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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温州银行简介 

1.1 温州银行概况  

  温州银行是温州首家具有一级法人资格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目前温州规模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现有实收资本 10.23 亿元。 

 

  温州银行的前身为“温州市商业银行”，1998 年 12 月 17 日成立。2007 年 12 月 17 日，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复，温州市商业银行正式更名为温州银行。同月，首家异地分行——衢州分行挂牌开业。 

 

  建行以来，在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温州银行借助温州独特的地缘经济优势，依托

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的决策运行机制，坚持 “立足地方、立足中小、立足市民”的市场定位，以打造“精

品零售银行”为目标，强化管理，稳健经营，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在管理体制、经营机制、服务功能和社会形

象等方面实现了根本性转变，为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区域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积累，温州银行现已发展成为一家公司治理规范、资产质量上乘、业务特色鲜明、经营效益良好的股份

制商业银行。金融改革的历史大潮中，温州银行正进一步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力推进由小型银行向中型银行

跨越、由地方性银行向区域性银行跨越、由传统型银行向创新型银行跨越这一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实施，努力成为

有较强市场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国内领先、中等规模、精品型、个性化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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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温州银行组织结构图 

 

1.3 温州银行企业文化 

 能力重于学历，业绩重于资历 

 终身学习、永不知足、力求完美、不断超越 

 客户至上，精益求精；脚踏实地，永续经营；客户是前进的动力源泉；质量是发展的第一主题 

 打造精品零售银行 

 业务特色化；服务个性化；营销一体化；创新品牌化；管理国际化 

 共荣辱；齐奋进；同发展 

 稳健高效；求实创新；团结拼搏；争创一流 

 高效来自磨砺，周到源于真诚 

 合规创造价值，控制风险就是创造价值 

 严谨 细致 踏实 高效 

 自律 自省 自立 自强 

 中小企业的亲密盟友，城乡居民的理财帮手 

 科学管理，规范操作，注重细节，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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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温州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应届生 BBS 温州银行专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857-1.html 

第二章 温州银行笔试经验 

2.1 温州银行上海分行管培生怎么样？（补充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17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0661-1-1.html 

有了解温州银行上海分行管培待遇的嘛？以后发展潜力大吗？了解情况的麻烦告知下，感激不尽啊 

 

先来无聊，补充下面经吧。虽然最后也没选择这个，本着回馈论坛的心态写点东西吧。 

 

温州银行本不在计划之内的，十月中旬某天，和女票是参加面试还是干啥，在市区下午四五点左右，本来都准备

回下沙，女票收到温州银行宣讲短信，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她工科我金融，就在犹豫之后选择去吧。当天还在下

雨，正好下班高峰期，我们准备做公交过去，竟然坐反方向了。。。发现后下车，叫了滴滴，没想到叫到了礼橙专

车，贵的一批，不过为了赶时间无所谓了。最后花了四十多吧。。。 

 

紫金港校区真的大，下车骑车子半天才找到地方，在一个小教室，一共几十个人吧。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其他人

貌似都是浙大的。 

 

完了开始现场面试，几乎人人都拿到了一张 pass 卡，包括我和女票，直通终面，只有几个拿到了直通笔试。 

 

11 月 3 号面试，提前一星期通知的，地点在万豪酒店。后来才知道，这是提前批。因为去的人挺多，本来安排是

有群面的，后来改为部分群面。貌似就是研究生免群面，本科生群面。研究生采取了半结构化，就是 5 对 3，随

机提问问题，有点类似于压力面。楼主同组的是一位博士和浙大硕士，面试官明显对我兴趣不是那么大。最关键

的是最后问了期望薪资，我是第一个说的，说了 14，他俩一个比一个低，听完他俩我就觉得我凉了。 

 

顺便说下工科招聘，当天去的同学中，7 位工科的，包括我对象在内，还有一位我对象同门，现场笔试，不过我

对象和我说，当时 HR 就说，你们放心写吧，就是大概了解下情况，总之很随意。 

 

当天晚上，我俩都收到了面试通过的短信，第二天去了美年大健康体检。 

 

二十号左右，收到 offer 邮件，让 30 号之前签三方。 

 

通过在论坛发帖，才发现，我们当时是提前批，正式的还要经过笔试，还有面试什么的。总之就是，宣讲会能参

加的一定要去参加。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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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各位都能收到理想 offer。 

 

2.2 温州银行校园招聘笔试是不是很容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838-1-1.html 

 

银行校园招聘考试难度比起公务员考试来说应该是小巫见大巫了。 笔试通过率一般是 1:3 到 1:5 之间 

银行招聘考试的内容可以参考去年的情况： 第一部分是综合知识：10 道时政、50 道综合知识、10 道银行题 第

二部分是行测：言语理解 20 道题 

 

 

2.3 温州银行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1095-1-1.html  

 

 

12 月 6 号去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参加笔试，天气挺冷的，加上感冒，更难受。回归话题吧！今年的笔试我觉得出题

人出的都是经济类知识，而且还结合了当下的热点考的。 

单选 0.5*40 道，数学只考到两道题，会考到行测里的语言表达、经济学、会计等等知识 

多选 1*30 道（选错、少选、不选都不行），这块多选题我觉得太变态了，有些题目就偏偏拿不准那一两个选项，

只能靠运气了 

英语 2*5 道，是以一篇阅读理解的方式出现的 

简答题 10*1 道，就是在银行遇到麻烦的人，你该怎么处理？ 

议论题 30*1 道，分值好高的，结合马云的互联网金融，说说你对互联网的理解，和对银行的挑战及对策等等，分

了好几个小题考的。 

希望自己能进面试吧！ 

2.4 温州银行笔经 12.1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9219-1-1.html 

 

  周日在玉泉考的，教室 45 个位子来了 30 左右，大多都是女娃。 

      不是机考，好久没填凃卡了。2 个小时，时间足够，总体来说题目比较简单。 

      常识如成立 15 周年，在金华未开设分行。 

      行测也相对容易，再加些基础专业知识。 

      单选 40， 

     多选 5*2=10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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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 5*2=10 

     一道阅读关于印度卢布对美元贬值，导致一系列后果的文章。生词多是自然的，不过毛咕咕应该还行的。 

    简答两题，2*10   

    还有个 800 字作文，20 分。材料是俄国改革。 

   求人品希望能过 

2.5 温州银行上海分行 2013 年笔试经验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84522-1-1.html 

 

4 月 2 日晚上 7 点去徐汇支行笔试的，说是九江路的总行有重要会议，所以只能在支行考试了，参加考试的同学不到 30 人。

hr 很周到贴心，给我们准备了笔以及矿泉水。 

笔试一共分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单选。主要有温州银行概况、经济金融知识，行测，会计，管理学等。我是学经济学的，会计知识接触不多，有

几道会计题目拿不准，有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做账的，还有关于杠杆比率，资产负债率之类的等等。大家平常多关注一下时政，

最后考了一道题就是新一任世界银行行长是谁？ 

第二部分：多选。主要是经济学常识，题目不多。 

第三部分：判断。有经济学常识，word，excel 的应用等。 

第四部分：简答。温州金融改革对温州银行的机遇和挑战。 

第五部分：写作。类似于材料作文，700 字的议论或记叙文。大意是一个在沙漠行走的饥渴难耐的人，突然间发现一个小屋

子，里面有吸水器和水壶，吸水器里面没水，壶中有水，但壶的外面贴了一张纸条，要求必须先把壶中的水倒入吸水器，然

后在临走时把壶装满。。。。其实我也没怎么理解这个故事的中心意思，就以慎独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 

希望对以后笔试的同学有所帮助。 

 

2.6 龙湾农村合作银行 2012 笔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93146-1-1.html   

 

 

第一时间发布 笔试经 

 

考试时间为 2 个半小时，龙湾的学生在海滨中学考，天气冷，那里近机场，风超级大。。。手好僵啊。。。 

单选 60 分，多项选择，名词解释 5 分，论述题，作文 35 分 

 

单选 很综合，什么都有，政治，历史，经济，会计，经融，法律，推断题，数字题，各有沾边，但不是很难，但

百科的题目，要是不知道就真的要蒙了，， 

           还是靠平时的 积累，平时有看电视的，微博的，总会好点。。eg，石英手表 能量耗尽时，秒表会慢

慢靠向哪个点？（12？9？3？6？） 

                                                                                                                  

太阳质量占什么百分比？（98%？99%？99.9%?99.98%?）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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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一个 ，解释  通货膨胀 

论述题 3 个，一个如何助推微小企业发展；一个 XX 银行新手 操作错误，导致整个团队被扣奖金，老员工批评他，

请你给他建议；一个推销理财产品的，如何推销 

作文，议论文，不少于 1000 字，材料有 感动中国 的 74 岁老人蹬三轮车帮助贫困生的那个，还有“郭美美”事

件让人对慈善起了质疑，还有陈光标被评委中国首善。 

 

总体而言，比起公务员，和四大银行的考试要简单很多，主观题 都不怎么难，客观题 还是模棱两可，靠运气。。。

呵呵 

 

听说往年 有 英语的，这次没有。。。 

 

期待结果，，望一切顺利。。。。 

2.7 温州银行 2012 校招笔试范围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31794-1-1.html  

 

刚笔试回来，攒 RP，给下一届的童鞋说一下温行的笔试题型。 

笔试分三大部分：单选 60 个，一题一分，共计 60 分；判断题 10 分，也是一题一分；简单题 30 分，一道 10 分，

一道 20 分。合计 100 分。考试时间是 2h。 

本人到目前为止只参加了 2 次笔试（温行和广发），道行还很浅，总体来看，温州银行和广发银行的笔试风格迥异。

广发的题目大部分是公务员的行测题，而温州银行基本不考行测。现在仔细说一下温行的题目。 

选择题（60）： 

温行的选择题简直包罗万象，开篇就是温州银行的基本知识，如行标、企业目标、银行更名等。然后包括经济管

理各专业的知识，有会计（会计科目、会计分录、借贷关系等）、经济法（合同、有限合伙、违约等）、经济（有

效需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利率计算等）、管理（企业组织结构等）、英语（用英语表达和提问的图表分析问题，

有点像外企的考题）。 

判断题（10）： 

判断题考的比较集中，应该是银行从业资格的内容，说“应该”是本人没考过银行从业，因为题目都是问银行从

业的一些条例（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以感觉应该是。 

简答题（30）： 

第一小题问的是一个优秀的银行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哪些素质（<500 字）。 

第二大题是结合今年温州民间借贷的热点，谈谈对民间借贷的看法，以及商业银行应采取的措施（字数不限）。 

因为题目太多，我只能罗列大概的题目类型，希望对下一届童鞋的笔试提供一个复习方向。 

2.8 鹿城、龙湾、瓯海农村合作银行 

相信现在大家都已经过了几轮考试，就剩笔试跟技能了吧。     因为几个合作银行的笔试卷子都是统一带到杭州

修改的，所以为了协调进度，整个招聘过程是非常久的。  面试部分，只要你表现的镇定自若，没有畏畏缩缩的，

一般都是能得高分的，不过能做到这点的人毕竟不是很多，所以真正能留下来的人，往往在面试中就能给面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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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想在同组中的竞争对手中也能体会到。    

          接着说说笔试，笔试题目其实很简单，对于看书范围广泛的同学们来说是很简单的，公务员行测 6、7

成的难度吧。 法律，金融，常识，英语翻译，还有写篇议论文。   其他的没发提供帮助， 议论文尽量多站银行

的角度去思考， 能结合银行业中的一些不足与弊病来写，然后相对的提出一些对策。 基本上也就属于找问题，

找论据，如何解决，最后立论这一流程。    

          所以现在多看看时政之类的，多看看现在银行业的评论， 多多借鉴吧。别的没什么给大家提供消息了 

 

第三章 温州银行面试经验 

3.1 温州银行笔试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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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8438-1-1.html 

在应届生大家的分享很有用，现在来回馈一下。 

温州银行 11.2 号收到笔试短信，确定笔试时间是 11.9 日下午，然后需要选择笔试地点。而且通知了考试安排，

11.9 笔试，11.11 面试，11.12 会陆陆续续开始通知过了的人体检。 

过了几天通知准考证，打印。笔试题量还可以，有温州银行基本知识(成立时间，行徽等等)，金融知识，各学科

常识题，逻辑题，英文完形填空阅读理解。 

11.10 凌晨 2 点收到了笔试通过短信，还是很高效的。报了管培生，要去杭州面试，就赶快安排过去。面试是流

程是群面和结构化。群面是辩论赛形式，分成两组，开始看了材料小组每个人都需要论述观点，然后讨论，小组

对抗辩论，最后选一个人总结。 

完了以后出去等待，每三个人进去接受四五个考官面试，3 对多。进去轮流做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针对简历提

问。尽量好好准备，突出亮点，要不可能会被面试官冷落。 

 

3.2 杭州 面试职位：综合柜员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840-1-1.html 

 

 

三人一组，六个面试官，自我介绍加一个基本问题加几个随机问题，时间大概是 15 分钟把！ 

 

 

3.3 温州银行总行（杭州）面试超级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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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837-1-1.html 

 

 

上礼拜参加温州银行总行杭州职场的面试通知， 

当时到场的面试者，加上我，一共五六个人， 

每个人面试时间 5-10 分钟的样子， 

3 个面试官，面试问题全是些不痛不痒的问题， 

并没有涉及银行专业问题 

 

3.4 面试温州银行的 柜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836-1-1.html 

 

 

先笔试再面试，面试的时候就问了客户经理接受吗，一不小心就说了也愿意尝试……最后就说我的总成绩就符合

客户经理要求，不能做柜员。 

 

 

3.5 2014.12.13 温州银行温州总行面经（水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5785-1-1.html 

 

 

     小编报得是温州地区的客户经理，不像大神们报的是管培，分享下我的水面经验。 

      2014.12.06 在杭州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参加完笔试后，感觉良好，就是觉得温行组织混乱，考试监管力度很

低。 

      然后一直等待面试通知....突然有一天收到预通知，说 2014.12.11 号笔试筛选完后通知的，此后一直没收到，

以为自己 GG 了。 

      2014.12.12 号 13:00 左右，在外面办事情，突然收到通知说 2014.12.13 早上 10 点要到总行去参加面试，顿

时无奈了，急急忙忙当晚从外地赶到温州。 

      2014.12.13 号早上到了温州总行 11 楼，第一件事就是领号、交手机，顿时被搞醉了，听说这次温行的招聘

工作是外包给中华英才网在做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源部门在做，温行的工作人员只有监督权。大家都是西

装革履的，气氛也不是很欢乐呀！然后是量身高！按 A、B、C 三组等候面试。小编是 C 组的，被安排到 11:10

面试，但是 10:10 左右就已经轮到我去面试了。 

     3 人一组，全是男生，到了 9 楼的小黑屋，结构化面试，小编是学人力资源专业的，对这些面试形式很熟悉，

也一点也不怯场！被要求不能透露自己的姓名，有 2 男 1 女三个考官，一开始按顺序各自 1 分钟自我介绍，然后

旁边那哥们（简称 B）一直被问当初在某银行做业务的事情，我和 A 哥们就傻傻听着....然后问了一个客户经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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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什么具体工作的问题...最后问我们是不是温州当地人，然后就结束了，小编顿时就震惊了，这样短暂的面试

到底能面出什么东西来！！！3 个人合计没超过 10 分钟，估计平均每个人才 3 分钟....小编感觉自己赤裸裸地被歧视

了！ 

     最后告别考官就出来了！我想问大家同是温行总行面试的战友们，难道就我们那么短暂吗？小编经历过 2

次建行的面试，好多次私企的面试，可谓经验丰富，加上自己就是学 HR 的！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说，觉得这次

温行面试水爆了！！！ 

     已经不抱希望了！谢谢大家... 

3.6 2013.12.05 温州银行面试（综合柜员）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5785-1-1.html 

 

 不得不说，温行非常效率，12.01 笔试，12.05 开始面试，完全高效模式，很多心急等 offer 的同学都会非常开心。 

面试官：应聘者=2:3，温行在外面还请了面试官来，一个是本行（以下记为 A）的，一个是外面请来的（以下记

为 B）。B 一直问问题，A 很少问，但会记一些东西，然后大概是观察求职者反应和表达。 

过程：带上身份证签到，领号等候。三人一组被带到面试区继续等候，这时候尽量放松放松自己。（小小建议：带

上简历吧，虽然没有要求，但是准备了又不会被嫌弃，面试过程中很多方面可能没有机会展示，但简历上可以写

出来。） 

      1、B 先宣读规则：每人 8 分钟时间，总共 24 分钟，没听清或者没理解的问题可以问面试官，答题前有时间

思考（实际上，楼主觉得好像没时间给我思考啊，楼主每次面试总是被安排在第一个答题，完全完全完全没任何

时间思考）。 

      2、1 分钟自我介绍。楼主是个一句话能讲完就绝对不会多说一个字的人，人家说了 1 分钟，楼主就早早闭

嘴，旁边两位姑娘都是一大串一大串的，也不知道楼主这样是好是坏（注意：楼主非常没脑子的就是没讲学习能

力，尤其是专业资格证，温行非常注重这个，第三位姑娘一讲资格证，A 就拿笔记下了，那位姑娘后来又讲了学

习成绩，A 再次记下，整个过程 A 就动了两次笔呢）。 

      3、具体问题。B 问一个问题，三个人按顺序一个一个答下来，总共问了 5 个左右，问的问题多少大概是根

据总时间 24 分钟来的，由于有楼主这个讲话非常简洁的奇葩，时间被节省了不少。 

      a:你认为科学家和宇航员哪个更应该受到嘉奖？ 

     （只有楼主是讲宇航员的，另外两位都是讲科学家的，个人感觉第二位姑娘答得非常好，是结合银行工作岗

位来讲，可以参考哦。） 

      b:领导给你布置任务，要求按照 ABCDE 这样的顺序做，但你却认为 EDCBA 这样做更好，而且得到实践证明

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做？ 

     （第三位姑娘的答案和我们不一样，是说按领导类型来的，领导是 XX 类型的，怎么怎么做，领导是 YY 类型

的，又怎么做。） 

      c:你在工作中发生失误，该怎么办？ 

     （面试官仁慈，这次第三个姑娘先答，楼主最后。楼主又一次犯抽，B 说简单答，楼主就说了 8 个字：弥补、

道歉、反思总结，不过身边那位姑娘说了一串，B 总结说，好，第一点，委屈+_+。） 

      d:说说你最喜欢的书和作者。（非常尴尬，三个人都没第一时间答上来，所以学弟学妹们，这些常规问题还

是有必要准备一下的。） 

      e：如果今天面试进了，你会怎么做？ 简单答。   

    （楼主又说了 8 个字==） 

      楼主经历的全过程就这些了，出来听同伴们说的，有问到缺点什么的，非常常规基础性却又不太好答。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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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楼主面试的整个过程，A 和 B 都没有看我的，但是看了第三个姑娘的（从她说自己考了三本证开始，她就

是焦点），但一个同伴，她们那组面试，面试官有看她的简历，你准备了好歹显得你周到细心吧。 

      祝各位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过个开心年！！！ 

      2013.12.08 

3.7 温行简单的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8641-1-1.html 

 

 LZ 德国数学小硕，网申杭州温分管培，直接被调剂到了客户经理 

 

简单介绍下面试过程，原本 13 点 30 时面试开始，需要提前 10 分钟。面试前一天，短信通知需要提前 1 小时到

场，LZ12 点 15 就到了，结果还是 13 点 30 开始。都要坐着睡着了！有木有！ 

 

到场先在会议室签名报道，到手一枚面试号码，贴在胸口，作为面试 ID。目测有应试者近百人，会议室满满当当 

 

13 点 30 分，面试开始。上午 6 位通过一面的管培，被叫了出去，分成两组面。 

然后，LZ 被分到了 E 组，和两位申请柜员的小 MM 一组，各自在面试分组表格上，填写了 ID，和手机号码（不

许写名字！LZ 在德国面试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没经历过盲面阿！很神奇有木有！也就是说面试官根本没有看

过你的简历的！） 

 

总之，三个应试者被带到了小黑屋。。。两个面试官，大家面对面坐在了。。乒乓桌旁？要参加奥运会的咩？很神奇！

有木有！ 

 

首先，轮流个人介绍。之后年轻女性面试官提问：大学时做过成功的事情，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你对服务

的看法。然后针对个人介绍提出点问题。 

作为客户经理申请者，LZ 被另外一位男性面试官提问了，申请客户经理有何优势 blablabla 

期间，女性面试官不停在敲电脑，偶尔做点笔录，男性面试官会在那张面试表格上写点什么。。。 

 

20 分钟，结束 

 

3.8 温行面试面经，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32677-1-1.html 

 

本人是昨天晚上接到的智联招聘的面试短信的，哎，但是接到的时候在学校（上海），所以只能今天一大早起床坐

高铁（出大血了，面个试容易木）去杭州了。 

今天真是我的倒霉日，先是火车学生票出问题退票再买票去杭州，再是面试酱油一党，╮(╯▽╰)╭，还是来说

说大家感兴趣的面试吧。温行的面试是群面的形式进行的，和国有几大行的面试相差无几，无领导小组讨论，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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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管培生 11 人一组，客户经理 8 人一组（差不多是这个人数），个人感觉是有点多，而且面试的房间蛮大的坐

得又很开，讨论起来没啥气氛。我先是去 4 楼报道，然后 11 人一组被领到 3 楼，3 个面试官（全是女的），我们

组里也是 7 女 4 男，面试环节有 4 个，无自我介绍，感情效率还是挺高的。我们抽到的题目是志愿者组队队员的

类型选择，具体来说就是如果你是志愿者你们要组成一个团队你想选择哪种类型的组员：凝聚型、实干型、推进

型、监督者及智多星，排序。讨论跟其他公司群面一样，见仁见智，大家有想法积极发言，╮(╯▽╰)╭，不过

我再次华丽丽的酱油了，自我感觉不好，被忽视了，告诫学弟学妹们要想在群面中脱颖而出的话还真需要练习一

下快速反应能力及语言的组织表达能力，个人是感觉温行这个群面人数有点过多了，不利于发挥，希望我的介绍

对路过的各位有用！加油~  

3.9 龙湾合作银行 二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81024-1-1.html   

 

一面当晚 就 有 二面通知，第二天就二面。 

无领导圆桌小组讨论 

先 40 秒 陈述自己观点，再小组讨论 7 分钟，再选一人做总结。。 

 

保佑 笔试 也顺顺利利 

3.10 面试分享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47847-1-1.html  

 

今天风尘仆仆的从杭州赶来，下午还迷路了，于是乎，迟到了 2 个小时吧，不过还好面试的工作人员也态度好好。

面试的时候没有像网上说的直接问你能不能拉到存款，而是根据你的简历来提问。问了我好多问题，包括家庭情

况，住哪儿之类的，还问了我对银行也发展的看法，以及学校的情况，总体就一般吧，就等通知了，他说大概一

个星期后没有收到通知就是没有通过面试的了，呜呜~~~柜员就有 170 几号人，人真多啊~~~~ 

3.11 两分钟而已 

风尘仆仆吧，昨天晚上从杭州火车过来，火车又晚点，迟到了。 

打个电话和 HR 讲了一下，说没有关系。 

下车前换好套装，到了温州银行，大楼很气派，过去讲了一下，我马上就开始面了。 

结果才面了两分钟而已，有点失望吧，或许是因为我是外地的原因，或许是我迟到的原因，不解。 

两分钟就能看清楚一个人吗？这个是我面过的十几家银行中面试时间最短的。 

面试只是自我介绍，问一下我觉得自己想从事什么岗位，问在温州还投了其他单位没有？ 

还针对简历问了一些。 

马上就出来了，打电话给男朋友，他还不相信我已经面完了。 

或许我已经杯具了。 

如果打定主意不要我了，何必还让我来回跑一趟呢？ 

大家也来说说面试结果怎么样吧，毕竟这个论坛人气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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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了 HR 是不是还有二面，说等通知，不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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