业全球排名前百。英硕非 G5，但综排稳居 top，专业排名也稳定 top5。金融背景，无

交叉学科经历，IPO 证券实习一段，校级一等奖学金两次，金融国际金饭碗证书过级且在考。 

 

 

1.测评通知直接发到邮箱，就是逻辑推理和职业行为测试，题量比较多，但时间充足。只给一天半时间完成，所

以抓紧时间完成 

2.测评做得头晕眼花，但第二天晚上就收到了测评通过的面试预通知 

3.回复预通知后，一天后收到面试正式通知短信和邮件（这点要表扬，我觉得大家的效率很高，而且让我都知道

了自己的进度很贴心） 

4.面试当天开了 9 个面试间，每个面试间上下午各 3 个批次（上午三个，下午大概两到三个我不确定其实），每个

批次 10 人。应该是所有的应聘方向都一起面了，我的同组里有战略的也有投资的。但个人发现，虽然开了预通

知但还是有很多人最后没有过来，比如我组应 10 人实到 5 人，最后还是把一个早到的哥们儿拉到我们组才凑了

六个人去群面 

5.面试分两轮，第一轮无小组讨论，讨论题目不是专业金融方向的，应该只是看各位在小组中的表现并会不会推

动发展。第二轮三对一，我前面的只是被问了简历上的事说跟聊天一样。我和同组的都被问了一个专业问题，偏

调研方面的，且面试官深入追问了想法的细节。当然也聊了一些简历的个人问题，比如兴趣爱好什么的 

 

整体面试下来，对大家保险印象不错，团队也很年轻化。希望能进，还是求一个大家集团的 offer 吧。当然了竞争

真的很大，就我同组的就有 top3 博士 金融 top 硕士等等等。 

 

 

2.3 大家保险人寿行研战略岗 2019 面经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9211-1-1.html 

 

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据说在上面无私分享的都能拿到 offer。。。我真的很希望能拿到大家的 offer，虽然感觉已

经凉了。。。 

 

大家今年招聘的人还是挺多的，目前来说是分了两个批次面试，一批在 11.23，一批在 12.14。。。据不完全可靠小

道消息说，12.14 批次为 11.23 批次后补，只有 11.23 批次已经拿到 offer 的人拒绝，才会考虑 12.14 批次。。。行

研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人，11.23 已经把这张 offer 发出去了。。。也就是说，11.23 的各位同仁如果目前没有收到消

息就是凉了。。。不知道 23 号的是有多少参加面试的，至少 14 号应该是至少五组，至多 7 组，每组 7 人也就是。。。

至少 70 进 1 至多 100 进 1 这个比例 

 

从填简历开始说吧，我的简历不算很出色，985 末流本+top50 英国水硕，四大+资管实习，纯金融背景不会编程，

也没有什么奖学金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加持。。。所以感觉大家的简历关还挺好过的 

 

填过简历之后大概两周有的测评，北森的，三四组数量逻辑常识之类的，每组 10 个题，两组心理性格之类的，

每组好几十个题，还有一组比较综合的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的题目。。。 

 

面试之前会有一个预通知发日期和地点，面试前两天会发具体的时间安排。。。面试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无领导，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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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半结构，无领导的题目是给出一个问题找到具体的解答那种比较复杂的，不是 x 选 x 给出原因那种普

通题。。。半结构估计是因为我所在的场次太靠后了，感觉面试官已经很疲惫了，当然也可能是他们已经找到要发

offer 的人了所以不太在意，基本就是自我介绍之后就问我对公司还有什么问题吗就结束了（绝望.jpg）。。。 

 

大家应该是我本次秋招最后一个面试了，目测我接下来只能去卖基金卖保险卖理财了，拼了老命学了五六年，实

习了几个月后台分析的内容，最后还是要去上山下乡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小李考上了清华，

小张进入了部委，我去了百货公司站柜台，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种心情吧。。。祝各位都拿到自己想要的 offer。。。 

 

另外希望 14 号的结果出来了之后能有过了的大佬在这个答案下面理我一下，至少让我死心吧。 

 

2.4 一枚秋招应届生回馈大家一个完整的安邦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5018-1-1.html 

 

听说这是个神奇的论坛，只要发帖了就会得到 offer，那我今天就回馈大家一个完整的流程经历~ 

 

1. 先来背景介绍，我本科是北京一所非常小众的院校毕业的，非金融专业，研究生在 QS 前 50 的澳洲某所院校

读的金融回国。 

2. 我其实盯着想进大家保险很久了，他一开始秋招我就投了简历到现在已经应该是经历过了终面（hr 说如果部门

没有安排下一场面试那么这场面试就是终面）。 

3. 大家保险的笔试是 OT，就是行测和性格测试，个人认为难度不是非常地大，但是也要认真做~过了笔试之后

大概两周收到面试通知，我投的是管培生岗位，面试是在 23 号进行的，在原安邦的小黑楼里面进行，当天人还

挺多的，应该是全部岗位在同一天进行面试。分批次进去，然后我问了现场工作人员一些详情，他告诉我今天会

有两轮面试，一场是无领导小组讨论，一场是半结构化面试。 

4. 个人认为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时候我表现不是特别好，因为同组有同学比较强势，会一直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

我其实没怎么发言，不过会适当带领小组往正确方向上讨论 

5. 无领导小组讨论完了之后就直接被带去进行半结构化面试了，问的都是比较轻松的问题，就是简历上的，就比

较放松 

6. 结束后就可以回家，问了 hr，说今年人比较多，结果可能十二月中下旬出，让回家耐心等待 

 

最后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投了中国再保险集团，也面了一面在等通知，不知道大家觉得大家保险集团

好还是中再比较好呢？两家我都觉得非常不错，很想进，纠结让大家帮帮忙~ 

 

—————————————————————————————— （ 分 割 线 ）

—————————————————————————————————————————————————————

— 

 

今天早上收到了中再的 offer，来还愿了！十分感谢！也祝各位秋招顺利，收获自己想要的 offer！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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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查勘员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396-1-1.html 

 

连云港新浦 

面试过程： 

对于应届毕业生的问题会比较基本，诸如请描述一下你在学校担任过哪些职位？做了什么？在校有什么工作经历

或者培训经历？ 

 

针对社会应聘人员问的就会不一样，主要的重点放在有无相关岗位的从业经验？面对相关专业问题时采取何种手

段如何处理等？ 

 

2.6 管培生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395-1-1.html 

 

 

(北京) 

 

做了在线的测试，测试还是挺老的题，但是不难，然后就坐等面试了。 

面试是在建外的安邦总部，一群人在会议室外等，一个个地过去面试。 

 

面试官问的问题： 

面的是管培生，第一轮面 hr 的面试，主要还是一些性格、学校背景的问题。 

 

第二轮的面试，就是一些投资经理，会问到涉及宏观经济、股票、债券的投资方向问题。 

 

 

2.7 管培生面试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394-1-1.html 

 

大楼下等着，会有人接待,由于人力的老大在外，所以事一个老外接待然后让我等一会，期间闲聊一下。。然后一

个中年女人来面试，主要都是针对简历提问，然后问一些素质性的东西，合作解决问题，收获 

 

自我介绍，为什么选择安邦，对安邦的了解，职业规划，有成就感的事情，加在一起差不多 20 来分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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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人力资源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393-1-1.html 

 

 

在西安交大财经校区教学楼进行的面试，当天去的人很多， 十人一组进行群面，首先是面试官对每一个人提出问

题，并且问题不同，随后，面试官抛出一个问题其他人回答，五人一组进行讨论，最终再有每组一人当总发言 

 

面试官问的问题： 

你对安邦的了解有多少？你是如何知道安邦的？ 

你的职业规划？你对自己优缺点的认识？ 

你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并且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2.9 面试安邦保险集团的 非技术类管理培训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392-1-1.html 

 

面试比较容易，公司很大的样子。 

 

当时面试只有一轮，规模比较大， 面试人数很多，是在一整层楼里每六七人以小组坐下来，每一组还会坐一个面

试官，先是轮流自我介绍和问答，然后就是每组一个 case 大家讨论，讨论结束后每组推选一个人站起来阐述自己

组的解决方案和观点，最后是每个人到另外一个地方和面试官单独谈话。整体下来难度不高，面试官谈的内容和

case 都比较简单。面试整体一个上午结束了，之后过段时间就出最终 offer 了。 

 

 

2.10 安邦保险集团资金专员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39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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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融洽，已聊天形式为主，看中学历。 

 

一共经历了三轮面试，第一轮为 hr，第二轮部门主管，第三轮更高一级的总负责人。第一轮，主要自我介绍和简

历上的基本情况，较容易；第二轮，部门主管主要看中与岗位的匹配度，会结合交流过程审查面试者性格和能力，

也会看过往经历；第三轮，总负责人就是想聊什么就问一下，没有很针对岗位，主要是对面试者能力和潜力的考

察吧，还有就是眼缘啦。 

 

 

2.11 面试一共四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390-1-1.html 

 

 

安邦保险集团非技术类管理培训生面试，先是招聘专员 

 

面试一共四轮，先是招聘专员，我是校园招聘，主要问一下之前学历背景的情况，然后是笔试，是一些比较简单

的主观题，看个人发挥吧，没有涉及很多的专业性知识问题。然后是 HR 主管面试，问了一些个人职业发展期望，

对公司的了解，等问题。最后就是和部门领导面试，当时部门领导是个挺年轻、人很随和的领导，反而面的时候

比前几轮都放松了，聊天的形式，为什么想来安邦,对所申请职位的理解，之前留学的情况，个人优势等。反正整

体都感觉挺好。前后从一面到签约半个多月的时间吧。 

 

 

2.12 安邦保险市场营销岗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388-1-1.html 

 

 

安邦保险市场营销岗笔试试题，很少，单选，多选和判断 多选题记了一下： 

国际多式联运条件  

企业营销战略有哪些  

消费者的市场特征  

衰退期的市场营销策略  

消费者行为学的主体包括  

商业银行的 4C 营销策略包括哪些：消费者、成本、便利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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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安邦保险集团运维工程师笔试和三轮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389-1-1.html 

 

安邦保险，你值得拥有 

 

笔试： 

我是补招，直接在工作地点笔试，大体就是运维的一些题，不难基础，但是范围比较广 

一面： 

笔试完直接一面，应该是以后的直接领导面试，做技术的两个头，问了很多技术问题，了解你的技术究竟到了什

么程度，老实点照实说，后面告诉你为什么 

二面： 

在安邦大厦 B 座，1V5，一个 HR 对 5 个求职者，自我介绍、每人三道题，题目五花八门，但是有题库，我看到

几年前的题现在被我抽到了，要主动积极，我就是第一个抢答的，顺利通过 

三面： 

在安邦大厦，3V5，一个记录员，一个提问，一个观察 

最奇葩的来了，我们 IT 岗的人当天 5 点到场，等到 9 点半，饿的半死的时候面试，请用英文做一个自我介绍，5

人依次介绍后，面试结束，谢谢大家参与，英文自我介绍都是我们现场编的，完全没准备 

后话： 

安邦保险很看重做业务的海归，他们成为金融之星，其次是国内的清北人大这种，其实他名字叫保险，跟保险没

多大关系 

安邦的 IT 部门都是自己做的，不是外包，这一点比其他金融企业要好一些，他们的交易也涉及到国家一些金融，

不能给外包也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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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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版，2021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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