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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上海邮政简介 

1.1 上海市邮政公司概况 

根据国务院有关邮政体制改革方案，按照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统一部署，2007 年 2 月 26 日，上海市邮政公司

正式成立。上海市邮政公司主要负责上海地区邮政网络的规划、建设、运行管理与经营服务工作，承担普遍服务

和特殊服务职责。下辖各区县邮政局、市区邮政投递局、各邮政专业局、通信生产部门以及支撑保障单位共 41

家直属单位。  

 

作为中国邮政通信重要枢纽、全国七个一级邮区中心局之一，至 2009年底，上海市邮政公司与 124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邮件直封关系，国际特快专递业务通达 197个国家和地区，国内特快专递业务通达 1988个市、县。邮路

总条数 998 条，邮路总长度 27.82 万公里。全市有邮政服务网点 698 处，邮政储蓄网点 452 处，报刊门市部 17

个、报刊销售亭（点）2128处，集邮门市部 6个、集邮服务网点 358个，信筒信箱 3673个，邮运车辆 2921辆，

投递摩托车 304辆、轻便摩托车 574辆、自行车 6554辆，新设“邮民联系箱”1902 个。 

 

 

上海市邮政公司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此外，还先后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先进单位、全国交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全国“五五”普法中期先进单位、全国“守合同重信誉”企业、“全

国用户满意企业”、上海市文明行业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第二章 上海邮政笔试面试资料 

2.1  2020 邮储总上海考区笔经攒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3835-1-1.html 

  

上海对外经贸杨浦分校考点，在北外滩，财大复旦同济过来还算方便，其他学校来可能就要挺远了。考点尤其破，

外面挂的一个家具店的牌子，要不是里面全是学生真以为自己走错了。而且考场存包要收费的，如果后来学弟学

妹还是这考点的话可以考虑少带些东西过来。考场不能带水进去，可能是因为机考的缘故吧。最后就是上海考点

门口没有传闻的塞小册子复习资料的，略失望。笔试内容我感觉专业知识复习没多大用，作为非经管类专业表示

经济金融太博大精深了，以至于复习了一周的内容全没有考到…… 

2.2  邮储托管部门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217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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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线 

8.27 笔试 9.21 一面（9.9 号通知面试） 

10.11 二面（9.29 号通知面试） 

 

2、笔试 

笔试内容包括行测、专业题、英语、性格测试。 

 

3、面试 

（1）一面： 

一面应该是海面，据说笔试做完了的都收到面试通知了。 

面试形式 5 个面试官 VS 3 个学生。面试流程是先 3 个学生按进场顺序轮流 1-2 两分钟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后面

试官对每个人提了一个问题，然后依次轮流回答。 

我们组当时提问的 3 个问题是：为什么你是南方人但是想来北京；如何运用你的专业知识对和互联网企业进行估

值（因为这个同学互联网实习比较多）；楼主有编程背景，面试官问如何把这个运用到托管中去。 

整个面试过程非常之快，估计 3 个人一共 10mins 左右吧。 

（2）二面 

二面好像还是海面，一面应该没有刷人。二面签到的时候看了看，总共有 65 人二面。 

二面的形式依旧是 5 个面试官 VS 3 个学生。面试流程是先 3 个学生按照座位顺序依次每个人 1 分钟的自我介绍

（严格记时，到时间会打断）。楼主在面试的时候，自我介绍只说了 30 40s，面试官后来点出来让楼主再说一下

自己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不足。自我介绍之后，每个人一分钟回答对中国制造的看法，可以先简单思考一下，不

按顺序，严格记时，到时间会打断。大概 10s 左右其中一个女生就开始说了，楼主选择了在最后一个说。由于有

点懵噼里啪啦说一通，最后就只记得我的有把制造说成制 zhao 了，都不知道说了些啥，感觉凉透了哈哈哈。二面

一共不到 10mins。 

 

4、其他 

（1）今年有些部门会有三面，但是托管一共只要两面。 

（2）听说签到的顺序就是一面排名的顺序，只是听说哈，有待考证。 

（3）大家在面试之后记得一定要保持手机畅通，楼主今天下午临时收到邮储的电话说我之前一面扫码的时候信息

没填完整，要跟我补一下信息。 

（4）有同学问现场工作人员说 3-5 天，也就是下周会有结果。秋招面的第一家公司&应届生的第一篇帖子。虽然

凉的彻底，还是祈祷奇迹会发生呀。人嘛，就是爱垂死挣扎。哎，听说应届生是个神奇的网站，求 offer 呀~希望

看到这个帖子的你们，在秋招中都有好运气，拿到满意的 offer！加油加油加油冲~ 

2.3  邮储信用卡中心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2026-1-1.html 

 

四位面试官面三个学生，一个负责记录，一个负责问问题，另外两个没有说话 

先是一分钟自我介绍，然后开始根据每个人的简历和自我介绍进行提问两三个问题，比如你的做事风格是怎样的，

怎么理解执行力能力，怎么证明你有这方面能力，上段实习你收获了什么，说两点等等。。 

然后再给三个人一个统一的问题，我们三个的是为什么想来邮储，对邮储的了解，还要 offer 情况 

哦对了，我面的是信用卡中心的经济金融类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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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这是个神奇的网站，攒人品求 offer！！！拜托啦~~~也希望可以帮到其他同学~~~ 

2.4 消费信贷部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月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7420-1-1.html 

 

消费信贷部人特别多，签到我反正是翻了六页才找到自己。 

四个面试官一个记录员，我们是四个人一组接受面试，自我介绍和学校里学的比较好的一门课。然后针对简历提

问，以及有没有投其他券商基金之类的公司。然后因为自己专业对口，所以被大 boss 单独问了个专业点的问题 

2.5  邮储个金部一面二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2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7091-1-1.html 

都说面完就能感觉出来能不能进，那我的感觉就是，凉。只怪自己一紧张脑袋就宕机，以及没有一张灵巧的嘴啊。 

面试官共 5 人，一人负责记录。 

自我介绍控制在 3min 以内，因为楼主在招行实习过，问了怎样和客户相处，居然还让我现场介绍招行三种卡的

区别？？？？还一直追问我如果金葵花卡金额不够怎么办？？？我仿佛成了招行的双面间谍，还问了在金融科技

的潮流下银行如何生存，楼主真的答得不好，想锤爆自己狗头。因为楼主在安永实习过，参与过汉能的项目，面

试官问了你觉得汉能这个公司怎么样。真是永远想不到面试官会问什么问题。除了实习，还问了楼主不是相关的

专业为什么来个金，家庭情况闲聊。剩下的没了，主要是中间的 boss 问问题。 

10.10 更新二面 

感觉一面没怎么刷人，还是乌泱泱一堆人。 

半结构化面试五对三，五个面试官，感觉时间掐得非常紧，一组大概十分钟，后续问问题的时候只要说的长就直

接打断。 

问的问题主要有：压力大的实习经历；五年职业规划；有哪些面试；如果 XX 给你 offer 怎么选择；考银行从业了

吗；身边有人进邮储吗；怎么提高专业能力。记得的就这些了，每个人单独就简历提问。 

楼主反正是凉了，在一个圆桌会议室面试，气氛比一面还紧张，脑子更空白了，而且大家的学历都不错。听说邮

储个金每年就 2.3 个人，祝大家有 offer。 

2.6  2020 总行上海审计分局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1049-1-1.html 

 

感觉凉凉… 

二面 4v3，我是上午组，上午组 24 个人，负责人说下午组的人数也差不多 

一面可能多 v1，就任自己发挥，二面三个人一组，同组的同学比较优秀，感觉自己发挥的很有限了 

 

二面算是人力面吧，问的题目也跟一面差不多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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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到 5 分钟的自我介绍（我看了以前的面经说时间观念很重要，自我介绍控制在 1 到 2 分钟，就按照 2 分钟准备

的，结果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再就是基础的一些问题，问到特长的时候，同组的妹子从小学钢琴，钢琴十级，我…无特长，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我恨!!!小时候二胡怎么就没有坚持下来!!! 

其他的问题都是针对实习经历，工作经验，社团活动，还问了我一点对于邮储的了解 

 

面试官人感觉都特别好，没有压力面 

感觉单面可以发挥的比较好，三个人一组，同组的同学太优秀还是会受到一点影响 

不过据说邮储的面试不会再有终试了，后续就是等通知 

 

面完赶紧上论坛攒个人品!!! 

希望能有好运气!!! 

马上回学校继续准备 CPA 了（害，前路漫漫 

2.7  邮储国际业务部二面经验新鲜出炉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1309-1-1.html 

看网站没有分享这个二面的，我就来补充下吧，也希望论坛赐我魔法，成功收到 OFFER！！！ 

国际业务部刷人不多，终面开始刷人，比例大概在 1:10 

然后和一面一样，三人一组，只不过这次是人力面试。 

我们这组算是压力面，出来的学生都说压力好大，好紧张这样。。。。 

1 分钟自我介绍，限时 

然后随机提问问题，半结构的，当时问的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莫名其妙，也想问问大家如果遇

到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 

还问了些其他有的没的，不过没问到专业和英语问题 

我们组实力太强，我已成炮灰，希望我的经验能帮助后辈吧~ 

大家加油！！ 

不多说了，我只能偷偷抹干眼泪向前看了。。。。 

2.8 邮储金融类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1428-1-1.html 

 

面试通知是早上 8:30，分了六组同时进行，每组大概有 10+，所以二面也算是海面吧.... 

主要是一分钟自我介绍，然后根据你的自我介绍分别问了问题，感觉我的自我介绍面试官不是很感兴趣，几乎没

有追问，心塞.... 

其余追问的一般是学生工作和实习中面试官感兴趣的点 

另外，还问了你觉得对于你选择岗位的不足是什么？ 

 

希望应届生网能带来好运，秋招不易，多拿 offer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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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邮储运营管理部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1985-1-1.html 

二面和以往一样是 hr 面，然后自我介绍是包括对邮储的理解，对部门的理解，为什么应聘邮储，限时 2min，我

因为没组织好语言，磕磕巴巴，超时了，然后问了两个问题是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和最有印象的一段实习经

历。虽然答的不怎么样，希望有 offer，不希望被调剂。 

2.10 2019 邮储银行社会招聘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5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5707-1-1.html 

坐标南方地区，楼主在规定时间提交网申资料，网申截止一周之后收到了笔试通知。 

 

邮储社会招聘笔试，100 题，2 小时的时间，我遇到不懂的直接跳过了，这样做下来还是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做

完还有 15 分钟这样子。 

一、行测： 

1、言语理解，其中有几道逻辑分析（就是挖空几个词让你选择的），还有中心理解类的，没有排序题。 

 

2、有那种推理题，就是 A 推出 B 然后让你选择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还有图形推理，5 题左右吧，个别题还是有

点难度的，不懂。 

 

3、数字推理：应该有 5 题这样子，挺多的，还是需要准备一下。 

 

4、资料分析：放在了最后，好像是有 2 篇还是 3 篇，难度不大，有 2 题左右需要自己手动计算的，其他都是看

资料对比选择即可。 

 

总结：按照考公务员这样子来复习比较好，除了常识部分之外，其他部分在这次考试中都遇到了。 

 

二、还有一些奇怪的题目：比如从“人”字，你能联想到什么？然后选项有 4 个给你选择，这些应该不用复习了，

看自己怎么选。 

 

三、没有英语题，也没有金融专业知识题，也没有邮储类的题。我还特地搜索学习了一下，结果完全没用，桑心

了。 

 

 

  

2.11 11.11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857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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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总共两个半小时，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行测，其中包括英语，一个半小时，答的快的话是来得及的，答的慢的建议可以先做资料分析和英语

阅读。还包括了时政和邮储知识，考试之前看了一下并没有看到我看的那些东西，这个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复习，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第二部分是专业知识，感觉只有会计、金融和经济，并没有以前的计算机和法律方面的内容。一个小时时间足够

用的。 

第三部分是性格测试。 

最后，希望自己能够通过笔试啊。 

 

 

  

2.12 邮储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9227-1-1.html 

第一次发帖。 

邮储笔试，做得很心酸，必挂无疑了。 

总共 2 个半小时，中间不停，继续计时。 

和往年一样，第一部分行测，练的不多，做得很慢，时间不够。 

第二部分英语，题不难，但是时间也不够。 

第三部分专业时政等，其实认真准备了这部分，但是感觉看了的没怎么考，有的点还是有点偏。 

第四部分性格测试。 

今年就业形势这么难，楼主还频频挂笔试，真的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13 10 月 20 号下午邮储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9218-1-1.html 

邮储的笔试是我参加的第一个笔试，虽然考之前想着没什么，就是去体验一下的，但是真的考完了有很难受，因

为真的做不完，心里烦躁。。。 

具体如下，给以后参加考试的朋友一个参考: 

分四个部分:第一，行测，70 分钟，60 道题，包括语言，数字，逻辑，思维，资料分析。第二，英语，单选 15

道，阅读 4 篇，20 分钟！居然 20 分钟，怎么做的完，我看前面男生直接放弃，全蒙了然后坐那玩。。。第三，

综合知识，35 分钟，时间够用经济金融，计算机，会计，法律，邮储时政和全国时政(可惜我看的一个都没有）

第四，性格测试，25 分钟，真的是，这个给那么久干嘛，做完了还在那玩了 10 分钟，还不让提前交卷真，想把

时间给英语。。。 

就这样吧，楼主顶着疲倦的双眼给大家写的，希望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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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19 届邮储银行笔试归来——攒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9185-1-1.html 

lz 今天刚刚考完邮储银行，发来笔经攒 rp。lz 报的是总行职位，在沈阳考场，邮储的笔试据说是海笔，考点上座

率非常高，目测 90%是女生（女生求职真的竞争很激烈，祝大家都好运 ） 

 

行测：60 题 70 分钟，包括语言理解、数学运算、逻辑推理、思维策略、资料分析。时间略紧，最后一部分的资

料分析其实不难，但做到后面真的没什么时间了。。。 

 

英语：20 分钟 35 题，包括选择 15 题，阅读 4 个，阅读不难，但同样是时间紧，文章只能草草看过 

综合：30 分钟 60 题，包括金融+财会+经济+法律+管理+计算机+邮储常识+时政 

 

lz 森森地觉得考银行笔试前考过证券从业+银行从业+会计从业能很好地应付综合部分，计算机和管理的问题基本

没见过，lz 非金融专业，做完综合表示臣妾真的不会啊。。时政部分 lz 复习的也都没考，趁着刚考完，lz 分享几个

综合的题吧： 

 

5.53 亿个人客户 

邮储 2018 年 6 月中报的净资产还是净收益几个亿 

邮储热线 

长期信用工具是股票（其他选项汇票、本票、支票） 

Autodesk 公司开发的 3dmax 的主要应用 

“天眼”工程 

2018 年亚运会在雅加达 

习大大中国科特迪瓦合作说的话 

 

虽然感觉总行的笔试竞争肯定很激烈，还是求人品，求过，回头写面经！！！ 

 

祝天下没有难拿的 offer，大家加油！ 

 

 

  

2.15 2019 年邮储银行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9143-1-1.html 

10.20 14:00-16:30 在统一考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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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测：60 题 70 分钟，包括言语 15、数量 10、逻辑 1、、策略 10、资料 10 

二、英语：20min30 题，时间超级紧，最后两篇阅读理解直接看选项做的 

三、综合知识：60 题，包括邮储特色行情、时政，都是很新的内容 

四、性格测试 

 

 

 

  

2.16 邮储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9132-1-1.html 

刚刚参加了邮储的笔试，分享一下笔经吧 

考试结构和之前一样，EPI+英语+金融经济会计管理法律时政邮储相关+性格测试 

1.EPI 好像是 70 分钟 60 道题，难度不大 

2.最坑爹的就是英语，一共 20 分钟，貌似 30 个单选➕五篇阅读（我这什么记性，刚考完就忘了）。总之题量很大，

而且我一开始以为只有一篇阅读，当我看到有五篇阅读的时间惊呆了，然后时间也来不及了直接蒙 C 法选上去

的。。。 

3.第三部分是综合知识，每部分 8 道题。邮储常识考了什么时候开展储金业务的，以及营业网点多少，客户多少，

资产多少。时政考了亚运会，一带一路 

4，第四部分是性格测试，性格测试也计时，但是不计入总分，我还有好多没做完的时候，很多人就交卷了。。。 

 

除了笔，身份证和水以外别的都不能带，会发草稿纸。 

 

就是这样了，听说应届生是神奇的网站啊啊啊啊，求面试求 offer  

 

 

  

 

2.17 中国邮政电子商务专员面试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139-1-1.html 

 

2017 年校园招聘 中国邮政一面，都不用自我介绍。 

 

1.提前半小时到达考场，在杭州。我提早了 1 小时以为很早了，但是早就有 200 人左右到了！ 

2.一组 10-12，进行无领导小组导论。 

3.题目不难，和报考职位有一些相关性，但不是非本专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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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没有自我介绍！直接无领导：每个人限时陈述一分钟，把握时间一分钟很快的；无限制 20 分钟讨论；推选总结

者，总结人 3 分钟总结。5.不要争吵，要有大局观，积极参与讨论很重要，观点不要是废话。 

6.同学没通过，我通过了一面，进入二面。 

 

 

直接无领导小组讨论，题目与电子商务和邮政相关，是一个长文段。 

融入讨论。 

2.18 中国邮政 2016 秋招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137-1-1.html 

 

中国邮政物流专员面试 

 

面试总共分为两个阶段：一面和二面 

一面： 

地点：我被分到浙江大学雨泉校区 

形式：无领导小组讨论（10 人/组） 讨论的内容总体上是关于中国邮政的发展。一张 A4 纸，上面满满一张，语

言比较专业化，看着晕乎乎的，建议面试前做好邮政业务和发展战略的功课。自我陈述一分钟，然后进行小组讨

论，第一次参加，场面跟自己之前设想的不太一样，有点像辩论。小组讨论的话一定要自信，条路清晰，内容是

其次，只要自己说的逻辑通顺、语言流畅就可以，其他小组讨论的注意事项见网络。我总共发言两次。切记，一

定要做好笔记。讨论完之后，主考官会提问大家问题，主要是那些没怎么发言的人。对自己的变现打几分，为什

么很少说话。 

二面： 

大概一周后收到通知，在所报分公司面试。面对的只有四个考官，问一些常规的问题，人都很 nice、亲切和蔼，

所以我比较放松。我是外地的，问我为什么到宁波，有没有亲戚之类的，因为我还是跨专业找工作，所以问我为

什么做物流管理。我回答的不好，回答的还是比较稚嫩，很弱。当时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多次面试之后，我意识

到了自己的问题。一定要对所做的行业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最好多一些经验，企业要找的是有经验、有能力、和

企业契合度很高的人。所以面试小白的我除了让人觉得不稳定之外，估计看我对待这份工作不够成熟理智就被淘

汰了。 

收到通过二面的人很快就去体检了，好像很快就要去邮政实习。其他的就不了解了。 

2.19 中国邮政柜员两轮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136-1-1.html 

 

面试分两轮，首先是无领导小组讨论 

 

面试分两轮，首先是无领导小组讨论，每个人桌上都有题目，要按重要程度排序，面试官说了开始后，没人第一

个起来说，我就鼓起勇气开了个头，其实很紧张，声音都在颤抖，可是当时那种没人起来说话的氛围，第一个说

话其实很加分，所以最后结束时，面试官问其中一个谁表现最好，他说的是我…然后第二轮是一对一面试，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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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介绍，然后会问一些邮政相关的问题，其中夹杂的一些问题是重点考察的，比如你更愿意做多劳多得的工作还

是上升比较快的工作，以及愿不愿意到乡镇锻炼几年…如果真的很想进邮政，就说愿意接受锻炼以及多劳多得吧，

感觉面试官希望得到这样的答案。一定要自信，始终面带微笑，然后不会的就大方承认，显得亲和谦逊一点 

2.20 中国邮政 - 财务 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122-1-1.html 

 

面试在下午一点开始，去了之后先是分成八人一组，然后给我们观看邮政发展历程和理念的视频，本来以为面试

会考到，结果并没有什么用。 

之后通知我们进行下楼，进入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三个面试官，很随意着坐着。之后我们 8 个面试人员围坐在一

张桌子旁，面试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草稿纸，然后发了试题。大概是关于雾霾治理的 8～10 条措施，然后让我

们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并说明理由。面试形式是群面，由我们自主讨论，总共给了 40 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是

自己看试题资料，大概五分钟左右，然后 1 号同学喊了时间差不多了，就开始了他的陈诉。本来 1 到 3 号还很正

常。结果 4 号可能是没经验还是怎么的，磨磨蹭蹭，说话没找到重点，语速也很慢。过了好一会，6 号忍不住打

断了她，说请 4 号加快速度，选取重点，时间有限。我一下觉得 6 号确实厉害，敢于出声控制场面。之后到我发

言，我是 5 号，由于之前 4 号磨蹭太久，我就说:我简要描述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就高度概括了一下自己的观点。

由于考虑大局，我占用的时间很少，接下来剩下的几位依次发言结束。然后，我们开始群体讨论，1 号、6 号和 8

号比较积极，发言踊跃。可能是我之前单独发言比较好，6 号和 8 号就喜欢抛话题给我，但我个人比较内向，且

又是第一次参加群面，不善于在群体聊天突出自我，导致被抛话题时表现的很失措。最后，大家推选了 8 号总结

发言，并从旁提意见。但可惜我们时间把握不当，最后超时，总结发言并未讲完。面试结束后，我就觉得自己希

望不大，果然两个星期后，问了 6 号，她面试通过了。 

 

1.将下列 10 条关于成都雾霾的建议与措施，按照重要性排序 

2.并说明按此排序的原因 

一共 40 分钟，请把握时间，并最后推选一人总结发言。 

 

2.21 面试经历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121-1-1.html 

 

面试职位：报账员 

面试为群面，两个考官，内容包括自我介绍和无领导小组讨论，自我介绍一分钟的时间要把握好。自我介绍不要

管别人有多强，把自己展现出来就好。无领导小组讨论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有条理，谁总结，谁记录一定要先定下

来，讨论是避免抢话，最好是挨着顺序把每个人的意见说完之后，要讲其他意见的再开始说。最后有指定的同学

进行总结 

 

材料：为了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举行大学生自主创业项目比赛，现收到 6 个创业项目如下： 

  1、信息专题网站，为各类领域、项目提供专题、专业信息服务。 

  2、利用网络平台，做二手电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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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阅读书屋，以餐饮、图书内容为一体的服务 

  4、鉴于老龄社会的背景，为老人养生健康为主题相关的服务 

  5、为老人提供阳台小菜园服务 

  6、提供青少年身心健康相关服务，帮助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1、提出一个你认为更好的项目，并论述理由。 

  2、从可行性，可操作性、实效性角度对以上 6 个方面(包括你的新项目)进行排序，并论证理由 

  一、每位考生按抽签顺序依次发言。时间不超过 3 分钟。 

二、自由讨论阶段，个人发言控制在三分钟内，经过讨论，小组必须形成一致性意见。不需要向考官作总结。 

2.22 中国邮政 2017 年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7900-1-1.html 

 

一直得到应届生前辈们的帮忙，我也来应届生发帖，攒攒人品！！ 

 

机考 

行测                      70分钟 60题 

综合知识               35分钟 50 题 

职业英语              20分钟 35 题 

职业倾向测试       25分钟 20题 

 

行测：图形推断，言语理解表达，病句，数量关系，数字推理，资料分析两篇 (10 题) 

 

综合知识：邮政知识题 6道，考的企业成立依据法律、邮政战略、邮储上市、国际邮政日、世界排位 

还有很多综合的包括经济、法律、会计、管理、常识、时事、计算机、时政等，全靠平时积累。注意时事题很新，

有时间可以准备下，也许可以准备到。 

 

职业英语：单选，15题，阅读 4篇文章，20题，题目都很简单基础，阅读很多能从文中找到原说法。 

 

职业倾向测试： 5 分钟看说明，20 分钟答题 ，12 题，对于倾向描述的排序，比如更喜欢团结合作还是做事细

心还是喜欢和数字打交道。每一题里有的有两页，有的有三页，后一页是对前一页的进一步排序 

2.23 2017 中国邮政笔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6420-1-1.html 

 

万年酱油党刚刚考完，热乎的笔经。考点在巨远的首经贸华侨学院，机考。 

总共分为四个大部分，行测、英语、综合知识和性格测试。 

 

行测 70 道，老规矩数量、言语、逻辑、思维创新、图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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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35 道，分单选和三篇阅读，时间非常紧。。。最后基本瞎选的。。 

综合知识包括经济金融、邮政常识、时事政治、计算机常识等 

性格测试就不赘诉了，反正都一样。 

 

简而言之又被考了一下午，很心累地发帖攒人品- -。求一个工作，真心的 T T。 

 

2.24 电子商务岗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90-1-1.html  

 

笔试提醒类似公务员考试但较简单，然后群面，分两组，每组八人，讨论英语竞赛活动的举行，群面没刷人，面

试中一句话都没说的也进入了最后一面，单面，三个面试官问问题，主要考一些表达交流类的题目。 

【转】 

 

2.25 2015 上海邮政公司校园招聘笔试科目及内容——金融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87-1-1.html  

 

邮政考试内容——金融类 

1、基础知识：80 道题，60 分钟(9：00-10：00) 

题型：单选 1*50，多选 2*10，判断 1.5*20。 

内容：行测、法律、常识等。 

行测——数量关系和言语理解，较公务员考试简单。 

法律——关于合同的内容，比如合同的形式，要约，要约邀请等。 

常识——邮政储蓄的银行成立的时间、主要业务、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出自哪首诗等诸如类的常识题。 

2、专业知识：50 道题，90 分钟(10：00-11：30) 

题型：单选 2*20，多选 3*10，判断 1.5*20 。 

内容：难度不大，但是考察面很广，涉及外汇的概念、汇率的概念、直接标价法、央行的货币政策、算实际利率、

按复利计算存款利息、通货膨胀的表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等。 

【转】 

 

2.26 面试总结 

上午刚面完回来，有人所过的的我就不多说了，就有 1 点不同，今天是 6 个人一组，其实区别不大，估

计是觉得加速还加的不够~~~ 

    下面是正题，今天面试的考官提问阶段，问题还是来样子：为什么选择邮政？在我前面的几个同学

她们不约而同的都提到，金融危机下外企不稳定，像邮政这样的国企稳定之类的话，都强调了“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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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这个大环境下”。然后被陈华老师反问：那金融危机过去以后呢？外企稳定了是不是又要投奔外企去

了呢？我是感觉那一刻相当尴尬。。。还好没过多久总算有个人站了出来说，在现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下，

邮政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但不少招人反而多招，我们如果有幸进入邮政工作应该怀着感恩

的心，报答邮政~~~虽然有点俗，但好歹也是个答案了。 

    所以，后面有再被问到这问题最好就别把金融危机给套进去了，如果有自信能自圆其说的我也不拦

着。 

    从去年 12 月到今年 5 月，整整半年了，时常会来这里看看大家提供的最新消息和经验贴，很有帮助。

所以最后~~~我也来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报答大家来了，希望能对后面的同学有些帮助。（笔试和面试

都是俗的不能再俗的东西，真不知道他们是咋挑的，难道陈华有什么火眼金睛之类的特异功能，反正让

我去挑一定是不知道咋挑好。） 

    最后还是要为自己祈祷一下，谁让我们读金融的遇到了金融危机呢！ 

 

第三章 上海邮政综合经验 

3.1 邮储软件研发中心全流程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2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3755-1-1.html 

 

这几天疫情闲在家中，正好有机会对邮储 2020 秋招做个复盘。 

 

 

 

先梳理一下时间节点吧。 

 

邮储总行的秋招开始的比较早，感兴趣的同学 6 月中旬就可以关注起来了，会有宣讲会，但宣讲的学校比较少，

都是顶尖 985。 

 

我在 2019 年 6 月末投的简历（具体时间忘记了，好像是走的前程无忧的网申平台） 

 

8 月 21 号收到笔试通知（简历删选时间确实比较长。。。）， 

 

8 月 27 号参加笔试（笔试地点可以选择，我记得可选的考场还挺多的）， 

 

9 月 12 号收到一面通知，9 月 21 号参加一面， 

 

9 月 28 号收到二面通知，10 月 12 号参加二面（中间隔了一个国庆节）， 

 

11 月 12 号收到体检通知，11 月 21 号参加体检（整整等了一个月面试结果，太煎熬了）， 

 

12 月 6 号收到签约通知，至此持续半年的邮储总行秋招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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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介绍一下笔经面经。 

 

笔试： 

 

邮储笔试是非常传统的银行笔试，英语+行测+专业知识，各部分有限时，时间到了直接跳下一部分； 

 

我记得英语部分考了阅读理解，题量很大，篇幅很长，大家量力而行吧； 

 

行测部分有数学计算、数字推理、图形推理、言语理解、逻辑推理这些，可以买本公务员考试行测书或者刷粉笔

APP 来练练； 

 

专业知识包括了金融、经济、会计、法律、管理、计算机，大致相当于大学本科相应课程的难度，也可以刷刷题，

但这部分知识点太零碎，个人觉得复习性价比不高，有时间不如多看看行测。 

 

 

 

一面： 

 

我报的是软件研发中心金融经济岗，一面直接是部门领导面。总行其他部门的面试形式不太清楚，大家可以看看

别人的经验贴。 

 

一面总时长大概 15 分钟的样子，4 面试官对 2 个候选人。先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随机提问。问了一些比较浅显

的专业问题，比较像是互联网公司的面试。包括对文案、产品、数据分析的一些理解之类的。我觉得这块其实挺

难准备的，只有自己真的做过这块工作可能才能答到点上。有互联网公司实习的同学面试应该比较有优势。 

 

 

 

二面： 

 

二面是 HR 面，也是先自我介绍，然后 HR 提问。不涉及专业问题，主要是一些考察个人就职意愿的问题。 

 

 

 

体检： 

 

没啥好说的。。。就是正常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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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 

因为邮储秋招时间跨度比较长，签约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同学等不及和其他单位签了三方，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签

约，把控好风险。。。不要到最后两头空。。。 

3.2 邮储职能部门笔面全回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3647-1-1.html 

 

邮储今年秋招开始的特别早，早到甚至楼主身边同学误以为是暑期瞎投了岗位结果被表刷的。不知道 Offer 会不

会早出哈哈。 

1）笔试 

邮储的笔试应该是六大行里面最简单的，我记得当时我临时刷了几天的题，也过了，反正笔试这关并不难，相信

淘汰的只是末位的同学，大部分同学只要好好准备就没啥问题~~ 

2）一面 

早就听说邮储是海面来的，收到一面通知也没多开心，毕竟即便到二面竞争仍然激烈好嘛 一面的形式是

5v1，过程也走得很快，大概就是自我介绍—针对简历提问，总共时长大概 12 分钟。这一轮我觉得面试官主要还

是想看看你对于过往的经历有没有思考，特别是结合邮储的实际情况。没啥专业问题，整体氛围很和谐。 

3）二面 

二面就是 HR 面了，3v3，但是只有主考官发问，我们这一组被问了 offer 情况，如何针对 offer 排序，估计面试

官面久了也有点疲惫了，反正套路性问题不多，更多就是顺着你的问题往下问，挺随意，这个时候保持清醒头脑

非常重要。 

邮储总行的面试告一段落了，希望能拿到这个 offer，按惯例来 yjs 攒人品，也希望给其他求职的小伙伴一些参考

啦~~ 

3.3  邮储审计分局笔面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2090-1-1.html 

 

来发一波经验攒人品啦～ 

 

本人女，帝都 985 本+科研机构硕，虽然一直在帝都读书，但为了离父母近一些，第一志愿没有投总行北京的岗

位，转投了籍贯省会的审计分局。 

 

8.27 笔试：接到通知才开始学，一共就看了 12 天，中公银行一本通快速过了一遍，英语做了十几篇阅读练手，

主要还是让自己快速进入应试状态。重点说一下笔试临场发挥的经验吧！先说行测，言语表达做题一定要快，计

算类题目一律放到最后，特别是技巧运算千万别在上面耽误时间！图形和数字推理一下看不出来马上跳过，先做

逻辑题和资料分析，资料分析一定要在时间充足的时候做，难度不大很好拿分的，如果因为没时间好好读而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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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可惜！再说英语，邮储英语时间非常紧张，20min 要做 15 个单选+4 篇 20 个阅读，令楼主震惊的是有人竟

然以为 20min 是单选的时间，结果阅读就 emmm……像这样的低级错误还是要引以为戒！ 

楼主的答题经验是单选语感答题不要太去思考，阅读先看题目再看文章最后看选项，题目不难大多数都能选出来，

读一遍看不出来的题直接放弃赶快做下一篇。行业知识这块主要还是看平时积累，但是邮储常识和时事一定要准

备，特别是邮储常识，哪年成立哪年上市，股票代码客服热线之类的，只要看了就会，千万不要在这里丢分啊！

本人答题情况是行测瞎蒙了 10 道左右（大多是计算，还有找规律），英语最后一篇阅读来不及看随便蒙了 5 个题，

就这样苟过了笔试。 

 

9.21 一面：这是楼主秋招的第一场面试，收到通知之后还是比较认真地准备了一下，和朋友讨论了一些可能被问

到的点，后来还是用上了不少。当天早上楼主 8 点左右就到了，等了一个多小时，还好顺序比较靠前，大概第 4-5

个就面上了。等待过程中竟然看到很多人都没！穿！正！装！差点以为自己跑错了片场……感觉银行还是比较看

重形象，所以提醒一下学弟学妹们，面银行真的要注意着装问题！ 

一面是多对一半结构化面试，先是 3 分钟自我介绍，然后每个面试官问一个问题，主考官还要问得多些。楼主自

我介绍的时候就直接交代了为什么来这个城市、对审计岗位的理解和职业规划，对邮储银行的认识，所以这些问

题也就没被问。楼主被问到成绩单上的某几门课程学了什么，考了哪些证书，去下面的单位审计如何与他们沟通，

能不能接受去基层锻炼，能不能接受出差，能否平衡事业和家庭这些问题，都还是比较常规的，主考官也很和蔼，

氛围还算轻松。 

 

10.10 二面：今年邮储效率真的超高，一面结束才一周就收到了二面通知。楼主家离面试地点特别远，几乎是穿

城而过了，一面时怕迟到还在附近住了一晚，二面比较放松在家里住，结果就赶上早高峰差点迟到 2333，还好二

面签到比一面正式，很慢还要排长队，楼主赶到后还排了 15 分钟队，前面竟然有个妹纸没带身份证，也不知道

她最后面上没 2333，这些细节大家可都要注意呀！ 

二面是多对三，楼主是第一组面试，签完到刚坐下就被拉去面了，完全没个缓冲时间，刚进去的时候还有点懵，

还好不是组内第一个发言。先是 1 分钟自我介绍，这就必须得挑重点和亮点说了，如果像一面那样面面俱到肯定

会被打断。组内只有我既是外地学校又是外地生源，所以我在介绍自己本硕学校之后就着重强调了分局所在城市

是我唯一选择。还有一个共同问题审计人员最重要的三个素质，建议先说出三个关键词，每个点简要阐述即可，

组内有小伙伴因为啰嗦被打断。然后是针对每个人的个性问题，楼主被问到如果工作实在不喜欢怎么办、自身的

三个优势、为什么实习都是券商却选择银行，秋招的主要方向，别的问题还好，第一个实在是个坑，感觉是在考

察求职者的稳定性吧，楼主回答责任大于喜好不喜欢也要尽量调整自己适应工作，结果又被追问如果努力了还是

不能胜任怎么办 2333 楼主只好回答和领导沟通改进建议，确实不行才考虑申请调到更适合的岗位，终于没有再

追问了，反正不管他怎么问，楼主都绝对不会回答辞职的哈哈哈，坚决不能上当！其他小伙伴还被问到是不是本

地人、兴趣爱好是什么、邮储有哪些优势、入职之后觉得工作枯燥怎么办、领导对工作不满意怎么办。同组这些

当地学校的小伙伴也都很优秀，还有注会过四门的，我说优势的时候都不敢提自己那一门经济法了哈哈，我是比

较慢热的，所以还是在后面说比较利于发挥，对自己的发言顺序也比较满意。 

 

如果能拿到这个 offer 我还是很高兴的，总行编制就算比北京岗位少些也不会少太多吧，拿着总行待遇在西部二线

城市岂不是爽到飞起，虽然每年出差 100 多天确实不很适合女生，邮储也不好跳槽，但比熬柜台前途未卜的省分

还是好多了，如果有知道分局具体待遇的小伙伴求透露呀！ 

 

之后有笔面还是会继续分享的，攒人品求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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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毕业数年，写点心得给学弟学妹们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2360-1-1.html 

 

转眼毕业七八个年头了，也有七八年没上过应届生论坛了，今天无聊突然翻到了这个论坛，忍不住过来分享一点

心得，因为未参加工作的同学们对未的东家总是充满了期待与好奇，而在论坛里对企业发表意见的基本都是未参

加工作的学生的猜测或者偏见。作为一个过来人，分享几点心得吧：              一、对于工作的选择。 

       前几年有学弟学妹找我，问我选什么单位，是去干公务员还是去银行或是去企业，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

以我在邮储银行数年的工作来看，如果没有太大的追求，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找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不需要赚

钱太多，老婆孩子热炕头即可，没必要累死累活，因为你赚到钱的同时也会失去很多；但对我来说我更倾向于趁

着年轻去尝试一下，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总之我试过了，也不会后悔。但目前要坚信一点，任何的单位都不会养

闲人，只要在岗就必须要努力，想年纪轻轻就养老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二、关于待遇。 

       论坛里说的待遇大多都是猜测，还有根据某些人的牢骚臆测的。一般来说，出来发牢骚的往往都是干的不

得意的，反映的信息也很少有积极向上的。其实我觉得，拿银行来讲，没有说你去了哪个银行就一定怎么着，要

看这家银行的收入利润等各项指标情况，尤其是下边的分支行，有的银行的分支行如果经营的不好，尤其是不良

率居高不下的，员工的收入也是低的可怜。还有就是你所从事的岗位，为银行创造的效益。 

 

      三、关于邮储银行。 

        邮储银行现在已经正式纳入国有大型银行监管，真正的国有第六大行了，论坛里的分类还没有做调整。邮

储银行目前的模式还是自营+代理的模式，邮储银行的信贷资产不良率在业内应该是最低的，资产质量的好坏直

接影响到企业的效益。在邮储银行干了这些年，我对邮储银行还是挺感激的，是这个平台让我从一穷二白的小伙

子到目前自认为还算富足的生活。中肯的说一句，邮储银行目前员工收入水平在银行内应该至少算中等水平，我

看还有说三千两千的那应该是 21 世纪初的水平吧。 

 

       时间关系，不便说太多。不论要去哪里工作，坚信一点，只有能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才回有价值回报，

想着泛泛的收入吃大锅饭式的难有大发展，同学，未来可期，加油。 

3.5 2017 中邮人寿保险某省分笔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90641-1-1.html 

 

hello 大家好： 

楼主系二本财经类院校小硕（截止 2017 年年初收到 4 个 offer，两家保险，一家银行，一家制造业国企，拒绝了

1 家保险和 1 家银行），个人觉得笔试面试效果和感受最佳的是中邮人寿，哈哈！ 

笔试：2016 年 12 月 24 日——行测：90min+100 道、具体就不介绍了（假设：绝大多数同学都不会裸考） 

面试：2016 年 12 月 28 日——半结构：step1 自我介绍，step2 信封抽题（大学经历、名人名言、工作中人际关

系处理）、step3 面试官随机发问，我被问了家庭地址、导师、有没有 offer、还面了哪里、银行实习经历、为什么

没留在银行等等。面试当天男女比为 2:7，碰到了 3 位校友，一位本科校友。我们五个人里，我和另一位男生接

到电话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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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电话 offer：2017 年 1 月 4 日——HR 问签了三方没有？(我说没签) 

想来公司吗？对该岗位有什么想说的（想来、如果我面的岗位竞争人数多、我服从公司安排） 

还有没有想问的？（我问了多久能正式签协议） 

因为往年爆出有上报总公司审核的过程中被毙掉的同学，所以多嘴问了一句：是总公司说的算呗？ HR 说：

总部会详细审核履历、给出意见。。。。。。大概 1 周之内有进一步消息，截至楼主发帖整 9 天，尚无确切消息。

希望以此帖，给未来求职小伙伴经验和借鉴，谢谢大家！ 

3.6 邮政工作两年，说说我眼中的中国邮政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4645-1-1.html 

 

 本人男，211 本科，14 年毕业后进入某一线城市邮政企业工作，A 类合同工，因为了解应届生在选择工作时信息

的不充分，希望能尽量客观的说一下邮政系统的信息。当然，因为工作阅历的原因，我的了解可能不够全面，大

家仅做参考。 

    一、基本情况 

    首先说一下基本情况，邮政集团下面是三大业务板块，邮政企业（即以前的邮政局）、邮储银行、中邮速递，

现在中邮证券、中邮保险也在慢慢发展，本人是在邮政企业工作。 

    二、本人发展 

    进去以后再邮区中心局搬包裹 2 个月、储蓄所实习 4 个月，实习 6 个月后分配到电子商务局，不久被调到金

融业务局（前代理金融部），负责代理金融业务的日常管理。顺便解释一下，邮政企业管理部分代理网点，代理的

是邮储银行的业务，不能做对公和信贷，其他的跟邮储银行功能类似，楼主在储蓄所实习过大堂经理。 

    三、待遇 

    这个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楼主现在年到手收入 13-15 万左右，在我的同学算高、但不是拔尖的那种，大概

是班级的 20%-30%的样子。跟楼主同一批进入邮政企业工作的，现在有在储蓄所当柜员、大堂经理、客户经理

和行长助理的，也有在包裹局任小包经理，客服之类的，，其他的电商局，报刊局，中心局都有，年收入低的 7,8

万，高的 20 万，高收入主要是做营销的，小包和储蓄所的都有，低收入就是做柜员和客服的。这也是邮政特色，

你学金融的，进来可能是在包裹局，你学物流的，可能是在金融局。当然楼主说的是个别存在现象，大体还是按

照专业，学校，性别和各单位需求来分配，但充满相当的不确定性，当然有关系的另当别论。 

    还有，楼主单独说，邮政企业市公司（区公司待遇就下降了）的机关部门待遇那是很不错的，像人力部计财

部工会之类的，待遇 15-25 万，只是针对机关部门的普通员工。但这些部门，你没关系一定进不去，有关系也不

一定进得去，如果是没关系的应届生，建议直接忽略，跟你没啥关系。 

   四、优劣势 

    邮政企业的一大优势就是各项制度还不是很健全，人才很匮乏（这也是优势？别急），因此对大学生的培养很

重视。很多年轻人能很快的成长，已经有 90 后担任网点负责人（虽然网点负责人并不是很牛，待遇有可能跟股

份制银行的很多客户经理差不多），也有的担任各种主管和总监。本人实习期过后直接进入后台部门工作，电子商

务局的工作量少，加班不多。金融局的加班稍多。这两个待遇都不差，关键是你能很快的经历一些不同的后台部

门的业务管理岗位，对你的成长（这个有点虚，有些人进步很快，有些人感觉不到自己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我会经常组织业务培训，自己当讲师，培养了一种临危不惧、说话淡定的风格，要知道大学的时候楼主当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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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脸红；经常被送去参加各种培训，管理类，营销类，技能类，很多培训对自己的见识都有帮助；会独当一面，

自己负责业务从筹备上线到正常运营，过程很艰苦，锻炼也很大。要知道，楼主的大学好友还在中行当柜员，每

天各种抱怨，待遇也不如楼主，所以四大行不一定比邮政强。（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人有不同看法，认为即使在四大

行当柜员也比在邮政管业务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很正常，对于楼主本人来说，对在邮政的工作挺满意）。还有，

邮政也提供宿舍。 

    邮政的劣势也有很多，首先代理金融业务没有竞争力，转型能否成功不太确定，随着邮储银行香港上市，代

理金融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要知道，代理金融贡献了邮政企业大部分利润，这一块收入下降员工的工资也会跟着

下降；邮政的小包现在是在跟 EMS 抢饭吃，以后这一块怎么发展也不确定；这两点说完了，问题就来了，以后邮

政企业能干嘛？还是靠代理金融和小包业务？还是代理保险？代理车险？还是代理啥？这个我也不知道，估计李

国华也不一定看得明白。其次，邮政的很多领导，学历和专业能力并不强，综合素质感觉不如其他国企的同等领

导。还有，邮政的基层一线岗位很辛苦，有些大学生（可能是运气差，可能是能力问题）一不小心就长久留在一

线岗位了，各种心酸楼主不曾体验，就不多说。 

    所以，总体来说，邮政企业优势不明显，但劣势很明显。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性价比中等偏上的选择。

相比于一些私企，部分国企甚至银行都有一定的优势，邮政企业的机会还是很多。但人生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他的

不确定性，你有可能进入邮政后平步青云，很快当领导（当领导也有压力哦），工资也不错，也有可能各种不如意，

每天或者被小包客户骂，或者当柜员被扣钱，或者被领导穿小鞋，或者车险任务完不成，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怎

么说呢，即使我们眼中性价比很高的公务员，或者华为，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名企，也有很多人过的不如意，

网上也有人再骂。所以，保持一颗积极、理智的心，到哪里你都会发光，这个不是鸡汤，楼主本人深有感触。 

    最后，希望大家拿到不错的 offer，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有问题的可以在下面问，楼主有时间会来回复。 

88 

  

3.7 上海邮政，一潭死水的单位 

今天去了上海邮政培训学校笔试，绕啊绕，走啊走，终于走到了沪闵路 777 号，进去之后，给我的

感觉就是一个 N 年没有翻新的机关大院，果不其然，进入了考场，发现设施很破旧，一副迟暮老人的邋

遢样。考试形式是传统的纸质试卷，哎，现在都进入信息化时代了，机考已经成为主流了，你还是这样

老牛拉破车啊，接下来，看了下试卷，更让哥雷的里焦内糊，毛概，邓论的东西都有了，还有什么上海

邮政总经理的讲话，尼玛啊，要让我们领会领导的意思啊。。。由此看来，上海邮政，不是看你有没有能

力，而是看你政治觉悟高不高，估计在上海邮政这个圈子里，能拍领导马屁，能领会圣意才是王道。更

受不了的是，考试途中，竟然有几个头头摸样的人来巡考，尼玛啊，又让我回到了小学时代，学校的领

导可以借巡考之机，耍耍威风啊，活动活动筋骨啊。。。。最后一个问题，依然是考了 N 年的老题目，为

邮政发展献言献计，邮政啊，能不能来点新意啊，献了 N 年计，你邮政依然这个样子，还是官僚气息严

重，死水一潭，有毛用啊。。。 

 

3.8 上海邮政宣讲会归来  

冒着大雨，紧赶慢赶来到老沪闵路 777 号。 

今天的宣讲会大概一个半小时，介绍好情况，看看录像，填好表格就 OK 了～ 

反正笔啊照片什么的带好就可以了，胶水那里有～～ 

听说笔试面试要到四月上旬，要我们慢慢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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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一进门右边那幢楼就是综合楼，后面的同学们不要走冤枉路啦～我今天绕了好一圈，风大雨大的。 

 

3.9 谈谈培训这三天的感受和注意事项  

我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逛应届生论坛确实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风风雨雨的一年过去了，我最终选择

了上海邮政，可以说，我在论坛闲逛的时间绝对不算短，但是却也是蜻蜓点水，浅尝即止，没发表过什

么实质性的东西，或许以后来这个论坛就少了吧。在这里，作为一个第一批培训的开拓者，我谈谈这３

天培训的经历，也说说应注意的一些细微之处。 

  首先，最主要的吃住方面的事情，吃住真的不是问题，尤其是吃，饭菜很丰盛，完全按照王总，培

训的菜不能有重复的要求来，而且饭后西瓜葡萄，宿舍里还送了饼干和香蕉；住的话，床是先到先挑，

不习惯睡硬床的话别最后一个到，总体来说虽然有点小瑕疵，本来是标准二人间加了两床变成四人间，

但也将就吧，毕竟只有２个晚上，而且培训真的很累，尤其第二天，回寝室洗洗一躺直接去苏州。 

  接着每日安排：７点４５分；１１点４５分；１７点３０分吃饭。早上６点２０分集合，６点３０

分训练队列，从稍息立正一直到跑步走都有，但是没正步，可以放心。其它时间都是听课，除了第一天

早上学习司歌，第二天晚上是小组讨论。（特别注意中午最多只休息到１点半） 

  余下的，总结了２３条经验心得，供伙伴们分享，但同样，这会让大家失去对三天生活的期待，所

以请特别做好是不是要看的决定。 

１ 寝室里，别随便放吃的东西，尤其是２楼的伙伴们。 

２ 第一天中午，老师叫你多吃一点，一定记得撑开肚子吃，不然马上让你体会节食减肥痛苦。 

３ 寝室里的空调遥控器不要被迷惑了，１８度和２７度真的没啥区别。 

４ 寝室里的空调刚接触的时候你会以为他不强力，但是后半夜你会巴不得再来床被子。 

５ 王总会提到饭店的菜包好吃，但是，那是以前，现在已经失传了（不是说不好吃，没有传说中的那

么神了）。 

６ 住二楼、三楼的男生们不要为少走路窃喜，有些特别的经历估计四楼、五楼的女生是体会不到的（例

如半夜突然来的蛙叫）。 

７ 每天吃的菜真的没有重复的，印象中糖醋小排好像吃了两次，不过一次是冷盘，一次是热菜。 

８ 能休息的时候，抓紧休息，听课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９ 在教室空调下的伙伴们，身体不太好的，多穿件衣服下来吧。 

１０会按小组顺序排座位，而且是男女混坐。 

１１早上队列尽量别穿牛仔裤，虽然没有禁止穿，但是一个蹲下口令你会很尴尬。 

１２队列训练绝对轻松，但是倒下的人也不止一个。 

１３上课注意纪律，讲话和睡觉都会被作为典型案例。 

１４组长确实很辛苦，班长也是，在此向各位组长致敬，特别向我们第二组的贾组长致敬。 

１５王总宴请大家时候，需要大家敬酒，这个开始的时间就是——上热菜了，就可以去敬酒了。 

１６不一定非要敬酒，敬可乐也是可以的，当然啤酒红酒也是都会有的。 

１７不要担心到时候面对王总不知道说什么，王总会微笑的和你碰下杯，然后转向下一个同学，因为人

实在太多了。 

１８四害防治很重要。 

１９不要冒雨冲向餐厅，老师会指引你另一条路通向餐厅后门。 

２０秩序要分配好，房内洗漱间比较小，最好一个一个进，充电插头也不足，而且是以牺牲台灯照明为

代价。 

２１下雨是不出操的，不下雨操场没干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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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讲座报告中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２３洗脸的脸盆什么都是没有的，你可以把培训的地方和学校宿舍联系起来。 

  经验就总结到这里吧，在此祝第二批培训的伙伴们培训愉快，８月１５日还要参观浦东邮件处理中

心和邮政博物馆，并宣誓入司、进行培训总结，到时候见吧。 

 

3.10 投递感悟  

本人是一名今年刚进入上海邮政的应届毕业生，现在算来已经上了一个多月的班了，看到本版块已经越

来越冷清，没以前招聘时期的热闹，所以来发发帖子 

当时被分配在了市北投递局，顾名思义，投递么，就是送送报纸和信了当然还有其他的，我不知道邮递

员算不算邮政的一线岗位，但辛苦还是辛苦的，报班一天要出去三个频次，而且每天早上要 6 点到岗（但

下午一般 2 点才上班的），做 4 天休息 1 天的，局里是可以洗澡的。 

    我一开始是跟着师傅，就骑着自行车走走地界，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并不是很累，至于工作量么，第

一频次：我送的并不多，就几家散户。第二频次：送一个小区（就是些小报），当然也不是很多。下午

第三频次：送新民晚报，一个小区大概 80 份吧。每次出班，都有好奇和兴奋的感觉，但时间长了就习

惯了。这种感觉就逐渐减少了。 

每个季度还要上门收用户的报费，这是个麻烦事，当然每个人都是有指标的，若完不成要扣点钱的。感

觉比较有成就感的一次是，一天报纸送到一半，突然天降暴雨，我没雨衣被迫到一户居民的屋檐下躲雨，

过了一会，一位老伯伯走了出来，把一件雨衣递给我，说送好了再还会来，我突然产生身为一名邮递员

的自豪感，感到我的工作被人认可了，但是我还是没收下，没过多久雨小了，我继续送了。 

    通过一个多月和报班同事的接触发现邮递员虽然辛苦，但他们对待工作还是很认真负责的。这点我

想应该是我学习的地方！ 

 

3.11 上海邮政综合经验 

看来我跟上海邮政缘已尽了，我就回顾一下我应聘上海邮政的心路历程吧，算是对我过去几个

月所有付出和努力的追悼，然后继续踏上茫茫的求职生涯吧。 

  由于我学校在外地，大四上半学期课程还蛮忙的，还要写论文，准备三月的英语专业八级考

试，心也没放在好好找工作上。后来考完专八后，马上回到上海，参加各大招聘会。三月底的一天，

我参加招聘会，走到了上海邮政的摊位前，看到他们招人，列出来的招收专业还有我这个非常普遍

的英语专业，我立即从包里掏出了笔和纸，记下了地址。四月初，我将我的简历和证书复印件寄出

去了。此后就一直没有音讯，我以为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五月初，我收到了上海邮政的短信，通

知我七号参加情况介绍会，我如期参加了介绍会，在情况介绍会上，我知道了上海邮政各个方面的

情况，在福利待遇方面，我觉得邮政还算是可以的，特别是在如今的就业形势下，当时，我就认真

填好表格交了上去。情况介绍会后，我一直等待着笔试通知，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

我记得当初那个陈华老师说会再继续进行删选的，我想，可能真的我的专业人太多了，他们已经不

需要了，我心里遗憾了一下。在此期间，我同学跟我说不要对这种国企抱有希望，都是一定要有关

系才能进得去的，我当时心里想我一定要证明他们错了（虽然我最终没有进去，但我觉得我同学说

的话还是错的，有关系的人毕竟是少数，那么多没有关系的人照样凭自己的能力进去了）。邮政一

直不通知笔试，我也渐渐将这件事淡忘了。当时临近答辩，就想早一点回学校准备准备，本来打算

五月中旬回学校的，后来由于一系列事情耽搁，就一直延后回校时间，到五月三十一号晚上，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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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二天就回学校，在我晚上准备东西的时候，突然收到了邮政的笔试通知短信，当时心里一阵喜，

就把回校时间又延后了。当时我就想，我和邮政还算是比较有缘分的嘛，如果中间没有那么多事阻

止我回学校，我很早回学校的话，我肯定不会去参加笔试了，坐动车来回毕竟挺贵的。收到通知第

二天，我就上邮政网站上看了看，想会不会考一些业务知识，第三天，我就去参加笔试了。我家住

在郊区，虽然笔试是下午一点半的，但我上午就出发了，由于没去过笔试地点，不知道要多少时间，

到达笔试地点时迟到了一两分钟，本来担心会不会因为迟到不让我考了，不过还好，事实没有那么

残酷，笔试试卷也比我想象中的容易，没有专业性很强的题目，都是只要好好想一下就能答出来的。

笔试完第二天，我就回校了，本来没抱多大期望，没想到 6 月 15 号早上刚打开手机不一会儿，就

收到了面试通知。我发短信跟我爸说，我爸说不要错过机会，我就决定要回来了，面试时间和学校

毕业典礼正好相差一天，我也正好有足够的时间回来，我想国企的面试会比较正式，还特地去买了

一身套裙（估计我不会再穿那身衣服了）。为了能赶上上午的面试时间，我前一天下午回到家后，

还没歇一下，就跑到了我在市区的亲戚家，晚上住在她家，那么面试的时候不用那么赶了。面试的

时候的无领导小组讨论我表现得不怎么样，当时就想这下肯定没戏了，面试完后，我就直接坐火车

回学校了。7月 3 日中午，我收到了复试通知，当时欣喜若狂，真的非常感谢邮政给了我这个机会，

8 号下午的复试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我觉得我的表现没有失常，面试出来后，跟我一起的一个同

学也跟我说我的希望蛮大的，然后我就满怀期待得等着体检通知。当时陈华老师说如果录取，会在

十日之内通知体检。接下来的日子，我真的是掰着手指头过的。7 月 16 号中午 12：53 分，我接到

了一个电话，听到那一头是上海邮政时，我的心情已经不能用高兴和兴奋来形容了，我记下了体检

时间和地址。我马上通知了爸爸这个好消息，妈妈下班后我也立马告诉了她。当我还在高兴的时候，

没想到，在 16：15 分，我又接到了上海邮政的电话，说是体检人太多了，以后另行通知，我当时

听到这个“另行通知”，我就知道可能要大事不妙了，我又询问了，但电话那头也说得含糊其辞，

说是某方面出了点小错，给我的感觉是又有希望，又没希望。我马上上了论坛，想看看有没有同学

跟我一样的，果然有一个同学已经发帖了，给 TA 打电话的人说得就比较直接，直接说人已经招满

了，如果空缺另行通知。唉，我的当时的心情的落差真是到了极限了，我跟爸妈说了，他们也挺遗

憾的，看到爸妈的表情，我心里更加难过了，早知道我就慢点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吃了个空心汤团。

论坛上有人说说不定还有机会的，我知道这个机会如果有的话，就算是奇迹了，奇迹发生的概率实

在是太小了。我心有不甘，为什么通知体检，却又通知不让去了，就打了个电话去消除疑问。他们

说本来就是不通知体检的，搞错了。这下，我无语了。去体检的人说，总共有 79 个人，也就比复

试少了几个人，这下，我又郁闷了，即便可能当时复试的时候我的表现在几位老师眼里不是很好，

但我也确定自己表现不是很差啊。现在，一切已成定局，回天乏术了。应聘邮政的这个过程，我已

经尽力了。以前做什么事情失败的话，我总归怪我自己没有尽力；对于这次的失败，我想说，我不

怪自己，也不怪上海邮政；只能说我们有缘无份了。在此，希望成功被录取的同学以后工作顺利啊，

也希望自己能尽快找到工作了。 

 

3.12 说说邮政吧 

几个月来 看到骂邮政 谢邮政 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 

下午办公室没事（不是邮政的 是我前面个单位 还在实习中） 我也来说说吧 呵呵 

 

从三月初投简历到七月初录取 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啦吧 每次等到快绝望 已经忽略的时候 他们又

来消息啦  

手机里还都保存着他们每次发来的消息 而这每次通知也像一根风筝线样的 把我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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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的时间 我换个三个实习单位 其实每个单位都挺不错的 但每次 邮政一来通知 就让我的思想要

面临一次挣扎 “我要去吗” 

四个月后的录取通知 也是我最后的犹豫 最后还是听了父母的话 “风筝收线了” 

 

这四个月 每次面试 也都会让我对邮政有个新的认识 

 

听情况介绍会的时候 那几个师哥师姐 讲的话 挺吸引我的 把我吸引进邮政了 因为 我很想知道 那个

师姐说 “有猎头公司要挖我，工资开出来 吓死人哦”。。。我很想知道“吓死人的”工资是多少哦，这么“吓

死人的 ”工资能跟邮政对抗，那么邮政好像挺牛的，我也想有“吓死人的”工资的 哈哈 

 

笔试的时候，题目基本跟大家说的没变化，就是多夸邮政吧，其实这些题目，总比让我去写什么跟我专

业完全不搭而用专业性强的试题好啊 比如事业单位那个 考法律 行政 的 我肯定没戏。所以感谢邮政

的出题老师 出了些大家都能答的题。呵呵 笔试的时候 还看见他们扛了台 摄像机 过来 拍我答题啦 

哈哈 臭美下喽 哇卡卡。 

 

接着就是初试啦 初试审核的那个有点年纪的老师 很好很慈祥的 让我把东西收收好 他看我做司仪 他

还跟我开玩笑搞笑了下 

初试的时候 我们那组的那些老师都很好的 特别是那个主审 好和善 不过我们那组初试的时间好长 比

其他同时面试的组都长  

其实初试结束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通过初试了 因为我看到那个主审在我的名字前打勾 画了个五角星 

我就坐他正对面啦 瞄瞄就瞄到了 

 

复试的时候人已经少了很多啦 那次是陈华的面试 还有个年轻的负责记录的五官长得很立体的张老师 

还有一个不晓得名字 有点年纪 好像是邮政书记吧 （因为后来签约的时候 跟我们谈话的好像就是他）

复试的时候 我挺低调的 其实从开始到最后录取 我一直表现的挺低调的 但是我感觉吧 可以低调 但

是千万不要被面试管忽视遗忘掉哦 特别是女生啦 （录取率本来就低哦）  要给他留个印象 但得是好印

象啦 呵呵 我们面试的时候 有个女生 话一直挺多的 而且讲的内容 我听下来觉得有点过头了 不知道

有没有最后录取 所以这方面要把握好度 我们那组复试完 陈华把两个男生单独留了下来 那两个男生

讲话的内容 估计雷到陈华了。。。 

对陈华大家的评价 好像都是负面的 我倒也没啥特殊体会 就觉得 他事务真的很繁忙 面试 宣讲会 的

时候 电话始终不断 所以对他有抱怨的人 也体谅他下吧 毕竟只是一个人 不是一台机器 不会没有情

绪的 

 

体检的时候是下午去了 那个年级轻的张老师 一直做在医院里 玩 PSP 挺随和的 告诉我们其实不用空

腹的 拿签约通知的时候 得知我时间有冲突 还帮我出主意的 态度始终像个邻家哥哥 很友善的 没啥

距离感 

 

签约的那天 我穿了新鞋 脚后面水泡磨破了 进会场的时候 有个老师看到我走路一拐一拐的 跟我开了

句玩笑 过了五分钟 他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手里拿了两张邦迪。。。很感动 真的 。。。他还一直提醒同学

整理下东西看看东西都带齐了吗 真的很好 

签约前 邮政的书记和另一个老师 我不知道这么称呼 跟我们谈了一会话 刚开始 他们都是讲上海话的 

毕竟这个年龄的人 让他们将国语挺为难他们的 但是当他得知我们这批有个人 是外地的时候 他跟那

个同学道歉了 马上转成普通话（虽然很夹生，但是很认真） 

谈话的过程也始终笑着 很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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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完四联单 呵呵 现在学校放假了 四联单 还在外面流浪呢 不知道寄到没有 

 

但是这四个月的时间 对我来说 面对的不管是老师 还是事件 都相对而言 非常顺利 

我不知道 接下来 等待我的 会是什么 但是 选择了 我不会后悔的 我会尽力做到做好的  

大家一起加油吧 

 

Ps：邮政待遇吧 初试的时候 那个很和善的老师说的 其实每年起码要投资我们这么新录用的 差不多都

要 4W 还不包括一些福利 其实在当下这个局势 这个待遇不是最差的 而且是编制的 他们还得冒着投

资栽培我们 而我们很多人 最后仍会背弃他们的风险 所以大家还是抱怨少点吧 呵呵 别说我是邮政的

托哦 。。 

 

3.13 签三方协议和报到证相关流程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再发一遍， 希望有经验的或者已经签好的同学回答一下： 

 

 

#1） 收到 offer 

 

#2） 拿三方协议、户口本等证件去邮政签三方协议， 三方协议自己填写的那部分应该填好 

 

#3） 签好协议后， 邮政把三方寄给学校 （或者邮政把三方直接给你） 

 

#4） 学校收到三方进行签证， 盖章签证 （自己拿三方的，自己直接去学校盖章签证）- 学校会把三

方协议中的学校联留下 

 

#5） 学校签证后， 把第一联-单位联， 通过邮寄或本人递送到 276 号 

 

#6）  去延安西路 900 号打印报到证 

 

#7） 去市局注册的时候， 拿上已经经过学校签证的三方协议， 单位联会被邮政收回， 自己保存个人

联 

 

 

有什么错误或者不完整的 希望大家提意见， 继续补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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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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