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济南分行篇 

 应届生论坛中信济南分行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375-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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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6-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信济南分行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2 页 共 58 页 

目录 

第一章  中信济南分行简介 ................................................................................................................................................. 4 

1.1 中信济南分行简介 .................................................................................................................................................. 4 

1.2 中信济南分行经营管理 .......................................................................................................................................... 4 

1.3 中信济南分行未来发展 .......................................................................................................................................... 4 

第二章  中信济南分行笔试资料 ......................................................................................................................................... 4 

2.1 2018 中信网测笔经 .................................................................................................................................................. 4 

2.2 2018 中信银行校园招聘笔经 .................................................................................................................................. 5 

2.3 2018 中信网测笔经 .................................................................................................................................................. 6 

2.4 中信银行 2018 校招笔经 ........................................................................................................................................ 7 

2.5 2018 中信银行线上笔试 .......................................................................................................................................... 7 

2.6 中信银行 2018 校园招聘笔试 ................................................................................................................................ 8 

2.7 2015 11 22 中信银行全国笔试 ................................................................................................................................ 8 

2.8 11.22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笔经 ................................................................................................................................. 9 

2.9 中信 20151124 笔试 ................................................................................................................................................ 9 

2.10 2015.11.22.中信笔试 ............................................................................................................................................ 10 

2.11 中信银行 1122 笔经 附资料 .............................................................................................................................. 11 

2.12 2015.11.22 中信笔试 ............................................................................................................................................ 11 

2.13【2015-11-22】中信 2016 校招笔试【综合类】笔经 ....................................................................................... 12 

2.14 中信银行 2016 届秋季校园招聘笔试经验 ........................................................................................................ 15 

2.15 中信银行笔试综合类 12.7 .................................................................................................................................. 15 

2.16 中信银行笔经 ...................................................................................................................................................... 16 

2.17 20141207 中信笔试 .............................................................................................................................................. 17 

2.18 12.7 中信考试------性格测试完全做不完啊 ....................................................................................................... 17 

2.19 2014-12-7 中信银行笔试总结 ............................................................................................................................ 18 

2.20 中信 2014-09-31 笔试归来 ................................................................................................................................. 18 

2.21 2015 中信笔经 ...................................................................................................................................................... 19 

2.22 2014 年 12 月 7 日中信笔试总结 ........................................................................................................................ 19 

2.23 12-7 笔试归来 ...................................................................................................................................................... 20 

2.24 银行笔试题库 ...................................................................................................................................................... 22 

2.25 2013 年笔试信息 .................................................................................................................................................. 22 

2.26 中信银行 笔试 英语阅读三篇 .......................................................................................................................... 23 

2.27 中信 2013.12.07 笔试 .......................................................................................................................................... 24 

2.28 2014 年中信银行笔试感悟 .................................................................................................................................. 25 

2.29 中信银行笔试 ...................................................................................................................................................... 25 

2.30 还原度很高的笔经 近乎题库 ............................................................................................................................ 26 

2.31 2013 统考部分真题及答案 .................................................................................................................................. 31 

2.32 中信银行春季招聘笔试经验 .............................................................................................................................. 36 

2.33 2012 济分春招笔经 .............................................................................................................................................. 37 

第三章  中信济南分行面试资料 ....................................................................................................................................... 37 

3.1 中信济南分行一面 ................................................................................................................................................ 37 

3.2 面试........................................................................................................................................................................ 38 

3.3 2016 中信济南分行三面面经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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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信济南分行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3 页 共 58 页 

3.4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三面面经----临沂分行............................................................................................................ 39 

3.5 20151221 中信济南分行临沂地区终面面经 ........................................................................................................ 39 

3.6 2016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三面经验 ........................................................................................................................ 39 

3.7 济南分行 2016 校招 二面 ................................................................................................................................... 40 

3.8 中信济南分行临沂地区 12.10 面经 ..................................................................................................................... 40 

3.9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 2016 二面归来 ...................................................................................................................... 41 

3.10 2015.12.10 二面 .................................................................................................................................................... 41 

3.11 2015.12.9 济南二面 .............................................................................................................................................. 41 

3.12 中信终面 .............................................................................................................................................................. 42 

3.13 中信济南分行终面 .............................................................................................................................................. 42 

3.14 12 月 16 号济南中信银行终面 ............................................................................................................................ 43 

3.15 中信终面归来 ...................................................................................................................................................... 43 

3.16 中信济南分行终面 .............................................................................................................................................. 44 

3.17 2013 年校招中信面试经验 ................................................................................................................................. 44 

3.18 中信银行济南二面 .............................................................................................................................................. 44 

3.19 5.3 下午面试感想 ................................................................................................................................................ 45 

3.20 中信面试后感 ...................................................................................................................................................... 46 

3.21 济南中信二面个人经验 ...................................................................................................................................... 46 

3.22 二面归来 .............................................................................................................................................................. 46 

3.23 济南分行春季招聘总结 ...................................................................................................................................... 47 

第四章 中信济南分行综合求职经验 ................................................................................................................................. 48 

4.1 那些年，我走过的银行秋招 ................................................................................................................................ 48 

4.2 2016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的求职经历 .................................................................................................................... 50 

4.3 中信笔试+二面+终面 ........................................................................................................................................... 52 

4.4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笔试+面经 ............................................................................................................................. 53 

4.5 中信 2012 春招全流程汇总--网申~体检 ............................................................................................................. 54 

4.6 济南中信经验分享 ................................................................................................................................................ 55 

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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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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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济南分行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4 页 共 58 页 

第一章  中信济南分行简介 

1.1 中信济南分行简介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成立于 1994 年 5 月，位于济南市泺源大街 150 号中信广场，现任行长侯训义，目前下辖

11 家同城营业网点（包括分行营业部和 10 家支行）和淄博、济宁两家异地分行。自成立以来，该行将“满足客户

需求，建设精品银行”作为一贯追求的目标，坚持“以效益为目标，以客户为中心，以产品为导向，以科技为龙头”

的经营理念，形成了“和谐发展，共同成长，精细合规，良性循环”的企业文化，主动走进市场，自觉贴近百姓，

大胆探索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之路；依靠完整的业务运作体系、遍布全球的代理行关系、先进的电子通讯设

备、卓越的银行信誉和高素质的从业人员，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10 余年来，在总行的领导下，

在监管部门的帮助下，在新老客户的支持下，通过全行员工的共同努力，该行各项业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

实力不断增强。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该行合并人民币资产总额已达 301.78 亿元，合并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达

276.35 亿元，合并人民币贷款余额已达 183.86 亿元，实现利润 5.49 亿元。 

1.2 中信济南分行经营管理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一直以促进企业发展、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为已任。严格执行国家的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

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和新变化，不断更新观念、拓宽思路，深入的研究企业的经营运作规律，努力寻求银

行业务与企业需求的有机结合，探索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近年来，该行相继推出了保兑仓业务、汽车金融营销

网络业务、仓单质押授信业务、出口基金打包贷款、出口退税贷款、代理融通业务、出国金融服务、人民币和外

汇理财业务、中信家家乐个人系列贷款等特色产品，深受客户欢迎和好评。 

1.3 中信济南分行未来发展 

    发展与历史同步。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将励精图治，博采众长，广泛吸纳国内外同业先

进经验，继续坚持以效益为中心、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现代科技为手段、以高质量服务为基础的契约化、内涵

型发展模式，力求以更新的观念、更高的品位、更强的功能，真诚的服务于国内外客户，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写下

更加灿烂辉煌的篇章。 

 

第二章  中信济南分行笔试资料 

2.1 2018 中信网测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7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0153-1-1.html 

 

听说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来分享昨天的线上网测第一部分 90mins，65 道专业＋25 道英语，其中单选 15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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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两篇各 5 道 

 

干货！！分享一些记得考点 

1. 加入生产某种物品所需原料价格下降了，则这种商品的供给曲线向右方移动 

2. 总效用曲线达到顶点时：边际效用为 0 

3. 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是将香港本地货币与哪种货币挂钩：美元 

4. 我国的三家政策性银行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5. IPO 的意思：首次公开发行，即公司第一次公墓股票 

6. 下列属于香港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是：恒生指数 

7. 下列关于国债的说法中错误的是：国债利率一般高于相同期限的其他债券 

8. 哪一项不属于开放式基金的特点：全部资金用于长期投资 

9. 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监管机构是：中国证监会 

10. 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的用于购买自用住房和城镇居民修建自用住房的贷款是：个人住房贷款 

11. 下列货币中不属于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事：人民币 

12. 一般情况下基金赎回价格取决于下列哪一天的基金净值：赎回当日 

13. 我国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的索赔失效为：5 年 

14. 中央银行三大职能：发型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 

15.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哪一年：1948 

1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17. 再说到利率变动时，通常一个基点是指：0.01 个百分点 

18. 以下关于外汇储备的说法错误的是：外汇储备通常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 

 

第二部分 文字逻辑 10 题 每题限时的 10min 

 

第三部分 图标统计 10 题左右 每题限时 10min 

好几道题都是会算 但是数字太恶心了 无法心算 都是靠猜了 

 

第四部分 图形推理 10min 

我的弱项 都是凭感觉的 这部分还是要提前多练吧 

 

后面就是各种性格测试 不限时 题不少 

 

这应该算是最后一个银行考试了 祝大家都顺利拿到 offer～～ 

2.2 2018 中信银行校园招聘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9865-1-1.html 

 

第一部分 90min，前 65 道是专业知识，后面 25 道英语题。 

关于专业知识方面，看过以往的笔经，发现以前中信银行的考试范围还是很广的，金融、会计、经济、管理、保

险、法律什么都有。PS:今天基本没有遇到原题，除了一个管理方面的题比较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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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信的考试更侧重于宏微观经济学，当然，其他的知识点也比较很多，大家要好好准备。 

---------------------------------------罗列一些考点-------------------------------------------------- 

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问题； 

生产要素需求曲线斜率问题、边际报酬递减问题； 

完全垄断、垄断竞争的特点； 

经济短期和长期的区分问题等； 

公开市场操作； 

保险公司的投资范围； 

代存股票的机构 

投资股票的风险分类； 

企业财务管理问题，没怎么遇到过；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哪一年； 

汇率也考了两道题吧，比较难。 

------------------------------------------------------------------------------------------------------------- 

英语方面，难度还是很简单的。15 到单选题，考词语的和考语法的各占一半左右； 

PS：单选有考倍数的表达形式，楼主忘记了。。。。 

阅读两篇，每篇 5 道题，难度很简单，找到文中所在位置就可以选出来。 

 

第二部门就是行测了，包括图形推理、看图计算、语言理解等； 

每道题单独算时间，大概 40s-90s 之间，时间一到就自动跳到下一题； 

涉及计算的时间就长一些，涉及语言理解的就短一些。 

感觉图形推理是比较难的，数学有两三道题来不计算。 

 

第三部分是性格测试，和其他千千万万的性格测试一样，楼主只看选项都会选= = 

 

由于电脑的问题，楼主晚了 45min 才登上网站开始答题，紧赶慢赶做完了，但还是迟了 15min 交卷，不知道有没

有很大的影响。。。T T 

而且楼主发现大家都好乖，连眼神飘忽一下或者吃点东西都怕被算作作弊。。。 

网上测评监控原来这么严格么？楼主表示略担忧自己的考场纪律表现。。。大家以后多多注意哈！ 

 

发帖攒攒 RP，真的很希望拿到中信银行的 offer 啊，其他股份制都可以不要，楼主只要中信都可以！  祈祷！ 

2.3 2018 中信网测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9844-1-1.html 

 

本人考的总营，其他的分行应该也一样都是一起考的。用的是北森的在线测评系统。 

 

全部单选  

 

第一部分 90 分钟 90 题先是 65 道专业题，主要是宏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后边貌似还有两道

管理学；没考会计、财管、统计、司法。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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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比较简单，基本都是题干 20 字以内的最基础的考点，如消费函数、预算线移动、边际效益；开放基金、期

货、央行职能、银监会成立时间等。 

 

 

英语 15 道辨词的选择，初高中难度，但比网上流传的中信真题里的英语要难一点。 

最后是两个英语大阅读每个 5 道题，纯送分题。 

 

 

第二部分 文字逻辑题 10 道题 每题单独算时间（50-70 秒不等）一题一过不可回看  

读一段话选主旨、充要逻辑、成语替换等。就是行测和 EPI 里那种文字题，整体难度还可以 

 

第三部分 统计图表题 10+道题 每题单独算时间（50-70 秒不等）一题一过不可回看  

大部分是关于销售额、销售量、同比环比、季度 这些要素的表格、柱状图，这部分是最恶心的，今本都会算但是

时间太短了；有的题可以直接看选项反推，有 2、3 道选项太接近了估不出来，在不让用草纸计算器的情况下实

在有些变态了。 

 

第四部分 图形推理题 10+道题 每题单独算时间（50-70 秒不等）一题一过不可回看  

像是 EPI 的题，有几道还是很难的，看得我直骂这 TM 是什么鬼！ 

 

 

第五、六、七部分，性格测试那些吧，没研究过随便选的，不计时 

 

 

2.4 中信银行 2018 校招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9814-1-1.html 

 

之前收到笔试通知，自行在电脑上完成两个半小时测试，和站里一伙伴一样忘记了手持身份证拍照，还有在图书

馆内进行作答，周边难免有同学走动，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随缘～ 

    笔试内容，第一部分是金融经济管理和英语两部分，共 90 题，90 分钟，可提前交卷，其中英语部分只有 25

题（没记错的话～），65 题是金融，货币，基金等相关知识，难度从一个转行的人角度来看，除了前面特别专业

部分，大部分应该是证券，基金，银行从业的难度。 

    第二部分包括图形推理 10 题，资料分析 15？题，部分题目是每题单独限制 60s，70s 等，建议不要慌，因为

貌似到 30s 就开始闪动倒计时。 

    第三部分就是简单的性格测试盒情景选项等，加起来有 200 多题吧，基本盒其他银行类似，所以同学们不要

怕怕～ 

     OK，校招进入后半段了，希望大家继续加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god bless us～ 

2.5 2018 中信银行线上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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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9798-1-1.html 

 

第一部分：综合知识+英语 

第二部分：行测语言题 9 道？ 

第三部分：资料分析 12 道？ 

第四部分：图形逻辑 12 道？ 

最后三大部分都是心理测试，基本上所有用北森的题库都是这些心理测试 

就是对行测部分感觉特别奇怪，题量分配有些没搞懂，还是我有些题没做？ 

行测部分每一道题都是分开计时的，时间不等。第一部分一共 90 分钟。资料分析把我做懵了，刚在脑子里把式

子列出来就开始倒计时了，一激动又把式子给弄懵了，再重新开始已经来不及了，难过 

2.6 中信银行 2018 校园招聘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9785-1-1.html 

第一部分是综合和英语，综合包含管理类、银行类、货币、经济学等，英语是单选加阅读。 

第二大部分是行测，每题限制时间，开始不适应，特别是文字分析题比较紧；这部分让人惊讶的地方，发的邮件

要求是不让用计算器草稿纸的情况下竟然除了数学计算题，只能大概算，有一题实在忍不了了在拍不到的地方按

了下计算器，眼镜看了其他地方，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后来人得练练心算。 

第三大部分是性格测试了，按自己的心来就好了~ 

2.7 2015 11 22 中信银行全国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2347-1-1.html  

 

北京大雪纷飞，过了几天才写笔经，希望能对来年考试的学弟学妹有所帮助吧～ 

今年的中信银行考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专业知识，100 题，时间充裕；第二部分为行测类，我当时状态不好，

感觉时间紧张，安排好时间还是可以做完。 

列举一些专业的题目吧，很繁杂，涉及的经济管理领域众多内容： 

关于存款者挤兑的理论；描述了贴现国债的特点，让选择这是什么国债；费雪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划分为两个部

分，这两个部分是（百度结果：目标独立性和手段独立性）；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选出直接融资工具；按

照市场交易方式划分黄金市场；信用工具的五大要素；Rf＋预期通胀率＋风险溢价＝？；幼稚产业保护；大样本

有量化准则；汇率的四种类型；税款征收的基本制度不包括；逆差&疲软、顺差&通胀、这种政策为难称为什么；

滚动计划法；次序统计量；通货紧缩含义；属于流动资产的为；IS 曲线；描述统计里面的左偏右偏；决策树方法

主要用于；选择不属于中证指数的是 

 

后面行测和英语不讲了，普通的行测和英语～ 

 

感觉自己达的很不好，但是还是怀着一丝侥幸希望能够通过～大家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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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1.22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1452-1-1.html  

 

11.22 在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考的，每次银行笔试都下雨，是为了烘托出一种悲凉的气氛么 

第一部分：100 道题（70 专业知识+30 英语）90 分钟，时间非常充裕，因为不会就是不会 还剩 15 分钟

的时候就看很多人去上厕所了。。。 

中信专业知识考的面非常广，下一届孩子们请重点复习金融、宏微经（IS-LM 考了两道题），还涉及到统计（5 题

以内：spss 齐性分析，大数法则，偏态分布，中位数众数标准差），计算机（3 题以内），会计（8 题以内，很基

本，会从难度：流动资产，基本等式的应用），管理学，国际贸易等等 

  英语题不多也不难，单选大概有一半涉及语法 表示都快忘干净了 

第二部分：行测，60 分钟 70 题，言语理解 20 数字运算 10 逻辑 15 思维策略 10 资料分析 15，时间非常紧，

一定要选择性放弃。言语理解题很多，很多病句和排序题，拿不准的快速跳过。资料分析比其他银行的简单，一

共三道大题，两道都是偏言语的，只有一道需要大量计算。 

第三部分：性格测试，和其他银行差不多 别太离谱就行 

 

最后，跪求神坛让我过了吧  

 

2.9 中信 20151124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1606-1-1.html  

 

中信这次笔试考场纪律挺好的，楼主在首经贸考的，我考的那个楼 6 个考场，貌似还有一个楼有考试，总共

500 人以上的样子。 

 

笔试内容 3 部分 

 

第一部分专业+英语，难度真的不大，但是真的好广，很多听过没讲过的概念，感觉就在脑子里但是想不出到底

是个啥，还有一堆统计，早就忘光光了 

主要回忆 

商业银行分业混业经营，考了两个 

会计中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变化关系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金鱼缸效应、帕金森定律等等一堆定理 

GDP 

偏态分布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1452-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1606-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信济南分行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0 页 共 58 页 

有个关税的优惠税率概念，表示虽然刚考了税法，还是不会 

还有个人行还是银监会的作用来着 

不行了，想不起来了，总之我的感觉是不是复习能复习的到的东西，临阵磨枪作用不大，全看平时积累 

 

第二部分是行测，这部分真是答得想哭，65 分钟 70 个题 

难度平时我只做过银行考试一本通，比一本通的题我觉得难很多，可能也是时间过于紧的原因 

我是前面语言提还仔细在做，做到数学题发现来不及了开始连蒙带做，做到逻辑发现更来不及了开始看题看选项

蒙，也有直接蒙 c 的，然后剩了不到 10 分钟 3 个材料，把一眼看得出的选了，也蒙了几个。 

前面数学、逻辑比较难，主要是麻烦，没时间想，材料挺简单的，但是做的太紧张也没怎么仔细看，正确率应该

也不高，顾此失彼了，策略性失误。 

 

第三部分是性格测试，没啥可说的 

 

专业考完时候还挺淡定的，因为这就是个概率问题，谁都难以面面俱到，总有几个不会的没听说过的，大家应该

差不多，楼主答得不功不过 

行测考完就感觉要跪了，已经来不及详细统计，只是觉得一直在疯狂的蒙，得蒙了将近一半得题。。。 

就看最后重专业还是重行测了，发个帖子赞赞 rp，希望大家都过过过！ 

2.10 2015.11.22.中信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1072-1-1.html  

 

昨天参加完的笔试。只想说...让我进面试好不好  

第一部分就是综合知识测试，我们的经济，金融，会计，印象中好像没有计算机的题，不确定... 

总共一个半小时，好像是 100 道题，这部分是单独计算时间的，早做完也不可以交卷。。。 

考的不难，但总感觉偏，只记得几道题，抱歉。我看的书是某公的一本通，但是好多知识点没有看到过，不是书

的问题，是考的比较细。一道是阳光私募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先支付利息，到期付本息的国债是哪种国债。还有

市场挤兑可以用什么原理来解释。答案里只记得囚徒困境原理，因为我不会...还有就是考察 IS-LM 曲线。利润最

大化。下列属于流动资产的是？（无形资产，应收账款） 

第一部分包括英语 15 个单选，之后好像是 15 个阅读，一篇两到三个问题的样子，都是短阅读，不难。 

第二部分是行测，65 分钟 70 道题，言语理解就 20 道，资料分析三篇 15 道，偏简单，逻辑推理个人感觉偏难。

大家要提高做题速度。这部分我只能自求多福了。 

第三部分就是各个行都有的性格测试了... 

希望学弟学妹们顺利通过考试，我攒攒人品，参加了三场，已然打击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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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中信银行 1122 笔经 附资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0844-1-1.html  

 

话说露珠第一次参加银行笔试，之前断断续续的准备了一些，昨天去考发现没有想象中难，下面话不

多说开始切入正题。。。 

 

 

笔试一共有三部分，最后一部分性格测试忽略，来讲讲一二部分 

 

一部分主要是综合知识，包括金融的 会计的 货币银行 商务决策分析 宏观微观经济 等等与金融有关的 最后一

部分是英语 

一般来说大部分考的这些点学会计或金融的平时都接触过 不算难 只是在于你忘记了没有，考试前三天如果时间

充裕建议翻翻以前的教材或者去网上看看题大概复习一下。 

后面那部分英语真的算是特别简单，阅读题大概就是一百来字左右，选择题大概十五个，考得特别基础。  

 

第二部分 关于行测的 露珠没有考过公务员 在做第二部分上时间感觉完全不够用，特别是里面包括很多推理计算

题 都是第一次做。。。 

然后还有改病句，排列句子，找大意，最后给你两个图表让你看图回答问题的也算考的比较基础。。。 

因此建议考前有时间的话可以多看看逻辑计算之类的推断题 保证这部分不要失分太多 TAT  

 

That's all 最后链接一些露珠网上下载的资料 不知有没有用 

 

银行校园招聘试卷中较易出现的银行学内容以及货币银行学电子课件.zip 

1.28 MB, 下载次数: 52 

 

Desktop.zip 

1.17 MB, 下载次数: 35 

 

2.12 2015.11.22 中信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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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0797-1-1.html  

 

昨天参加了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的笔试，在网申的时候就感觉竞争压力超级大，要求英语六级，lz 作为一个本科生，

幸好在大学考了个六级。能过网申，参加笔记还是挺幸运的。杭州分行的 HR 姐姐打电话向我确认笔试通知，心

里那个激动哦。言归正传，昨天的笔试，综合部分一共 100 道题，90 分钟，时间比较充裕，专业部分考的比较细，

包括的也很多，有转贴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财务管理的，统计的，管理学的，都有。lz 是学金融的，对于

金融方面的感觉答得还好，其他的部分一般，凭感觉。英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没有前天建行那么难，做起来挺

顺手的。下一部分，行测，行测时间不够的，数学运算那边时间来不及，后来就猜了。性格测试和四大行的差不

对 20 分钟。lz 对中信 爱的深沉，来此发帖攒一下人品，希望可以顺利的进面试，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满

意的 offer  。  

 

2.13【2015-11-22】中信 2016 校招笔试【综合类】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0729-1-1.html  

 

中信的考试组还是不错的，LZ 收到 5 条短信加 5 封邮件，提醒按时参加考试。  

帝都今天降下大雪，LZ 中午 12 点还在三元桥面试， 面试完直接奔地铁到北京林

业大学学研中心参加笔试，又饿又渴，然后开始 3 个小时的考试 

PART 1 【知识测验】 

70 道题，考得比较广吧，个人感觉考试知识点涉及《宏观经济学》、《微经经济学》、《货

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统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总之是各种大杂烩。不过都

是单选，只是再认，不会就蒙一个吧。LZ 回忆了部分试题，仅供参考 

1.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任务不包括哪一项？（人行不进行存款业务） 

2.逆向选择和道德风波会导致挤兑行为，银行因此具有内在脆弱性。请问关于存款挤兑

行为的理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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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利额政策？确定的现金股利分配额作为利润分配的重要目标 

4.再贴现的定义 

5.马歇尔和艾奇沃斯提出的**曲线。供求曲线？提供曲线？OR 供给曲线？ 

6.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和监管模式。混合的还是分业的？ 

7.产业初期进行保护，称之什么理论？ 

8.决策树主要应用于？决策确定性风险/模糊性风险/博弈性风险？ 

9.区分事实汇率制度的统计方法不包括下面哪一项？ 

10.所有权的排他性原则 

11.民事义务中，赡养父母属于？ 

12.费雪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划分成哪两个部分？ 

13.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是哪个。GDP?GNI?FPA?GNP? 

14.滚动计划法的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15.下面属于营销机构的是？ 

16.罗奈勒努阿，分析与市场失灵相联的市场局限性不包括？ 

17.领导权力的结构要素不包括？ 

18.超过关税配额的部分称为？ 

19.正偏态的定义？ 

。。。。。。还有好多，没有记下来，总之，考得挺细的，如果本科经管专业学得扎实的话，

应该不是问题。  

研三老学长老学姐多年不看书，估计考不过本科生吧。-0-老学长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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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英语测试】 

英语共计 30 题，15 个单项选择题，15 个阅读理解，阅读理解共 5 个小的模块。单项选

择题的考点涉及介词、名词辨析、非谓语动词、常用短语，比较简单。阅读理解也很简

单，感觉和 CET-4 难度差不多吧，有 2 个可能只是大学英语三级的难度（专科生考的）

相当。一般英语过了四级或六级，这个部分不是问题。 

 

 

PART 3【能力测试】 

这部分共 70 题，涉及言语理解、逻辑推理、思维策略、资料分析、数字运算共 5 个模块。

感觉难度小于国考，高于省考。这部分时间比较紧张，特别是数字运算的部分，大概有

三分之一 LZ 是猜的 因为确实没有太多时间去想思路。剩下的部分还是比较有把把

握的。言语推理大概有 4 题是关于语病的，各种感觉没什么问题或都每句都有问题

同时，言语理解还有 4 道左右是句子排序题以及 3 道选词填空。 

资料分析其实挺简单的，比行测的资料分析容易多了，有一题是利用了现在大数据背景

下关于国人对手机使用的调查，图表很新颖，类似于我们在手机 APP 上看到的那种图。 

个人意见：逻辑推理和数字运算不会的题目不用太纠结，这一部分要保证一半以上能答

对就可以了，其它就看运气吧，毕竟这部分是区分度最明显的，我们又不是要考第一，

能过笔试就行。 

 

 

PART 4【性格测验】 

LZ 是心理学硕士，并且还是心理测量方向的，所以对这部分吐槽一下。这个量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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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的我就不多说了，吐糟以下几点：（1）9 点计分，尺度过大了，个人觉得 4 点计分

就差不多了，量尺过大增加了不等距的偏差性；（2）还是自陈问卷的老问题吧，社会赞

许性太高！有些问题你一眼就知道不会选最差的那种方式啊。 

 

 

考完 3 个小时已经饿扁了，然后还在大雪中缓慢地走着赶公交。总的来说，中信的试题

还是挺新颖的，难度适中，除了性格测试不太科学之外，其它的试题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区分度，能够甄别出具有优秀银行基本素质的人才。 

       祝大家取得好成绩，顺利进入面试环节。 

 

 

                                                麦兜 11 月 23 凌晨于 CNU 本部 

2.14 中信银行 2016 届秋季校园招聘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0592-1-1.html  

 

 废话不多说，今年笔试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综合知识，1 个半小时 100 道题，70 道综合题，30 道英语，英

语里应该是 10 道单选，20 道阅读吧，记不太清了。综合题包括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管理学统计学，主要是经济

学和金融学的东西，大多是基础的东西，不过也有没见过的知识点，也很正常了。英语很简单。总的来说这部分

时间也非常充裕。第二部分行测，65 分钟 70 道题，时间很紧，做不完很正常。中信今年行测部分数学计算和思

维策略感觉比较难，比中行和农行的都难，典型类型题和方程题不多，好多基本的数字问题，比如考数字特征相

关的。行测其他部分就没啥说的了。另外中信不考计算机，常识，时政以及银行相关的题目。最后一部分是性格

测试，和今年农行和招行的性格测试完全一样，12 页的那个题。     全都是干货，考完回家第一时间就发了。攒

攒人品，求中信银行收了我吧！ 

2.15 中信银行笔试综合类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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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986-1-1.html  

 

中信银行笔试 2 小时专业题，1 小时少量行测+超大量性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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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准考证上写的是总行综合类，不知道和其他人写的综合类的考题是否相同。 

专业题时间很充裕，考场上感觉大家都是提前 40 分钟左右就开始骚动了。 

性格测试题暴多，还被监考官催着提交说什么到点就系统关闭了，害的 LZ 性格测试很多题没读题直接选的，提交后发现根本

不会自动关闭。。  

专业题，都是单选，金融、经济类题目 70 道（有商业银行，投资学，经济学，国际经济），管理 20 道（有会计有管理也有法

律），还有英语单选和阅读。 

中信人才测试，很少的行测题大约 30 道，数字推理图形推理，300+的性格测试，让 lz 开始怀疑人生。  

lz 真心希望性格测试对录取没有影响啊。。so~~发个帖攒人品~ 

2.16 中信银行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0637-1-1.html 

 

中信考的出乎意料外的简单，没有银行简介时事政治。第一部分：60 题的经济、金融题目，20 题的财务、会

计，20 题的管理，20 题英语，经济、金融里面还包含了统计学、管理学、财政学、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公司

法的题目，主要是金融方面的。没有特别难的，大部分都是基础性的知识。大约 70 分钟完成，闲着无聊，大体抄

了下题目，那些常识性的没抄。英语和金融没关系，挺简单的，不过还是不会 T^T（这点不如建行，建行三篇文

章，一篇说 OPEC 石油、众筹、新兴市场，简单看下就能猜个大概，知道说的是啥，和白送一样）。 

金融：特别提款权（IMF 相关），利率（实际、名义，市场利率，银行收益与利率的关系，利率对债券影响，

利率对市场影响，反正各种利率考了一大堆），期权（看涨看跌，到期买方卖方权利）、期货、远期合约，准货币，

6C 原则，汇率机制、汇率怎么看，离岸业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什么时候用紧缩什么时候用扩张，央行三大法

宝以及三大法宝对市场的影响、央行职能，央行的货币供给，股东会，金本位、牙买加体系、布雷顿森立体系等

等。 

经济、：IS-LM 模型，弹性，MRS，替代商品，货币职能。 

财政学：税收，转移支付，财政政策。 

发展经济学：哈罗德-多马模型。 

公司法：无名合同，合同的成立，设立公司。 

统计学：Z 分布，标准差，无偏标准差（都忘记是啥了，说概率论也算是）。 

市场营销：定价策略，需求类型，市场细分，定价策略。 

财务、会计：最重要的两个会计恒等式，会计分录，折旧（年限平均法）权责发生制，银行的资产和负债（注

意和普通公司是反着的），财务杠杆，金融资产的划分（持有至到期、交易性、可供出售），成本计算方法，年金

现值和终值公式，NPV，拨备利润。 

管理：马斯洛层次划分（怎么哪都能看到），激励，分权方式，权变，Z\Y 理论，控制，还有个管理学 6 个步

骤。管理学学得不好，没写几个，不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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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20141207 中信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9202-1-1.html 

 

今天累死了，上午中信，下午还要笔建行  

     这次中信的笔试槽点太多了！！分两份卷子，2 小时+1 小时。前 2 小时全是专业题！我看了去年的笔经貌似超级难所以我

刷刷的做怕来不及。。。结果做啊做啊怎么都做不到行测。。。 

    60 金融经济+20 财务会计+20 管理+20 英语。结果 1 个小时不到就做完了还检查了一遍。。。反正管理提什么都不知道。

英语很简单。 

    我稍微记了点题，求名义收益率，6C 原则，哈罗德经济增长率怎么算，05 年汇率改革，准货币，那个不属于金融机构，

哪种税可直接计入管理费用，（印花，增值，个税，营业）边际技术替代率，弹性，韦伯的科层制属于（传统型权利，魅力型，

法理型）法约尔认为管理是预测，计划，（），指挥，调节。。。,转移性支付，特别提款权，股东出资不可以以什么（知识产权，

特许经营权，土地使用权，）16 岁 XX 经营一家店，问他属于（无民事，限制性民事未成年，完全民事），作业成本法，

[size=12.8000001907349px] 管 理 [size=12.8000001907349px] 的 [size=12.8000001907349px] 对 象 包 括

[size=12.8000001907349px] ：人、财、物、时 间、（信息）银行计税 依据 ，管理者直接管理 的成 员人数是

（[size=12.7272720336914px]管理幅度），权变理论，Z,Y 理论，特质理论，借款合同，关于银行贷款等等等等。。。。反正后

来一查错了好多 。 

    大家都基本 1 个小时做完，第二个小时大家轮番上厕所 ，等啊等，终于等到可以交卷了，监考还要重启，然后我

们根据桌面的一个指示连上外网做中信的网上测评。。我巨汗。我本来以为就是性格测试。。。没想到 7 项内容！前 3 项有点行

测性质，第一项 10 分钟图形规律，第二项 10 分钟还是 15 分钟，1 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这种乱七八糟的题目，比如

AS-86-UR-UY-??-??问你第一个？？是什么，还有 AA=2，BC=6，BBC=9，ABBC=？lz 表示这项做的很烂。 

    第三项是感觉是测智商的。。。，1-100 间能被 5 整除的数字之和？一个披萨切 5 刀最多能分几块？还有些图形的计算也是

10 分钟 

  然后 3 项都是心理测试我跪了，感觉我以前做过，忘记是哪家的网测了。。。。300 多题。。前面三项做完已经 35 分钟过去了。

反正 1 个小时根本做不完。而且心理测试这几项写的都是时间不限。。。。监考根本不管催着交卷了。。。最后一项貌似有 7 题但

没时间做了。。。 

   我实在是无力吐槽这流程了，前面闲闲的 1 小时等待时间用来做后面的部分多好我还可以早点做完赶场子去 ，没

见过这么二的笔试 

 

2.18 12.7 中信考试------性格测试完全做不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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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46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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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都是泪啊！中信考试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坐在那傻等了一个小时，然后开始第二部分。

由于，我们那个机房有同学电脑死机，耽误了好多分钟，开始做第二部分的时候已经超过 11：:10 啦！！！50 分钟能要做这么

多道题目吗？而且我们那个考场的老师还耽误了时间，啊啊啊，图形推理和计算题不到一分钟就要做一题啊，就这个速度也

没有能把性格测试做完。我们坐在的考点有很多人都没有做完性格测试，哎，这到底是全国都这样安排的考试顺序，还是说

只有上海商学院高等技术学院这一个考点是这样啊？求知情人士解答！！我最喜欢的银行呀，你不能就这样抛弃我呀。。。。啊

啊啊啊。。。。欢迎大家回复交流！ 

 

2.19 2014-12-7 中信银行笔试总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9131-1-1.html 

 

1、发现还没人写笔试经验贴，我顺手写一点儿吧。题目回忆不了。 

2、2 个小时 120 题专业知识和英语，基本上 1 个小时戳完不让提前交，然后发呆睡觉练字画画思考人生。监考的还不让去上

厕所：“上厕所的都有作弊嫌疑”  

 

3、经济金融 60，管理 20，会计 10，英语 30，大约这么个分布。应该是没有 2013 年的难度大。 

4、英语有 20 单选 10 阅读，so easy 

5、数学、逻辑、图形是单独的，在 2 小时结束之后，登陆网页在线做。每部分分别限时 10 分钟 10 题。时间略紧。性格测

试也在网页上。 

6、甲乙丙丁四个人渡河，甲乙不能单独相处，丙丁不能单独相处。必须两个人坐船过去再有一个人划船回来。问选项中哪一

个安排方案是可行的。 

7、五个人比赛，每两人赛一场，获胜 2 分，失败 0 分，没有平局。甲乙并列第一，丙丁并列倒数第一，问第三名多少分。 

 

2.20 中信 2014-09-31 笔试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8872-1-1.html 

 

lz 今日去中信笔试啦 

要求 8 点到，实际开考实际是 8 点 30.但是仍然有同学迟到了，只想说这样真的好吗 

先是性格测试都很正常 

逻辑和数学题特别难，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笨啦。几乎不会做，尽是瞎蒙的。 

资料分析特别简单，根本用不了它给的时间。 

综合知识里面，有单选、多选，英语 

这一部分真的考得特别的专业，特别全，经济 国贸  会计  法律 人资  什么都考到了  

会计是注会的难度，lz 虽然是学会计的，但是真心不会】 

秉承一贯作风，既然不会就绝不纠结。提前一个小时交卷，去了趟朝内 81 号。哈啊哈哈 

同志们，中信的题真的很难，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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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个大大的题库，考完走的时候瞟了一眼其他人的电脑。妈呀，逻辑题、计算题和我的完全不一样。亲人哪，能不能过

绝对有运气的 成分。 

孩子们，加油啦  

盼望接到面试通知 

 

 

2.21 2015 中信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9162-1-1.html 

 

上午一大早，跑到丰台首经贸考试，考试时间九点到十二点~~因为昨天晚上还发烧，考试过程中晕乎乎的…… 

考试内容：60 道金融经济题，20 道财务会计题，20 道管理学题目，10 道英文选词填空，10 道英文阅读理解~~专业题目基

本靠蒙，应该是自己太渣，英语不难……120 题 120 分钟，时间很充裕，自己做完还剩 20 多分钟，因为不会的太多，所以不

敢检查，怕越改越错……做的快的能提前半个小时，旁边一哥们刚考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开始趴桌上睡觉了。。。。。 这

个是因为只有到了两个小时才能统一交卷。。。感觉很不科学。。。 

第二部分还要再另登陆中信的网址什么的进行考试，基本是行测的各种推理题目，难度适中吧，也有个别不会的；还有就是

情景模拟和性格测试，电脑显示总共要一个半小时，但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中间电脑还死机一次，重新连接网络…………这

一部分没有答完，倒数第二部分才答了二十多道题，还剩好多，旁边同学答了七十多道，最后一部分没打开，不知道是啥…………

这部分影响大吗？这样是不是直接就挂掉了。。。 关键是之前睡觉那哥们很快很快很早很早就交卷了，这是神马情

况。。。。 

考试就是这样了，因为之前也没复习，不会的太多，所以也不知道题目难度属于什么情况。其他的银行要么没通知要么挂掉

了。。。虽然没答完，而且差好多，但还是隐隐期待能给个面试的机会……… 

 

2.22 2014 年 12 月 7 日中信笔试总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2807-1-1.html 

 

1、把我的笔试经验分享给学弟学妹，积累点 rp。 

2、机考 2 个小时 120 题专业知识（ 60 金融经济+20 财务会计+20 管理+20 英语）（全部单选），在中公上买 2 本银行考试

专用书认真看一看就 OK 啦！居然考了好多原题。。。貌似对财经类院校毕业的学生有利！ 

例如：1.IS-LM 曲线上方区域代表什么？答案：I<s L<M 

          2.宏观经济学弹性，vs 弹性系数一定要区别开。那一题应该选择 2/5 

          3.宏观经济学：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运用。 

          4.技术进步，引起供给增加；一定要区别供给和供给量。 

          5.利率下降，引起国债和企业债券价格的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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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管理学：法约尔的五个管理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7.管理的对象人、财、物、时间和（信息）； 

          8.新员工入职，都有老师傅在现场教她们怎么操作这属于（现场控制）； 

          9.管理的下属的人的数目成为（管理幅度）； 

        

3、英语有 20 单选 10 阅读，so easy 

4、数学、逻辑、图形共计 30 道是单独的，在 2 小时结束之后，登陆网页在线做 1 小时。每部分都有时间限制，时间略紧。

性格测试也在网页上。题量太多，所以必须抓紧时间！ 

 

2.23 12-7 笔试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4873-1-1.html  

 

 

一 

投报的是家里的中信分行，只有一个柜员岗，虽然是信管专业，但由于学的也不是多么精深，反而觉得笔试的话

相应综合类科目也挺不错（岂止是挺不错，分明是更擅长经管类的科目，看见计算机类的题目就头疼啊，真的不

知道当初三级怎么考出的==|||，很多银行都只招综合柜员岗，这点也没什么奇怪）。笔试地点选的是学校所在地

上海。 

12-5 接到的笔试通知，查看准考证，意外地发现，考试科目是“IT 类”！！！ 

我心里千万头羊驼狂奔而过--明明报的是综合类啊啊啊！！！难道当时阿尔茨海默病发我记错了！！！ 

登陆官网用事实说话。投递记录只有一个--“柜员”。我长吁一口气，看来病情没有恶化。 

可是为什么就把我分到"IT 类"了？！ 

看论坛好像挺多小伙伴都有同样的问题，一种说法是，有同学打电话给 HR，HR 解释说是总行统一安排的他们也

不清楚；还有说，是按照本科专业划分的。 

尼玛，太不人性化了，霸权主义啊啊啊==。 

 

二 

攻略什么的是一定不能错过的，论坛上大家果然都相亲相爱，携手互助开创美好未来~收！ 

按照往常的，以及去过其他银行笔试的同学的经验来看，无外乎--综合类（基础的经管类题目、时事政治、企业

文化），英语阅读，行政类和性格测试，就算今年工行比较变态让写了作文（调研啊、邮件啊），也超不出这几部

分。 

我当时没想到什么 IT 类，还是综合类，难道会分科目有不同的试题。况且同学说，不管今后应聘的是什么岗，开

始的笔试内容是一样的，专业知识会在面试的时候考察。 

嘛，时间也有点紧迫，就精抓不泛取了。 

 

三 

今天早上 6 点 45 起床，因为考点在电视大学阜新路校区，度娘说距我们学校 1 个小时车程，准考证还没打印，

总之，早起总比睡过了强。 

7 点 15 出门吃早饭，顺便去二食旁边路过的复印店打印。 

啊咧，为什么还没开门，果然，身处学校这种地理位置优越的环境，没有竞争意识嘛，都几点了竟然还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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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学校门口还有五六七八家，总不会都不开门。 

淡定地吃好早饭，校门口一片寂寥，上海这几天 PM2.5 空气质量极差，整座城市淹没在雾霾之中，压抑的氛围，

让人不自觉想要屏住呼吸。 

诶，我左看右看，真的没有打印店营业啊！！！ 

霉运难道从昨天晚上，嫌太冷了，懒了一下没出去打印开始，就种下了恶因嘛！ 

没关系，还好我出来得早，路线我可是用度娘提前搞定了，加上我走路胜跑步的步调，一定能提前很多抵达目的

地的，学校附近找一下嘛。人啊，还是要会变通。 

可是，我那么相信的度娘，让我往宜山路方向，我绝不会走向中山公园方向，号称最强大的搜索引擎，口口声声

对我说简单可依赖的度娘，竟然骗我！ 

而且，都到大木桥路了我才发现，距离 7 点 55 上地铁，已经过了 20 分钟，距离我要到的海伦路站又远了六站！！！ 

我真的很挣扎啊--还来得及吗？况且还没打印准考证。不，一定来不及了，坐回学校去西南五校联合招聘会上投

简历吧。 

 

四 

到学校已经八点半了，我打电话给小兰子，问他们出发了没有，我现在回去找他们。小兰子很吃惊地问怎么没去

考试。 

我说了事情经过，她无奈地说好吧。刚挂电话，小兰子又打回来，说你打的过去啊，能迟到 20 分钟，肯定来的

及。 

我有点犹豫，打的很贵啊。小兰子大概在那边帮我百度，说 49 块钱，你还是不要浪费这次机会啊，有时候笔试

不刷人，去试一下吧。 

在一系列鼓励之下，我先去可的取了钱，又去打印了准考证，当我拿出一毛钱给老板时，老板说一块钱，你上网

了嘛==。好吧，好吧！！！ 

出来就拦到一辆的，开车的大叔人很好，知道我赶考试，拍胸脯保证说一定能开考前到。那时候 8 点 36。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打表器蹭蹭蹭地往上涨，大叔说，还好是今天，工作日可没这么顺利一路绿灯。几乎没有减速

地前行，灰蒙蒙的像是疾驶后留下的一片尘土飞扬。 

开考前 10 分钟就到了，50 大洋就这么。。。 

 

五 

考场倒是非常好找，解决完内急就赶忙进去。也许今天是要将霉运进行到底，这场考试的监考官真是能叨逼叨，

直到开考十分钟都还在说话，有同学发出厌烦的声音，他也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这么能坚持走自己的路也

真是难得。 

好了，正题来了--考试内容，两类专业课考试（IT 类/综合类，2 个小时）+行测（性格测试/逻辑题，50 分钟）。 

专业课考试真的全都是计算机的题目，数据结构的知识占了很大比例，另外还有一些网络和原理部分。但是我全

忘了啊，也没准备啊。说好的企业文化呢，说好的经管类题目呢。这么一堆二叉树，排序方法，网络协议，我全

都不记得了啊。这么说来，我大概只能得最后的 20 分英语阅读理解的分数了啊。 

行测部分倒是很常规，可是霉运没有终止啊，本以为是自己点开始才开始计时，事实也是这样没有错，所以我放

心大胆地去上了个厕所，放松放松嘛。回来之后，悠闲地开始了最后的挣扎啊。直到最后一部分之前我都是淡定

的，可是，在 11 点 55 分时，监考小哥突然说只剩 5 分钟了，抓紧时间。 

喂，别闹好么，什么只剩 5 分钟，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还有 15 分钟好嘛。 

什么？？？12 点统一断网？？？开什么玩笑，我艹，你怎么不早说。 

尼玛，还剩 5 分钟我还有两部分啊，15 分钟的题量啊。 

于是，我果敢而又冷静地处理了这突如其来的危机--全部选 C！！！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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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一个上午，都特别恍惚。 

不知道做了什么，该做什么。在 10 号线四平路地铁站让了好几圈，才找到正确方向的入口。 

就像现在的我的人生。 

弯路，挫折，坎坷，迷茫。 

但请不要放弃治疗，经过这些才有丰富的回忆，才有称得上经验的经历。 

 

2.24 银行笔试题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4252-1-1.html  

 

虽然自己不怎么找银行相关的工作，但是暑期实习以及找工作期间找了很多相关的笔试题，偶然翻到，就贡献给

大家了~~ 

 

附件在这里~ 

 

银行笔试题库 2.zip 

401.1 KB, 下载次数: 411, 下载积分: 应届生币 -2 枚 

 

银行笔试题库 1.zip 

275.7 KB, 下载次数: 359, 下载积分: 应届生币 -2 枚 

 

2.25 2013 年笔试信息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0484-1-1.html  

 

收到笔试通知后一直关注论坛，帮大家把现在的信息统合一下： 

 

1.本次考试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7 日 （周六），9：00-12：00。 

考试城市一般为考生所在国内高校就近的省会或其他大型城市，详细地点见准考证，不接受场地调换。 

考试开始前 45 分钟，考生凭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派出所开具的有效身份证

明）以及学生证进入规定考场参加考试；迟到 20 分钟将不得参加考试。 

详细考场信息及注意事项见准考证。 

 

2.两部分，专业知识 120 分钟，中信人才测试 60 分钟，内容不详（不负责任猜测人才测试为行测和性格测试） 

 

3.论坛有人说是机考，分综合类和计算机类，消息无法确认（貌似有地域区别，可能和各分行所招岗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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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准考证已经可以打印，考试地点已出，结果是很多人可能放弃中信 

 

5.论坛有人说打电话改地址成功，但无法确认，不知是哪里的分行，而且貌似各地分行 HR 电话也不太好找 

 

2.26 中信银行 笔试 英语阅读三篇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4767-1-1.html  

 

回来公交车上，百无聊赖，随手搜了“color bar”的关键词，我擦，居然把三篇中信笔试的英语阅读都搜出来了，

贴之 There was on shop in the town of Mufulira, which was notorious for its color bar. It was a drugstore. While 

Europeans were served at the counter, a long line of Africans queued at the window and often not only were 

kept waiting but, when their turn came to be served, were rudely treated by the shop assistants. One day I was 

determined to make a public protest against this kind of thing, and many of the schoolboys in my class followed 

me to the store and waited outside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when I went in. 

 I simply went into the shop and asked the manager politely for some medicine. As soon as he saw me standing 

in the place where only European customers were allowed to stand he shouted at me in a bastard language that 

is only used by an employed when speaking to his servants. I stood at the counter and politely requested in 

English that I should be served. The manager became exasperated and said to me in English, “If you stand there 

till Christmas I will never serve you.” 

I went to the District commissioner’s office. Fortunately the District Commissioner was out, for he was one of the 

old school; however, I saw a young District Officer who was a friend of mine. He was very concerned to hear my 

story and told me that if ever I wanted anything more from the drugstore all I had to do was come to him 

personally and he would buy my medicine for me. I protested that that was not good enough. I asked him to 

accompany me back to the store and to make a protest to the manager. This he did, and I well remember him 

saying to the manager, “Here is Mr. Kaunda who i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Urban Advisory Council, and you 

treat him like a common servant.” The manager of the drugstore apologized and said, “If only he had introduced 

himself and explained who he was, then, of course I should have given him proper service.” 

I had to explain once again that he had missed my point. Why should I have to introduce myself every time I 

went into a store…any more than I should have to buy my medicine by going to a European friend? I want to 

prove that any man of any color, whatever his position,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go into any shop and buy what 

he wanted. 

 

 

1.“Color bar” in the first paragraph comes closest in meaning to ___. 

 A.a bar which is painted in different colors.  B.the fact that white and black customers are served separ ately. 

 C.a bar of chocolate having different colors.   D.a counter where people of different colors are served with 

b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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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writer was, at the time of the story, ___. 

    A.a black school teacher   B.an African servant   C.a black, but a friend of Europeans   D.a rich black 

3.The manager of the drugstore shouted at the writer in a bastard language because ___. 

    A.he hadn’t learned to speak polite English B.he thought the writer wouldn’t understand English.  C.that 

was the usual language used by Europeans when speaking to Africans.  D.that was the only language he could 

speak when he was angry. 

4.In the third paragraph, “he was one of the old school” means ___. 

 A.he believed in the age-old practic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B.he was a very old man.  C.he graduated 

from an old, conservative school. D.he was in charge of an old school. 

5.Why didn’t the writer wait at the window of the drugstore like other black African? 

 A.Because he thought he was educated and should be treated differently.  B.Because he thought, being an 

important person, he should not be kept waiting. 

 C.Because he thought his white friends would help him out.  D.Because he wanted to protest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答案 BACAD 

 

第二篇 http://www.cet6w.com/exam/7911.asp 

 

第三篇 http://www.for68.com/new/201303/sx2013030614571639209203.shtml 

 

2.27 中信 2013.12.07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4746-1-1.html  

 

两大块: 

第一块，100 个题，2 小时（60 金融会计管理专业知识单选；20 综合类多选，少选 0.5 分；20 英语阅读理解） 

第二块中信人才测试（2 个性格测评；40 分钟行测，好像是 37 个题，主要是数字推理，图形推理） 

难度:综合知识方面，会计计算题较多，如果是会计科班出身的比较有优势，只可惜本人对会计一窍不通啊！中信

很厚道还提供计算器，英语阅读比较生活的文章，不难，时间是绝对够用的，就看你会不会了，而且没有时政和

中信自身情况 

行测方面一般难度，还好，但是要抓紧时间 

本人下午还参加了建行的笔试，感觉建行笔试真是无比难啊……题目多，时间短，文字题超长，计算题数据巨复

杂，多选题少选多选都没分，还不能用计算器……我不想再说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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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2014 年中信银行笔试感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4656-1-1.html  

 

上午参加完了中信银行的笔试，有些感悟，趁热记下来，供以后的有缘人参考吧。不过内容中没有什么 具体的题

目，就是一些自己复习和考试的感受，希望对大家以后复习有帮助。 

首先，今年的考试是机考，我之前准备的时候，很多材料都是纸考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变化。然后整个内容分为

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专业知识，第二部分比较复杂，既有性格测试，也有行测的内容。 

先说对于第一部分的感受，因为我不是专门学金融和会计的，所以感觉有些难。虽然也准备了一段时间，但是以

看题目为主。所以卷面中有很多具体的计算还是没什么大的把握。如果真的有想考银行的，特别本来不是这个专

业的，建议提前复习吧，尽量把基础打牢。临时抱佛脚，难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我感觉时间还是比较足够的，不

像其他银行考试，比较赶，我反正还有很多时间，特别是英语部分，检查了两遍，时间还够。顺便说一句，是不

允许提前交卷的，而且监考很严格，桌上除了证件和笔之外不能有其他东西，上厕所对于每次的人数和时间都是

有要求的。三个小时的考试，尽量提前做好准备吧。 

第二部分，又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性格测试，这个要注意时间，不要时间到了还没有打完。后一部分

以行测为主，很多图形推理之类的，难度不大，但要求计算快。这部分时间比较紧张。特别是做好心理准备，我

就是刚开始没想到会在这里出来行测，调试了半天心理，影响了速度。 

基本就是这些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入面试了，还是挺想去的。希望看到的人也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好工作呀！

加油！ 

 

2.29 中信银行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4621-1-1.html  

 

lz 今天去笔了中信，因为没有报央行那么高大上的银行。 

 

总共三小时，2 小时机考，1 小时性格测试(分成 6 各部分，有性格测试，有一些简单的图形推理和图表算术) 

60 个单项，20 个多项（少选 0.5 分哦~我看到这个愣是把之前的一些选项勾没了 O(∩_∩)O~）还有 4*5 英语阅

读理解（蛮简单的，一篇讲键盘字幕排序的故事来源，一篇讲 africa american 歧视的小故事，一个 africa 的教学

资源问题，还有一个好像跟贸易有关系的，lz 忘了欢迎补充） 

 

 

选择题我觉得适合考了会计从业证和司考的国贸毕业生做....超级无敌变态，国贸会计知识一坨坨。没考行史没考

时事搞得我前几天疯狂的背中信银行什么时候上市，资本多少多少。。。 

大头有这几个：国贸（人家搞外汇结算出身的，确实可以理解），会计知识（lz 会从没过啊心里七上八下的）管

理学（呵呵，男默女泪） 

 

 

这些是我记得的自己不晓得答案是好多的题： 

1.直方图和茎叶图（老娘第一次听茎叶图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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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增强竞争力，国内补贴有以下哪个作用 

3.金融机构短期临时性借贷（这个我真不晓得不要笑我） 

4.在美国发行的可转让定期存单（幸好好了证券从业） 

5.离散系数，平均数和标准差之间的换算（这个多选题也考了一次） 

 

6.发达国家高关税商品 

7.金属货币制度基础构成要素 

8.股票的一些率的算法：股利支付率&市净率 

9.blablabla 属于： 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联盟 

10.某公司老总要求价格准确的反映出价值的 blabla 不适合什么定价方法：保本点定价，完全成本加成定价，制造

成本定价 

 

11.某某公司是某某情况，适合什么管理方式：集权，分权，自由，集权分权结合 

12.失业保险率多少，用人单位保险费不超过多少（ 单位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 2％，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

资的 1％） 

13.银行持股公司制在哪个国家最流行（美国，蒙对的） 

14.产业内贸易的原因是：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绝对优势，规模经济论（瞎猜了 A） 

15. 一个公司经营两个以上竞争关系的品牌：家庭品牌，品牌质量决策，品牌扩展决策，多品牌决策 

 

16.一个处于衰退产品周期的品牌适合 

17.李嘉图的比较优势 

18.社会差异曲线 

19.哪种属于要约：悬赏公告，股权公告 blabla 的 

20.下列哪个属于经常项目（多选） 

 

21.品牌统分策略 

22.某种行为属于哪种：偶尔倾销，持续性，掠夺性 

23.资本转移属于（选项忘了） 

 

中信是我考过最没有底气的笔试了。。。不过幸好没有主观题 

祝各位顺利进入面试环节~ 

 

2.30 还原度很高的笔经 近乎题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4604-1-1.html  

 

中信今年是第一次统考，全国机考。上午 9 点到 12 点，前两个小时 100 题，后面人才测试 10 分钟填写资料，50

分钟在线考试（性格-行测。行测略简单，只有图形推理这种类型的，没有语言啊逻辑啊。不过差不多是 10 分钟

10 题，分开算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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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血三升的 100 题， 包括 60 单选，20 多选，20 英语。分综合类和计算机类。学法律的我，考的自然是

综合类啦~但是，内容是会计财务管理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经济金融市场管理等。。。。回来查了几题，发现居然有 2012

年司考的好几道，2011 中级会计实务的，还有注会的。。。 好歹留点东西，造福后来人吧。。（都是今天考

的题目，卤煮记得几个关键词，然后百度到的。） 

 

 

 

已知当前的国债利率为３％，某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２５％。出于追求最大税后收益的考虑，该公司决定购

买一种金融债券．该金融债券的利率至少应为（） 

A．2.65％  

B．3％ 

C．3.75％  

D．4％  

 

来源:2011 年中级会计职称考试《中级财务管理》真题 

 

某公司非常重试产品定价工作，公司负责人强调，产品定价一定要正确反映企业产品的真实价值消耗和转移，保

证企业简单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在下列定价方法中，该公司不宜采用的是( )。  

 

  A.完全成本加成定价法  

  B.制造成本定价法  

  C.保本点定价法  

  D.目标利润定价法 

 

 

 

下列各项财务指标中，能够提示公司每股股利与每股收益之间关系的是( )。  

 

  A.市净率  

  B.股利支付率  

  C.每股市价  

  D.每股净资产 

 

 

某企业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从原料供应、生产制造到物流服务上下游密切关联的产业集群，当前集

团总部管理层的素质较高，集团内部信息化管理的基础较好。据此判断，该集团最适宜的财务管理体制类型是( )。  

 

  A.集权型  

  B.分权型  

  C.自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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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  ）。 

A、贸易导致不完全专业化 

B、即使一个国家不具有绝对成本优势，也可以从出口绝对成本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中获益 

C、与不具备绝对成本优势的国家相比，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国家可以从贸易中获利更多 

D、只有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才能获得贸易余额 

 

 

如果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与另一资本丰富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则（  ） 

A、两国工资水平都会相对资本成本上升 B、两国工资水平都会相对资本成本下降 C、前一国家的工资会相对后

一国家上升 D、前一国家的工资会相对后一国家下降 

 

 

3．如果机会成本是递增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国际贸易将导致（  ）。 

A、每个国家完全专业化，且生产成本下降 

B、每个国家不完全专业化，且出口产品生产成本不变 C、每个国家不完全专业化，且生产出口产品的机会成本

上升 D、每个国家不完全专业化，且生产出口产品的机会成本下降 

 

 

4．（  ）可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 

A、比较优势学说   B、要素禀赋理论   C、需求重叠理论   D、绝对优势学说 

 

 

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的理论是（  ）。 

A、比较优势学说  B、要素禀赋理论   C、绝对优势学说   D、规模经济理论 

 

 

6．一种产品的竞争优势并非长期固定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从技术发明国转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描述这

一现象的理论是（  ）。 

A、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B、要素禀赋理论 C、需求重叠理论               D、规模经济理论 

 

 

7、社会无差异曲线用来表示（  ）。 

A、一国公民不愿意与别国进行贸易的百分比 B、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相同满意感的商品消费组合 

C、为多生产一单位其他产品而必须放弃的本来生产产品的数量 D、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8、大国设置的进口关税（  ）。 

A、会增加国家的福利       B、会减少国家的福利 C、会使国家福利保持不变   D、上述三者都是可能的 

 

 

9、用于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国内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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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信济南分行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29 页 共 58 页 

A、避免了消费者剩余的损失     B、避免了关税的保护效应             C、避免了关税的再分配效应     D、提高

了国内市场价格 

 

 

10．成员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的优惠贸易协定和共同外部关税是（  ）。 

A、自由贸易区          B、共同市场 C、关税同盟            D、经济联盟 

 

 

11．发达国家并不是对所有进口的商品都一律征收高关税，一般说来(  ) 

A、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        B、对半成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 C、对原材料的进口征收高关

税           D、对农产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 

 

 

12．假定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一辆汽车的国内价格为 10 万元，其中生产过程中需要进口 5 万元的钢材。现假

定该国对每辆汽车进口征收 10%的关税，而对钢材进口征收 20%的关税，则当前国内的汽车的有效保护率是（  ）。 

A、0      B、5%      C、10%      D、15% 

 

以削弱国外竞争为目的，鼓励新兴产业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国外出口商 品的国家正在实施（  ） 

A、间歇性倾销   B、进攻性倾销    C、持续性倾销     D、掠夺性倾销 

 

 

甲公司 2000 年 1 月 1 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 27000 万股，2000 年度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8000

万元，普通股平均市场价为每股 10 元，2000 年度，甲公司发生的与其权益性工具相关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1）4 月 20 日宣告发放股票股利，以年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为基础每 10 股送 1 股，除权日为 5 月 1 日。 

（2）7 月 1 日，根据经批准的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高管人员 6000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期权行权时按 4 元的价格

购买甲公司 1 股普通股，行权日为 2001 年 8 月 1 日。 

（3）12 月 1 日，甲公司按高价回购普通股 6000 万股，以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之用。 

问：甲公司 2000 年度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各是多少？ 

这是 2011 年的注会真题： 

参考答案是这样的： 

基本每股收益=18000/(27000+27000*1/10-6000*1/12)=0.62 元 

稀释每股收益=18000/[27000+27000*1/10-6000*1/12+(6000-6000*4/10)*6/12]=0.58 元 

 

 

（2011 年）甲公司库存 A 产成品的月初数量为 1000 台，月初账面余额为 8000 万元；A 在产品的月初数量为 400

台，月初账面余额为 600 万元。当月为生产 A 产品耗用原材料、发生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共计 15400 万元，其中

包括因台风灾害而发生的停工损失 300 万元。当月，甲公司完成生产并入库 A 产成品 2000 台，销售 A 产成品 2400

台。当月末甲公司库存 A 产成品数量为 600 台，无在产品。甲公司采用一次加权平均法按月计算发出 A 产成品的

成本。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不考虑其他因素，回答下列第 1 小题至第 2 小题。 

  1.下列各项关于因台风灾害而发生的停工损失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作为管理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B.作为制造费用计入产品成本 

  C.作为非正常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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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作为当期已售 A 产成品的销售成本 

 

  2.甲公司 A 产成品当月末的账面余额为（ ）。 

  A.4710 万元 

  B.4740 万元 

  C.4800 万元 

  D.5040 万元 

 

甲公司库存自制半成品成本为 35 万元，预计加工完成该产品尚需发生加工费用 11 万元，预计产成品不含增值税

的销售价格为 50 万元，销售费用为 6 万元，假定库存自制半成品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不考虑其他因素。2010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该库存自制半成品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万元。 

A.  2     B.  4     C.  9     D.  15      

 

 

5．根据有关规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作各方订立的合作协议、合作合同以及制度的企业章程的内容不一致时，

其处理原则是（）。 

  A．以合作协议为准  

  B．以合作合同为准  

  C．以企业章程为准  

  D．以审批机关的认定为准 

（2009 年注会新制度《经济法》真题） 

 

 

.某县“大队长酒楼”自创品牌后声名渐隆，妇孺皆知。同县的“牛记酒楼”经暗访发现，“大队长酒楼”经营特色是，

服务员统一着上世纪 60 年代服装，播放该年代歌曲，店堂装修、菜名等也具有时代印记。“牛记酒楼”遂改名为“老

社长酒楼”，服装、歌曲、装修、菜名等一应照搬。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牛记酒楼”的行为属于下列

哪一种行为？ 

  A。正当的竞争行为 

  B。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C。混淆行为 

  D。虚假宣传行为 

 

另外还有很多没搜到原题的，比如： 

 

估计标准误差是说明实际值与其估计值之间相对偏离程度的指标,主要用来衡量回归方程的代表性。 

 

多品牌战略 

 

统分品牌战略 

 

绩效计划 

 

衰退期产品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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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比例，个人 1%，单位 2% 

 

比诺鑫银行还高大上，比口行专业还专业，比人行不知道如何。。。 

考过注会的同学们有福了。。楼主继续攒人品求 offer，不过目前已经淡定很多。看缘分吧。 

 

2.31 2013 统考部分真题及答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4532-1-1.html  

 

1．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 B ）。 A、贸易导致不完全专业化 B、即使一个国家不具有绝对成本优势，

也可以从出口绝对成本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中获益  C、与不具备绝对成本优势的国家相比，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

国家可以从贸易中获利更多  D、只有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才能获得贸易余额 

2．如果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与另一资本丰富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则（C  ） 

A、两国工资水平都会相对资本成本上升 B、两国工资水平都会相对资本成本下降 C、前一国家的工资会相对后一

国家上升 D、前一国家的工资会相对后一国家下降   

3．如果机会成本是递增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国际贸易将导致（  C）。A、每个国家完全专业化，且生产成本下降  B、

每个国家不完全专业化，且出口产品生产成本不变 C、每个国家不完全专业化，且生产出口产品的机会成本上升 D、

每个国家不完全专业化，且生产出口产品的机会成本下降 

 

4．（C ）可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  A、比较优势学说   B、要素禀赋理论   C、需求重叠理论   D、

绝对优势学说 

5．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的理论是（ D ）。 A、比较优势学说  B、要素禀赋理论   C、绝对优势学说   D、规

模经济理论 

 

7、社会无差异曲线用来表示（ B）。 A、一国公民不愿意与别国进行贸易的百分比 B、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相同

满意感的商品消费组合  C、为多生产一单位其他产品而必须放弃的本来生产产品的数量 D、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品 

8.一种产品的竞争优势并非长期固定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从技术发明国转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描述这

一现象的理论是（  A）。A、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B、要素禀赋理论 C、需求重叠理论               D、规模经

济理论 

10、大国设置的进口关税（ D ）。 A、会增加国家的福利       B、会减少国家的福利 C、会使国家福利保持不变   D、

上述三者都是可能的 

11、用于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国内补贴（   A）。   A、避免了消费者剩余的损失      B、避免了关税的保护效

应             C、避免了关税的再分配效应     D、提高了国内市场价格   

12．成员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的优惠贸易协定和共同外部关税是（ C ）。 A、自由贸易区          B、共同市场 C、

关税同盟            D、经济联盟 

13．发达国家并不是对所有进口的商品都一律征收高关税，一般说来( A )。 A、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征收高关

税       B、对半成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 C、对原材料的进口征收高关税           D、对农产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 

14．假定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一辆汽车的国内价格为 10 万元，其中生产过程中需要进口 5 万元的钢材。现假定

该国对每辆汽车进口征收 10%的关税，而对钢材进口征收 20%的关税，则当前国内的汽车的有效保护率是（ A ）。 A、

0      B、5%      C、10%      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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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as onshop in the town of Mufulira，which was notorious for its color bar. It was a drugstore. 

While Europeans wereserved at the counter， a long lineof Africans queued at the window and often 

not only were kept waiting but， when their turn came to be served， were rudely treated by the 

shop assistants.One day I was determined to make a public protest against this kind of thing， and 

many of the schoolboys in my classfollowed me to the store and waited outside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when Iwent in. 

   I simply went into the shop and asked the manager politely for some medicine.As soon as he saw me standing in the 

place where only European customers wereallowed to stand he shouted at me in a bastard language that is only used by 

anemployed when speaking to his servants. I stood at the counter and politelyrequested in English that I should be served. 

The manager became exasperatedand said to me in English， “Ifyou stand there till Christmas I will never serve you.”来

源：www.examda.com  

   I went to the District commissioner‘s office. Fortunately the DistrictCommissioner was out， forhe was one of the old 

school；however， I saw a young District Officer who was afriend of mine. He was very concerned to hear my story and 

told me that if everI wanted anything more from the drugstore all I had to do was come to himpersonally and he would 

buy my medicine for me. I protested that that was notgood enough. I asked him to accompany me back to the store and to 

make aprotest to the manager. This he did， andI well remember him saying to the manager，“Here is Mr. Kaunda who i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Urban Advisory Council， and you treat him like a common servant.” Themanager of the 

drugstore apologized and said， “Ifonly he had introduced himself and explained who he was， then， ofcourse I should 

have given him proper service.” 

   I had to explain once again that he had missed my point. Why should I have tointroduce myself every time I went into a 

store…any more than I should have tobuy my medicine by going to a European friend？ I want to prove that any man of 

any color， whatever his position，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go into any shop andbuy what he wanted. 

   1.“Color bar” in the first paragraph comes closest in meaning to ___.来源：www.examda.com  

   A.a bar which is painted in different colors. 

   B.the fact that white and black customers are served separately. 

   C.a bar of chocolate having different colors. 

   D.a counter where people of different colors are served with beer. 

   2.The writer was， atthe time of the story， ___.来源：www.examda.com  

   A.a black school teacher 

   B.an African servant 

   C.a black， but afriend of Europeans 

   D.a rich black 

   3.The manager of the drugstore shouted at the writer in a bastard languagebecause ___. 

 

   A.he hadn‘t learned to speak polite English. 

   B.he thought the writer wouldn‘t understand English. 

   C.that was the usual language used by Europeans when speaking to Africans. 

   D.that was the only language he could speak when he was angry. 

   4.In the third paragraph， “hewas one of the old school” means ___. 

   A.he believed in the age-old practic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B.he was a very old man. 

   C.he graduated from an old，conservativ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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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e was in charge of an old school. 

   5.Why didn‘t the writer wait at the window of the drugstore like other blackAfrican？ 

   A.Because he thought he was educated and should be treated differently.来源：www.examda.com  

   B.Because he thought，being an important person， heshould not be kept waiting. 

C.Because hethought his white friends would help him out.来源：www.examda.com  

   D.Because he wanted to protest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答案：BACAD 

As you all k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acountry on wheels. Nearly eight million new cars are made each year; 

fourhouseholds out of five own at least one ear, and more than a quarter have twoeach. Yet you’ll be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some of the car-owners even sufferfrom malnutrition(营养不良). 

  In 1968, a nation-widesurvey of malnutrition was made for the first time. It found that 10 millionpeople are 

suffering in health through inadequate feeding; the causes of theirplight(困境)were varied. Unemployment over 

a long period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main factor. And unemployment, strange to say, ninetimes out of ten 

results from automation, both in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areas. For example, in the rural South when a cotton 

plantation suddenly cuts itsforce from 100 people to three, the problem to help the displaced arises. So isthe 

case with industrial automation. In fact, probably 2 million jobs are madeunnecessary each year in the whole 

country as a result of the automationprocess, thus making unemployment a chief social concern. According 

togovernment statistics, the number of people unemployed was over 5 percent forthe period from 1958 to 1963. 

In July 1981, it rose to 7.8 percent. As a matterof fact, it has long been known that even during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sthere have been people without enough to eat. So I think that’s why President Kennedy said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in 1961, ifthe government did not help the poor, it could not save the rich. 

  In 1966, the SocialSecurity Administration calculated that a family of four needed an income of$3,355 a year 

to be above the line of poverty. And in 1977, the average povertyline of the country was slightly more than 

$6,200 annual income for a non-farmfamily of four.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families of that 

sizebelow poverty line are eligible to receive benefits from the special welfareprogram. The average weekly 

payment of benefits now is equivalent to 36 percentof the worker’s normal wage.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who 

receive government benefits is increasing. In 1973, social insurancepayments by governments, mainly to old age 

pensioners and people who had losttheir jobs or were off work through illness, amounted to $86,000 million. 

Thosenot fully qualified for insurance payments received $29,000 million in publicaid. 

  But problems stillexist. Many people are not reached by the anti-poverty program, because localauthorities 

and agencies do not want to play their part or do not gave theresources to do so. Some poor people will not 

accept help for various reasons.Of course, there are some mor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lie in the structure ofthe 

society, but I don’t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diginto them here. Yet we will perhaps agree that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havesolved to some extent the problems of feeding, clothing and housing those belowthe poverty line. 

On the whole, it perhaps might be said that American peopleare living a better life than people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1. The United States iscalled a country on wheels because______. 

  A. about one-fourthAmericans own two cars 

  B. a bit over one outof four households are the owners of two cars 

  C. nearly 8 million newcars drive in the country every year 

  D. 80% Americans haveat least one car 

  2. According to a 1968survey, ten million Americans found themselves in a difficult health situationchiefly 

due to _______. 

  A. inadequate 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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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malnutrition 

  C. unemployment 

  D. automation 

  3. The author use ”the displaced”(Line 9, Para. 2) to refer tothose who are _______. 

  A. unemployed 

  B. disabled 

  C. sick 

  D. poor 

  4. The word “eligible”(Line 6, Para.3) is synonymous with“_______” 

  A. necessary 

  B. urgent 

  C. needed 

  D. worthy 

  5. Americans are livinga better life than those in most of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o some degree,_____. 

  A. many Americansreceive benefits from the special welfare program 

  B. some poor people canreceive help for some reason or other 

  C. there is theanti-poverty program in the U.S. 

  D. social welfareprograms have some measure settled the problems of those below the povertyline. 

  参考答案：B C A D D 

Look at the keyboard of any standard typewriter or computer. "Q," "W,""E," "R," "T" and "Y"  

are the first six letters. Who decided on this arrangement of theletters? And why? 

  People tried for centuries to invent the typewriter. In 1714in England, Henry Mill  

filed a patent for a machine called An Artificial Machine or Methodfor the Impressing or  

Transcribing of Letters, Singly or Progressively one after another, as in Writing, whereby  

all Writing whatsoever may be Engrossed in Paper or Parchment so Neat and Exact as not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Print. That machine probably didn' t sell because no one could remember  

its name! 

  The first practical typewriter was pat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8 by 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 His machine was known as the type-writer. It had a movable carriage, a lever  

for turning paper from line to line, and a keyboard on which the letters were arrang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But Sholes had a problem. On his first model, his "ABC" key arrangement caused the keys  

to jam when the typist worked quickly. Sholes didn' t know how to keep the keys from  

sticking, so his solution was to keep the typist from typing too fast.Sholes asked his  

brother-in-law to rearrange the keyboard so that the commonest letters were not so close  

together and the type bars would come from opposite directions. Thus they would not clash  

together and jam the machine.The new arrangement was the QWERTY arrangement typists use  

today. Of course, Sholes claimed that the new arrangement was scientific and would add speed  

and efficiency. The only efficiency it added was to slow the typist down, since almost any  

wor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d the typist' s fingers to cover more distance on the  

keyboard. 

  The advantages of the typewriter outweighe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keyboard. Typists  

memorized the crazy letter arrangement, and the typewriter became a huge success. By the  

time typists had memorized the new arrangement of letters and built their speed, type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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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had improved, and the keys didn' t stick as badly as they had at first. 

 

  1.We know from the passage that the inventor of the first practical typewriter is_____. 

  A.Henry Mill  

  B.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 

  C.Sholes'brother-in-law  

  D.Allbert Einstein 

  2.The author thinks the machine invented by Henry Mill could not be sold because_____. 

  A.it was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accept new things 

  B.there were great disadvantages of the keyboard 

  C.the machine could not be distinguished from print 

  D.the name of the machine was too long 

  3.Sholes decided the QWERTY arrangement of the keyboard in order to_____. 

  A.arrange the letters in alphabetical order 

  B.cause the keys to jam when the typist worked quickly 

  C.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keys jamming 

  D.compete with "ABC" key arrangement 

  4.It is inferred that the QWERTY arrangement of the keyboard__. 

  A.is the most scientific arrangement  

  B.adds speed and efficiency of typists 

  C.keeps the typist from typing too fast  

  D.is easy for typists to memorize 

  5.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the best title of the passage? 

  A.The Arrangement of The Letters on Keyboard 

  B.The Story of 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 

  C.How to Invent The Typewriter 

  D.The First Practical Typewriter 

 

参考答案：BDCCA 

In recent years 六级英语阅读精解（实用英语阅读） 

In recent years, teachers of introductory coursesin Asian American studies have been facing a dilemma nonexistent a few 

decadesago, when hardly any texts in that field were available. Today, excellentanthologies（文选）and other introductory 

texts exist, and books on individual AsianAmericans are published almost weekly. Even professors who are experts in 

thefield find it difficult to decide which of these to assign to students;non-experts who teach in related areas and are 

looking for writings for and byAsian American to include in survey courses are in an even worse position. 

  A complicating factor has beenthe continuing lack of specialized one-volume reference works on AsianAmericans, 

such as biographical dictionaries or desktop encyclopedias. Such workswould enable students taking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ourses (and professors inrelated fields) to look up basic information on Asian American individuals,institutions,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out having to wade through（费力的阅读冗长或艰深的材料）mountains of primary source 

material. In addition, given suchworks. Asian American studies professors might feel more free to include 

morechallenging Asian American material in their introductory reading lists, sincegood reference works allow students to 

acquire on their own the background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interpret difficult or unfamiliar material. 

  (212 words)四六级考试网 

  1. The author is primarilyconcerned with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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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sponding to a criticism 

  B. describing a course of study 

  C. discussing a problem 

  D. evaluating a past course ofaction 

  2. The “dilemma”(Line 2,Para.1) can best be characterized as being caused by the necessity to make achoice when 

faced with a ______. 

  A. lack of acceptablealternatives 

  B. lack of strict standards forevaluating alternatives 

  C. preponderance of badalternatives as compared to good 

  D. multitude of differentalternatives 

  3. Biographical dictionariesand desktop encyclopedias are _____ 

  A. primary source materials 

  B. introductory texts 

  C. excellent anthologies 

  D. reference materials 

  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implied about the introductory courses in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 few decadesago? 

  A. The range of differenttextbooks that could be assigned for such courses was extremely limited 

  B. The texts assigned asreadings in such courses were often not very challenging for students 

  C. Students often complainedabout the texts assigned to them in such courses 

  D. Such courses were offeredonly at schools whose libraries were rich in primary sources 

  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the existence of good one-volume reference works about Asian Americans couldresult in 

______. 

  A. increased agreement amongprofessors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regarding the quality of the sourcesavailable in 

their field 

  B.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students sighing up for introductory courses in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 increased accuracy inwritings that concern Asi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D. the inclusion of a widerrange of Asian American material in introductory reading lists in AsianAmerican studies 

  答案 

  1. C 主旨题。根据本文作者的论述和阐明的主题思想。 

  2. D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一段最后两句。 

  3. D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第一句。 

  4. A 推论题。根据第一段内容。 

  5. D 推论题。根据最后一段的一个主题的两个层次。 

 

2.32 中信银行春季招聘笔试经验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29433-1-1.html 

  

最近一直在关注应届生，真正找工作也是这一个月才开始的，也希望自己能留下点什么给之后应聘这份工作

的人 

春季的这次中信笔试也是 90 分钟 100 道题，好像只有计算机跟法律是单独命题的，其他的大家都是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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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60 分的金融题，说是金融题，不过身为金融专业的我真心觉得没怎么占便宜啊 ，有不少银行从业资

格的题目， 

要是之前考过的童鞋会很沾光，有 5—6 个计算，这个真的不会了，不过我建议以后去考试的童鞋带着计算器， 

监考很松的，本人因为受各种正规考试毒害，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别人用了  

30 道管理学的题目，话说我之前真不知道考银行竟然管理学这么重要，像是某个理论是谁的啊， 

或者是神马关于这个理论哪个不对，全是蒙的，这个真得是碰 RP  

最后的最后，是两篇英语阅读，10 分，不是很简单，偶觉得有考研的难度了（也可能是太久没看洋文了） 

总体来说，在规定的时间内肯定能做完的，知识丰富才是硬道理  

最后的最后：保佑我进面试吧（路过的表鄙视我） 

2.33 2012 济分春招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29326-1-1.html 

 

省内综合和省外综合，九点到十点半专业知识（试卷），十点四十到十一点二十上机测试。 

 

试卷部分：100 题，90 分钟。分金融专业知识（60 题）、管理学专业知识（30 题）和英语（10 题）三部分。需

要用答题卡的。题目比较专业，涉及概念、区分、计算等，各种零零碎碎。貌似是从中华考试网上摘下来的……

英语是两篇阅读理解，非金融，没什么难度。 

 

上机测试：能力&非能力两部分，能力部分是 7 道行测图形题，非能力部分是 212 道性格测试题。自带时间限制。 

 

春招人也不少啊，大家都加油~ 

第三章  中信济南分行面试资料 

3.1 中信济南分行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2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4834-1-1.html 

 

 

11 月 30 号面试，通知的 3 点 30，实际 5 点才面上。之前都是 8 个人一组，到了我们这一组成了 10 个人，估计是为了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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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吧 

 

题目是大城市是否应该严格控制人口，首先分为正反方辩论，时间到后互换立场继续辩论，然后合为一个组讨论如果不严格

控制人口，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出现的问题。 

 

整个过程，辩论时场面极度混乱，出现对方还没有说完，就有人打断的现象，最后讨论环节还不错，比较有逻辑的进行。 

 

祈祷能拿到 offer。 

 

3.2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1567-1-1.html 

中信银行面试进去之后先进性自我介绍，然后进行无领导小组讨论。切记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面向四位面试官介绍，

无领导小组讨论为常规题型，时间为 15 分钟，8 个或 9 个人进去，所以在讨论过程中注意把控时间。 

 

 

3.3 2016 中信济南分行三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4177-1-1.html  

 

为攒人品又来发帖了~ 

我是 19 号济南分行场，早上第六组，一组有 8 个人，三女五男，六个山财的学生…… 

先自我介绍，一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组有一个很出色的男生自我介绍就跟行长们聊得好 high 了，羡慕！ 

不过从自我介绍就能看出明显的差距，思路啊、性格啊都有比较，不过我们组整体而言，逻辑都很清晰，每个人

都很出色 except me…… 

我们组问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会选择银行，想好了就可以回答。 

因为整个小组气氛都很和谐，不存在抢话的，大家就认认真真的发言，我们组还有个妹子超棒，一直在点头和赞

同，我靠我就没这情商。 

大家大概就是说自己的专业、实习经验都是很适合在银行工作的，那个很出色的男生说了一句“我就是为银行而生

的”点亮了全场气氛，行长们都笑的超开心哈哈，但是也瞬间感觉到一下子就被人家的情商比下去了。 

至于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从我实习经验来的，因为我有在企业和银行的两种实习，我就比较了一下，表达

我就想来银行，当时行长就笑了说“你这说的都是我们爱听的 啊”，反正我是懵了，毕竟我也分不出他是赞同还是

讽刺，大概辩解了几句，气氛活跃一下就好了。 

整场面试都感觉气氛很和谐，面试官和我们这些应届生都挺好的。 

一场面试下来对中信的印象也是好到满格。 

希望能攒个人品能签 offer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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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三面面经----临沂分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3887-1-1.html  

 

今天下午中信银行临沂分行的三面结束，先说一说大体流程吧，7-9 人一组，进去后一分钟自我介绍，然后主考

官提问一个问题，谁先想好了谁就先回答，如果主考官对比有兴趣的话，你回答结束后主考官会继续问你一些他

想了解你的问题（PS：我回答完后，主考官都没理我，估计对我没兴趣啦，目测又被刷啦！），我们那一组还都蛮

厉害的，都挺能说会道的！LZ 我最讨厌半结构化面试啦，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所以啦，每次

LZ 我的面试都是死在终面上。      发个帖子攒攒人品吧！虽然希望很渺茫，但还是希望能过吧！ 

3.5 20151221 中信济南分行临沂地区终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3848-1-1.html  

 

今天下午是临沂地区专场，到场大概 60 人左右吧，男生 40 女生 20 这样子，一面不算备用组 105 人，所以进二

面还是很不容易的，听说临沂要 20 左右，所以差不多录取是 1 进 3。研究生本科生进终面的比例是各占一半。 

在侯考室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提醒你准备一分钟自我介绍，关于专业学校之类不用说，因为简历上有，只报姓名

然后重点介绍自己的优势和应聘岗位。轮到自己小组的时候，现场会有工作人员带你去乘电梯去楼上会议室，进

去之后，首先是自我介绍，考官很随意，有打电话的有进进出出的，好像是六个考官吧。自我介绍之后会问一个

问题，谁想好了谁答，我们组的问题是，你进入中信之后如果发现现实与你的预期不一致怎么办，每个人回答完

之后会有追加，为什么报中信，有没有男朋友，本科学校是哪里（楼主这一组都是研究生），然后主考官碰巧认识

我们组一个男生的导师，多问了他好多问题，楼主还被追问报了几家银行。然并卵，主考官对楼主说你说的都是

我不爱听的 TAT 估计是被刷的命了，找工作这事，真的得看缘分啊。听说发面经能攒人品，我还是求过啊  

3.6 2016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三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3577-1-1.html   

 

今天很荣幸进入到中信银行的三面，三面是结构化的形式，多对多，面试官 6.7 个的样子，听说是下属各分行的

行长。小组是分好的，每组 7 个人，进去之后每人 1 分钟自我介绍，1 个问题，大家自由回答。自我介绍由于我

们组均是研究生，就说我知道你们都是研究生，就不用说学习能力很强了，说一下社会实践以及自己性格特征，

适应岗位。1 个问题是，孔孟的思想对你影响最深的一句话，理由。其他组听说有互联网金融，有淘宝双 11，看

面试官心情了。下一级的各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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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济南分行 2016 校招 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1132-1-1.html  

 

听说在这儿发帖很灵！ 

我是 12 月 9 号下午参加的面试，形式是无领导小组面试，没有自我介绍不允许泄露个人信息。 

题目是，自己是银行前台会计，给了 8 个还是 7 个选项，选出最需要得具备的四个选项，不需要排序。 

三分钟读题，一分钟阐述个人观点，十分钟讨论并选出发言人，三分钟发言时间。 

没错我就是那个被坑的发言人…… 

我们组的人每个都超厉害，除了我，认真脸。但是小组讨论的时候有点乱，各说各的，希望采纳自己的意见，于

是我就出来稳了一下局面，找其中一个记录过的同学说了一下他记录的结果，希望先有一个备选的方案，如果最

后没有讨论出结果的时候能用这个。然后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讨论，但是很容易偏啊啊……我带了表，就

又提示他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大概应该做总结……然后我就被推了啊，我不会演讲啊，泪目………………………… 

演讲完出来我腿都软了，也并没有在规定时间里讲完，大概我真的太不适合演讲了……感觉要挂啊……泪目…… 

希望能发个攒攒人品收到三面通知吧   希望能帮到后面有这样面试的孩子们   

感恩  平和喜乐 哭瞎眼  

 

3.8 中信济南分行临沂地区 12.10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0066-1-1.html  

 

每次面试笔试之前都会来翻笔经面经，今天也来写写自己的经验吧。顺便赞赞 RP。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分了 2 天面

试，9 号为济南地区的，听说面到下午很晚，可见人数之多。9 号面其他企业的时候碰到刚面完中信的同学，于

是就咨询了一下。面试形式为无领导，一组人数控制在 10 人以内，没有自我介绍，个人陈述与小组讨论。大体

明白形式之后 10 号轮到自己上阵。10 号早上 9 点来到济南中信广场，来到 12 楼一看各种美女帅哥超多人，来到

后首先签到，根据地区签到，临沂，济宁等地区分开签到，一看签到纸一般都是 3 页纸，临沂地区人数在 100+，

顿时感觉自己又是做分母的了，签到后到达候场区，临沂为第三候场区，进去后发现人真的是不少不少的，只好

静坐等着了，等待的时候和周围聊天也了解到一些，无领导题目是抽的，各小组题目不同，题型貌似分为几种，

一种是排序题，一种是从多项中选择最符合的几项，还有一种是应急处理问题类，听到的题目有：选择正副村长，

选择向政府反映的问题，选择开除员工，预定的酒给 A 还是给 B，给出预算选方案，零零散散听到的题目就是这

些了。11 点多轮到自己组了，按照顺序排队交简历，被带到面试场外侯着，大约 11 点 15 左右进场的，我们组 8

人，4 男 4 女，进场后按顺序座好，大约有 6 位面试馆，进去后没有仔细数数有几位面试官，估计进去后不知所

措啦，哈哈。进入正题，进去做好后，面试官宣读注意事项，感觉还挺正式的，没有自我介绍不允许透漏个人信

息，桌上放有题目与草稿纸，题目纸张不许乱画，个人陈述一分钟，小组讨论 10 分钟，最后总结 1-3 分钟，包括

在 10 分钟内。按照顺序个人陈述，坚决不能超时，因为有个面试官负责计时，一分钟标准时间，超时闹铃就响

了，就响了，个人陈述面试官要求站起来发言，我们组前面有超时被打断的，所以只要简练再简练，语速超级快，

现在想像都怕考官没听清楚&#128557;&#128557;&#128557;。讨论时候我们小组还比较和谐，感觉还可以，只

是最后最后被推出做总结，蒙了蒙了，完全蒙掉了，自己没有想着做总结，也完全没有准备，况且说话没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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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映着头皮总结了，怕时间超时，语速很快，自我感觉结论没有做好，希望没有坑到小伙伴们。做完总结后还

是懵的，以至于出考场时都稀里糊涂的。满怀期待的面试就结束了，希望结果是好的，好的！！！大家都好运，希

望能给后面的学弟学妹提供点参考，最起码有点心理安慰也好，看了这么多面经，第一次写。 

3.9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 2016 二面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9909-1-1.html  

 

无领导面试归来，期望能够进入下一关。 

首先中信银行济南分行会在济南的两个院校初面（听说在济南上学的有的同学不去初面，也收到笔试通知了，不

过如果中信去贵校初面了，建议大家还是过去初面）。外地的像是东财、央财这种的没有初面也能进笔试，好像。 

第二关是笔试，具体记不清楚了，分为三部分，行测、专业知识、性格测试。大家按照银行用书和公务员用书准

备就好。 

第三步就是今天的无领导小组面试了。是分好组的，每组有 20 分钟时间，先是陈述观点、挨个说，然后自由讨

论，最后总结发言。我面的无领导小组的题目是有两个选择：一是某居民区的菜市场被取缔，周围居民要跑到很

远的地方买菜；二是某中型企业半年时间扭亏为盈；以上二者选取一个方案上报上级政府。 

听说别的组也有很多是选择题。还有关于跳槽的话题具体内容不清楚。 

下一步就是半结构化了听说。  

3.10 2015.12.10 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9817-1-1.html  

 

仅此给下届的同学做个参考。。 

之前在山大面过，所以这也算是二面了。准时到就可以了，然后签到，组已经分好了。进去后场区再签一次，然

后就等着进场了。研究生和本科生分开面试的，本来一看我那组都是研究生真是好惊吓~~~ 

形式是无领导，大致就是为解决一个问题，提了几种方案，选择几个最好的。多选多类型。 

进去后有人读题，三分钟考虑，一人一分钟个人陈述，十分钟讨论，最后三分钟推举人总结发言。 

个人陈述先介绍学校和学历，不许说姓名，一定不要超时，超时了会被打断。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希望自己好运进三面。。。。 

 

3.11 2015.12.9 济南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934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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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原来参加过一面，笔试，所以算是二面了，很崩溃的事 LZ 是备用组，也就是传说中的“备胎组”  

本来通知 1 点到，结果是备胎组，哪个组缺人，就补上，哎，看在现在感觉良好的份上也就不计较了 

应该明天还有一天，若是有幸通过还会有一次面试的，言归正传 

无领导，没有自我介绍，直接个人陈述 1 分钟，加讨论 10 分钟，是客户排序，时间优先顺序题，我们进去了 7

个女生，面试官都惊了  

我身为唯一的研究生，自觉已老。主动当了 leader，被广发刷了后，反而放开了，大不了不过嘛，尽力表现呗，

说不定有戏 ，去的大神挺多的，央财，南开，留学生一堆堆的，不过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我始终盲目坚信

着 ，眼看就 12 月了，希望大家都能拿到心仪的 OFFER，也期盼我中信能顺利通过吧！！  

3.12 中信终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44265-1-1.html  

 

首先恭喜拿到体检通知的孩纸们，恭喜恭喜，祝你们顺利拿到 offer。 

本人北京 211 小硕女一枚，终面的时候自我感觉表现还不错，没有紧张回答问题也很淡定，我们组问了俩问题，

一个是职业规划，我因为这个问题之前准备过就第一个回答了，感觉答的也还行，第二个是对十八大的理解，因

为这个也稍稍关注了下本来想第一个回答的，结果因为我们组有人抢答就第三个回答了，这个问题答的一般但是

由于大家都答的比较浅所以也没觉得自己有明显的劣势。我这是第一次面银行，之前还问我周围的同学有什么需

要注意的，她们都会说银行就是刷脸刷关系，脸 lz 还是有优势的，关系的话由于男朋友在济南而且自我介绍的时

候也提到了也不是在济南没资源，所以现在很纠结为什么会悲剧，主要是报的希望太大了，以为很有希望的~ 

我现在分析是不是问题就出在我回答问题太积极的缘故，可能行长们还是喜欢沉稳一点的性格，不应该提问完接

着就回答的，内幕啊性别歧视什么的我觉得都是被鄙视的人自我安慰的说法，总有不靠关系自己拿到 offer 的女生

了，所以 lz 真的很想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因为马上就要面建行了，也好有点启示，说实在的 lz 现在很丧气，

都不想再面试了。 

帖子有点长，谢谢能耐心看完的童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导和建议，提前谢谢各位了 

 

3.13 中信济南分行终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38450-1-1.html 

 

  今天上午去了济南中信广场参加高层终面，等了好久才轮到我那组。我就讲一下具体的面试形式吧，为后

来的同学积攒一点经验，也为我自己积攒点人品，希望侥幸通过。 

      首先去签到交个人简历，然后等上一组的人进去之后下一组的人被领到另一个办公室用 A4 纸制作自己的姓

名卡，并且核对自己的个人信息和提交一些要求的复印件材料。这些完成之后，整个小组的人依次站成一排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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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照一张小组合影。我猜可能是看一下长相和身高吧，可惜楼主这方面不太占优势，哎。 

      轮到我们小组的面试，站成一排依次进入面试的会议室，对面坐了 10 多位所谓的高层领导吧，瞬间感觉压

力山大。进去之后领导说了一下欢迎的话，然后从 1 号开始依次作 1 分钟自我介绍（组员的经历是真丰富啊，都

挺强，等轮到我的时候，太过紧张有点卡）。自我介绍完之后，领导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每个人想好之后可以先

回答。我那组的问题是你对于 18da 怎么看的，这次会议透漏出了一个什么信息，并结合实际情况谈一下与自己

的联系。在这一环节我表现的非常的差，只在最后说了一点想法，内容很少，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回答的很好，非

常得有逻辑，瞬间楼主感到弱爆了。可惜自己没有提前准备好，因为好多人都是提前知道的题目。好像每一组的

题目要么是十八 da 的，要么是关于谈一下人生观的。 

      这一次面试不知道是怎么搞得，特别的紧张，发挥失常，今后希望自己引以为戒吧，珍惜每一个机会。希望

我们都有自己满意的 offer。 

3.14 12 月 16 号济南中信银行终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38329-1-1.html 

 

今天上午去了济南中信广场参加高层终面，等了好久才轮到我那组。我就讲一下具体的面试形式吧，为后来

的同学积攒一点经验，也为我自己积攒点人品，希望侥幸通过。 

      首先去签到交个人简历，然后等上一组的人进去之后下一组的人被领到另一个办公室用 A4 纸制作自己的姓

名卡，并且核对自己的个人信息和提交一些要求的复印件材料。这些完成之后，整个小组的人依次站成一排由工

作人员照一张小组合影。我猜可能是看一下长相和身高吧，可惜楼主这方面不太占优势，哎。 

      轮到我们小组的面试，站成一排依次进入面试的会议室，对面坐了 10 多位所谓的高层领导吧，瞬间感觉压

力山大。进去之后领导说了一下欢迎的话，然后从 1 号开始依次作 1 分钟自我介绍（组员的经历是真丰富啊，都

挺强，等轮到我的时候，太过紧有点卡）。自我介绍完之后，领导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每个人想好之后可以先回

答。我那组的问题是你对于 18 大怎么看的，18 大透漏出了一个什么信息，并结合实际情况谈一下与自己的联系。

在这一环节我表现的非常的差，只在最后说了一点想法，内容很少，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回答的很好，非常得有逻

辑，瞬间楼主感到弱爆了。可惜自己没有提前准备好，因为好多人都是提前知道的题目。好像每一组的题目要么

是十八大的，要么是关于谈一下人生观的。 

      这一次面试不知道是怎么搞得，特别的紧张，发挥失常，今后希望自己引以为戒吧，珍惜每一个机会。希望

我们都有自己满意的 offer。 

3.15 中信终面归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38172-1-1.html 

 

我是 16 号面试，看了下今天的人数，每组 10 人，一共五组（最后一组不到 10 人），有没来的，平均每组 8-9

人的样子，进去后面对各分行领导，一共也是 8-9 人的样子，先自我介绍一分钟，以及你报的哪个分行，之后问

的问题是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一般就结合自己的经历说一些，我觉得控制在 3 分钟左右比较好，言多必失嘛，也

没有正确答案，说完了会有人给你说的话做些点评。整场下来一小时内，感觉还是挺快的。周四左右会给录取通

知。看了下今天加昨天总共面试人数应该在 100 人以内，如果根据每家支行招 30 人左右算的话，录取比例应该

很高了，比如我看了下东营总共本科+研究生进终面的也就十几个人。最后祝大家都能找到满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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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中信济南分行终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31347-1-1.html 

 

开贴坐等中信的终面通知。 

LZ 省外金融小硕，等待中信的宣讲很久了，为了进中信参加了三场宣讲会（前两场在大连，可惜没有济分），然

后长途奔袭到济南参加现场投、笔试、复面，感觉走下来很是幸运，然而也有自己很大的精力投入，所以非常期

待这下一次机会，在大海的另一边大连坐等济南的通知。 

 

12 月 15 日上午，终面，表现的灰常一般的烂，超预期的烂，并且最后给的机会也没有把握住。。然后考官说三线

城市机会更大一些，我估计这人是想让我建设家乡。。GG 

  

3.17 2013 年校招中信面试经验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24654-1-1.html 

 

本人不是山东人也不是山东生源，各种因素需要到山东东营工作，海外小硕，11 月初参加了中信在南开的宣

讲会，之后交简历初面，形式就是说说自己情况，很简单的介绍下自己各种经历。前几天收到中信济南分行的二

面通知，时间是 3 号下午 1 点半，之前没有参加过笔试。二面在济南中心广场进行，自我介绍 1 分钟加无领导小

组讨论，进去后签到，然后分第一考场和第二考场，第一考场好像是济南，第二考场是非济南，其实我报的是东

营，不知为何调到济南了。同组的除了我以外是三个人大硕，一个北大硕，两个南开硕，一个中财硕和我共 8 人，

椭圆形桌子一侧是考官另一侧是我们，先是一分钟自我介绍按他们安排的顺序来，介绍时不能提自己名字，期间

考官会针对我们介绍问些他们感兴趣的，之后是无领导小组，和普通无领导比中信给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 timer

一职没有必要，leader 一职也不会很突出，所以很想进终面的就只有总结性陈述一个机会，根据讨论时大家的发

言情况和总结情况自然会脱颖而出 1-2 位合适人选，具体如何在保持和谐情况下争取机会我就不赘述了。当然题

目都比较泛泛，因为时间短讨论的根本不透彻，所以总结也总结不出什么东西。我那组题目大致就是理财产品有

风险，也有利润，如何平衡弊益的问题。我那组结束后据说是行长的人还给我们总结了下，问了如果进入中信后

能否接受从基层做起等。基本情况就这些，最后祝大家都拿到理想 offer！ 

  

3.18 中信银行济南二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24281-1-1.html 

 

下午一点半，中心广场 12 楼，无领导小组讨论，彻底被虐。。。  

中信银行从山大开宣讲会开始就人山人海，每年都是如此。。。楼主估计那天参加宣讲会初面的人得有 2000 多个，

前天笔试看看了名单，大约 1000 人，名单上各种名校海归硕士，让我这个以前觉得自己是 985 小硕自我感觉还

不错的顿时被秒杀了。。。今天面试，下午第一场，一参加无领导小组讨论就特别紧张，大脑空白，而且今天这一

组是我找工作以来遇到实力最强的一组，大家明显都是经验丰富实力非凡啊。。。楼主整个面下来就每个人发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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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说了几句话，其他再没插上话，前一个同学说完了下面都有好几个人抢着发言。。尼玛直接酱油了。 

  

3.19 5.3 下午面试感想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56024-1-1.html 

 

因为刚刚看到有美女写过了，我准备重点写个人感想和建议，如果能给以后面试的同学一些借鉴，就再好不

过了。 

    本人，女，籍贯山东，大学为北京 211，金融学专业。 

    笔试认识的人都没被刷；二面，两个朋友不幸没能通过。本人在二面中，并没有特别出彩的表现，因为组里

有个女生特别能说，虽然很多是没用的话，但是叽里呱啦，口齿伶俐，应该曾经是辩论队的。楼主因为身体不适，

懒得跟她争。楼主在讨论中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为解决争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辩论女最终代表大家，做

了陈述。楼主大度地笑了笑。整个过程，楼主并不出彩，但镇定自若，沉稳自信，不卑不亢。 

   后来，楼主竟然有幸通过了二面。楼主认为，二面的表现并不是全部原因，猜测还有以下原因：1、应聘表填

的比较好。因为中信不是简历关过了，就不再看简历了，而是每每面试，都会对照应聘表面，这个细节大家要注

意。可见这个应聘表中的信息还是蛮有参考意义的。2、山东人，应该至少不是劣势 3、教育背景，应该也起到

了作用；另外，教育背景即便在此不起作用，也会在将来定岗待遇上起到作用。比如，是派遣还是正式；研究生

工资高，提升快。这些都是比较现实的因素。当然，以上只是分析加猜测，也许楼主只是运气好呢，也说不定，

毕竟还算是个好人。 

   终面遇到了 二面中的辩论女。这个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她进了，我不惊讶；恐怕是我进了，她有些惊讶。

这个不再说了，楼主还是不太喜欢噼里啪啦一顿说话，但是没有实际内容的人，还表现得跟真事儿似的。楼主比

较实在，嘿嘿。 

   终面也是一段自我介绍，一分钟，依次来过之后，就问了一个问题，谁想好了谁答。问题是：你认为大学生最

需要的是什么？或者，你最缺乏的是什么。先说这个问题，其实这两个小问题，它不是一个意思。比如，我不缺

乏认真仔细，但是我仍然可以认为是最需要的，对吧。但是，既然领导问的，就自己选一个理解吧。 

   自我介绍的部分，BOSS 会打断你，跟你聊天。但是，聊完之后，我继续介绍，被告知时间超了。楼主想，一

定是把聊天的时间也算进去了。这里想给大家的建议是：1、还是不要介绍的太过详细，他们好像会烦；然后呢，

领导跟你聊天的时候，多听少说吧，楼主就是说多了，可能领导觉得不太爽；毕竟说正经的是你，聊天才是他们。

2、简历上已经有的，最好归纳总结，楼主这个能力比较差，觉得缩减下就没得说了，要详细点，就比较啰嗦，嗨。

当然，楼主大学经历比较丰富，也是客观事实。不说出来，自己觉得怪可惜的。最后，楼主还是争取说完了。不

知道结果会如何。不管怎样，楼主都不是那种做作的人，依然镇定，就是有些太放松了，笑得有些太灿烂。希望

不会给 BOSS 不认真，不珍惜的感觉。 

   回答提问的部分，楼主第二个起来，特别快，特别简略，通俗地回答完了。然后，好像各位面官还没怎么反应，

就结束了，有点儿失策啊。毕竟面官都有些上岁数了，又面了一天了，不能说得太快啊。而且，就那么一次展示

机会，不多说点儿，说这么少干嘛？或许是自我介绍说太多了，这次改走简略风。反正，说完坐下，评委脸上略

显惊讶。其他人，都说得比较多，比较久，还举例子，还谈感想，还演绎、归纳、总结，把这次机会用到了极致。

楼主建议，大家像这部分同学学习比较好，楼主在那儿听着，也觉得这不是个该简略的环节。楼主失策，大家留

心。 

   然后，BOSS 捡了几个人问了问题，都是跟他自己有关的。其他人就听，听完就结束了。这个环节，感觉是双

刃剑。问题，要么是对你感兴趣，想要进一步考验；要么是心想刷掉的就是你，再给一次机会，把握好了，翻盘；

把握不好，BOSS 心想没错，就你了。没问到的，可能 BOSS 觉得可以进了，不用问了；也可能是觉得，进不了且

不感兴趣。楼主没有被问到，但是过程中却被 BOSS 旁边的评委各种审视，不带喜怒，楼主一阵冷，是嫌楼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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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太灿烂，不严肃，还是。。who knows。 

   最后补充一点，银行还是蛮喜欢有特长的学生的。比如，楼主说到自己爱好很广泛的时候，一个面官笑了。不

知是起到作用，还是觉得广泛的爱好必然不精。 

   恩，大家加油。楼主文笔挺差的，只是想写给大家看，但是写不出很好的效果，只能平铺直叙了。有问题，都

可以在下面留言，楼主看到，会认真回复的。另外，都是楼主自己的想法，大家评判性选择性地看待就好。 

  

3.20 中信面试后感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46432-1-1.html 

 

初面 笔试 二面 最后再有个高面 华丽丽的四个过程。 本人不才，感觉比考中农工建还难（虽然考研期间只客串

考了农行跟中行，中行笔试还蒙过了），毕竟四大国有银行也就只有笔试加面试 顶多中行还有次复试。 而且中信

的笔试谦虚点说，感觉绝对不比四大国有银行的简单。 

到二面为止对于这次中信之旅，有三大感触：第一，名校学生多，厦大、对外、中财、人大…… 还有各种海归（放

着好工作不找，跟我们这些矮穷丑抢啥呀，哈哈，开个玩笑）第二、感觉好大一部分是年前考研的，而且好多跟

本人一样 是考研炮灰  难兄难弟 第三、还有个容易遭人骂的感触：要是年前考银行绝对比现在简单，年前 得有

一批考上银行的人是幸运的，因为有好多人选择了一心一意考研。 

没怎么逛过论坛，抒发一下感慨，进三面的同学好好加油，没进的肯定有更好的工作岗位等着你们，加油！ 

 

3.21 济南中信二面个人经验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32165-1-1.html 

 

昨天下午参加了济南中信的二面，一组 8 个人（我们组加了一个 9 个），每人一分钟自我介绍，然后根据题

目小组讨论十分钟，再推选一名代表作总结。我们的题目是：有人认为大学应该多打工实践，有人认为这样会耽

误学业，你怎么看？ 不管是自我介绍还是陈述小组讨论的观点，一定要言简意赅，突出重点。因为时间非常紧张，

面试的人很多，我们进去时已经能感到考官有些疲惫了，挺不耐烦的，所以自我介绍时一刀见血突出自己的优势，

无关紧要的就不要说。陈述观点时最好能够深刻一点引起别人的共鸣，而且最好争取早发言，否则你想说的会让

别人说了，你就无话可说了。总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个人认为当不当领导可能没那么重要了，几乎每个人

说一段就到时间了，最重要的是切中要害，言简意赅。以上是我个人总结的经验，仅供参考 

 

3.22 二面归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30221-1-1.html 

 

我是 16 日下午 13 点的，等到我们组进去就 14 点多了，过程是我们每个人每人一分钟自我介绍，不能透漏

姓名，要把自己籍贯，所报地区以及岗位说出来（个人认为那几个领导很看重这个，因为有些人没有准备这个，

准备的人自然而然引起关注），自我介绍完毕后，就是每人一分钟对自己已经拿到手的题目进行一分钟自我阐述，

这个题目是之前我们在外面等待的时候组里抽到的。阐述完毕后，给我们小组 5 分钟时间讨论最终得出答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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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强调我们不能以举手表决以及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决定结果，最后两分钟选出人来进行总结。。。祝明天面试的

朋友好运！ 

  

3.23 济南分行春季招聘总结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29458-1-1.html 

 

4.12 参加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简历投递  

上午九点多到的 到了就排到 500+了 领号 排队 等了 2 个小时终于到我了（这个尽量早去。。。不用等这么久） 

我面试的是公司业务岗 

开始是一分钟自我介绍，然后面试的 HR 姐姐问你几个问题 

我的问题如下： 

1.什么是公司业务 你是如何认识公司业务的（这个我上来就回答错了 HR 姐姐给我纠正了下 当时我的心就凉了） 

2.你对于中信银行的了解，为什么要选择中信银行 

3.你对金融的了解 特别是关于财务报表有啥了解 

还有同去的同学被问到其他根据你的简历提出各种问题 比如你的实习经历 比如你说下你认为服务行业的基本素

质 还有问身高的（基本上被问身高的都被刷了）等 

初面完了就是等通知了 

 

4.14 号中午接到笔试通知 带 2b 铅笔去考试  

在山大中心校区计算机楼考试 

4.15 日考试 

考试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专业课测试 二是综合测试（就是性格测试） 

专业课测试我是金融学专业 所以我考的是综合类试卷 

综合类试卷有 3 部分组成 60 个金融学知识 30 个管理学知识 2 篇英文阅读 10 个题 

90 分钟做 100 个题  

金融学知识感觉和国际金融以及财政政策靠的比较近（好久不看了） 

前五十个基本都是金融学的各种知识  

后十个开始出现各种计算 可恨的是各种公司理财的知识 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六十个金融学之后是 30 个管理学知识  

LZ 表示没有会的 都是蒙的 我觉着做可能还不如蒙的正确率。。。 

接着是 2 篇英语阅读 LZ 英语很差 看不大懂  

篇幅不长 题目问的也挺温和 反正就是吃老底了 一般化吧 

笔试第二部分是性格测试 

一共 202 个题目 一共时间是 40 分钟 

这部分没有对错 就是心理学测试  

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当然有些很 XE 的想法还是伪装下吧） 

后面有重复前面的题目 若是前后不一致 那就= = 

题目时间足够 不用想太多就好 

 

4.15 日晚上接到短信通知 4.17 在中信广场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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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面试 

面试形式是无领导小组 这个大家都懂不再累述 

说几点注意的事情 

1.是他们提供纸笔 无需自备 8 人一组 

2.是他们会在开始前给一个大体的时间规划 

我们小组是每人一分钟自我介绍+10 分钟小组讨论+2 分钟总结 

P 个 S 一定要控制好时间 我们前一组就是没控制好时间 结果没有总结就被赶出来了 后果可想而知 

3.是一些其他事项 比如他们不要求你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名字 一定不要说  

4.是注意着装 

 

我所知道的题目都有以下几个 

1.车辆发展是需要鼓励还是支持 

2.给你 15 个选项 让你选出最好的一个和最差的一个（这个太恶心了 就 10 分钟 他们组最后也没达成一致） 

3.大学生是不是要在课余时间打工 

4.企业文化和企业战略（这个我不大清楚） 

5.给你 20w 你要解决哪个 四个选项 不能都完成 

 

我的无领导出现了 2 次失误 应该会与中信擦肩而过了   

这就是我这几天的中信招聘经历 给学弟学妹们分享下 

顺便求人品~~~~~~~ 

  

 

 

第四章 中信济南分行综合求职经验 

4.1 那些年，我走过的银行秋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2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781-1-1.html 

 

先声明一下，由于本人是金融小硕，东莞人，所以面试的大都是东莞这边的银行。基本上东莞这边大大小小的银

行的 offer 大都可以拿到，一些银行由于笔试或者面试冲突的原因就舍弃的，就只说一下自身印象比较深刻的吧。

首先，说一下各银行的笔试面试吧。 

1，说一下中 hang 吧，该行的国际业务挺强的，所以笔试题有好多英语。一面好像就是校园宣讲会的海面，就是

投简历，接下来就是大概问一些问题，哪里人啊、为什么报该行啊之类的，可能就是大概看一下长相、表达能力

之类的吧。二面是在白云区某支行面，是无领导小组面试，从若干项选项中选择几项并进行排序；每个人先陈述

观点，之后进行讨论，得出一个小组的最终结论。三面是在东莞分行面的，应该算压力面吧，就是几个领导（好

像只有人力部门老总）坐在一排，自己面对着他们，就这样。东莞分行 2017 年秋季招了好多人，一百多吧，研

究生基本没有，最后走了好几十人。 

2，建 hang，该行今年招很少人。是先海面，也是在校园宣讲会之后有一个简单的面试。经过海面的简历筛选之

后，就是笔试了。好多女生的笔试机会都没有，笔试的时候发现教室大多是男生，其他同学反映也是如此。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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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很少女生可以进二面，二面也就是终面。二面是在广东省分行，是无领导面试。记得好像是分为两组对两种

经营形式进行辩论。 

3，招 hang 的笔试题没有专业题的，都是行测题，记得最特别的是好多动态气球，气球经过几轮运动之后认出是

哪一个。东莞分行的几面都是在东莞进行的。一面是无领导，好像是对某个贷款项目确定要不要贷款、什么贷款

形式、贷款多少做个讨论吧。二面是压力面，形式都差不多。招 hang 的面试是分好几批的，找了好多人去面试，

最终面了几轮都没发正式 offer，只有实习通知，让他们去实习几个星期，一百多的实习生，据说最后刷得只剩下

二十几吧。最终招进去的好像要实习半年。 

4，信 hang，该行的笔试面试都是很晚很拖的。东莞分行招的是管培生和柜员岗，管培生的话要求研究生或者

985/211 本科生（其实管培生和柜员岗没什么差别，一同学报的是柜员，人力打电话过来让他去二面，他说不去，

要改为管培生才去，后来说就改了。招进去都一样从柜员做起，如果柜员技能不过关，即使是管培生还是得一直

做柜员，听说有个中大的研究生做了两三年柜员了）。一面是无领导，是在粤海酒店，好像是几类人在孤岛，安排

一个救人顺序之类的吧。二面也是在粤海酒店，二面的形式是两个面一个，也就基本的问问，很水的。三面是在

东莞分行举行的，发现大多是男生，研究生大多是在一个早上，其他的柜员的都在下午或者明天。最后，最终也

是没几个 985/211、研究生去，而且还很多人没去，导致春季补录了很多二本的。 

5、you 储，报的是分行职能类岗位。邮储海面是在中大，之后笔试，接下来就是终面。一面是在广东邮电职业技

术学院，无领导小组，是十几个人一组，对在线教育、基因技术、无人机、人工智能等选项做一个投资的先后排

序，个人先发表意见，再得出一个统一的意见。二面还是在邮电学院，好像是五六个面 3-5 个，一个一个问。大

多问的是比较一般的问题，说你研究生可能要做很久柜员怎么办，不过有一个面试官问了比较专业的金融问题，

可能是科班出生的吧。 

6，dong 莞银行。该行很想多招名牌大学的，宣讲会是在中大举行，后来面试是在广外举行的。好像最终招进去

的大多是二本学校的。也没什么好说的。 

7、农商，该行是最晚开始校招的。海面是跟其他农商行、信用社一起在广金举行的，也就是交交简历。后来发现，

该行最地区歧视的，外省、甚至外市的人简历都很难过，没有笔试机会，笔试基本到十二月之后了。 

       然后，说下待遇。东莞的银行业的待遇最好的应该是农商吧，其次可能是 dong 莞银行，毕竟这两个银行是

本土的银行，很多本地的项目基本是这两行才弄得到，而且只有这两各银行才有自己的办公楼，其他行的办公楼

都是租的几层楼吧。中 hang 的待遇不太清楚，人力老总说“毕竟我们是穿西装的”，自己体会咯。不过四大行的待

遇应该不可能很高，据说 nong 行高些。股份制银行的待遇相比几大行高一些吧，zhao 行的在东莞也算是中上的，

因为东莞市藏富于民，而且该行主要做理财等中间业务，且当地人挺有钱的，所以业务还可以，但该行是很累很

累的。但听说招聘从一百多变为二十几，刷了那么多，口碑不太好。信 hang 在东莞一般般吧，由于东莞企业多，

且该行主要做公司业务，所以该行前几年业务不错。但从 14 年开始，sao 黄之后，东莞走了很多人，且低端制造

业在出口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很多企业破产，导致该行的贷款收不回，最终不良爆发，亏了几十个亿，之后的经济

也没有好转，所以越来越差，转正之前的实习期两三千吧。jian 行的待遇不太了解，但几个之前拿了信 hangoffer

的同学最后去了该行。you 储行的话这几年工资改革后听说涨了，云浮市的同学说研究生实习期 5700，本科生

3900，东莞不清楚，可能也还可以吧。 

       其次，聊一下其他的吧。有句话说越是不发达、偏远落后的地方，水就越深，也就越黑。所以，广东的话，

由于深圳包容性最大，是最不会排外的，广州次之，佛山再次之，其他的再次之。总体而言，东莞各银行招的大

多是本地人，且关系户会多点，特别是农商、信 hang 等毕竟本地人比较好开展业务，外地人的话请仔细斟酌。

工资的话，也是深圳最高，广州次之，其他再次之。深圳毕竟是金融中心，金融业务量大，年终奖几万甚至十几

万都可能，东莞这边的话差得多，得看各行的业务以及收入，听师兄说信 hang 去年的年终奖差点发不出来，最

后过年之后三月份才发了一万左右。 

所以，好后悔啊！虽是东莞人，还不如去深圳捞几年再回东莞 。不过，毕竟家人在身边，

感觉也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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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16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的求职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3513-1-1.html  

 

我是省内重点财经院校管理类硕士，本科是渣校，男生。刚刚参加完中信济南分行的三面，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顺其自然吧，个人认为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了。现在把参加中信校招的基本情况和一点心得介绍给大家，希望能

对后来的同学们有些帮助。我自己就是在参加每个单位的笔试或面试之前，都会认真拜读应届生专门针对这个单

位总结的笔经面经大礼包，感觉很有帮助。所以，我也为传承应届生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传统尽我自己的一

份力，希望看到我这个经验贴的同学能有所得，也希望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 

中信银行山东地区的校招环节是初面，网申，笔试，二面，三面。。。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四面，目前只走到三

面，昨天（12.19）下午面的。 

中信本次省内听说共招一百五六十人，分五个地方（济南，济宁，东营，滨州，临沂）没记错的话是这五个。如

果平均的话，一个地方 30 人左右，但想想济南应该得比下面地市多一些，那除济南外的四个地方总共要 100 左

右？济南要五十左右？我也不知道，纯属个人意淫。不过，三面的时候看名单，发现所有参加济南岗的三面的共

有大约 180 人，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中信今年的初面是在山东财经大学舜耕校区进行的，很早就在山财的就业网上放出通知，时间地点啥的，后来改

了一次。所以，提醒后来的同学一定也要留意一些学校的就业网，像山大、山财，不要把精力都放在应届生上，

并且还要经常性的看看有没有变化，像中信这次就把初面的日期改了一次。 

初面 

初面情况：初面是在山财舜耕校区那个酒店进行的，一大早到人就乌央乌央的了。中信初面有个好处就是，到

了之后会有人专门给你发号码，并且号码是按照不同地市来分的。所以假如你想面济南的和东营的，你可以要俩

号，哪个排到了就去面哪个。号是要贴在简历后面的，济南单独一个屋子面，其他四个地市的一个屋子面。我就

是拿了俩号，都排到了下午。先面的地市的，出来又排的济南的。地市那间屋子里的面试官好像都是各个地市过

来的人，因为根据大家后来的反馈，不同地市的同学，问他们问题的主考官是不一样的，总共有四五个面试官。

济南那间屋子也有三四个面试官。初面其实很简单，进门之前会有人把你的简历收上去，八个或十个人一组，进

去之后大家站成一排，挨个进行自我介绍。介绍完后，考官会根据每个人的简历或者自我介绍的内容进行提问，

当然，你要想被注意到、被问问题，你就得先让考官对你感兴趣。对了，中信的初面研究生和本科生也是分开进

行的，一组里面不会同时既有本科又有研究生。 

初面心得：两个方面吧，简历+自我介绍。简历我就不多说了，应届生上有专门讲如何制简历的，总之是美观

大方突出重点。我由于之前在银行实习过，所以我面银行用的简历上会突出我具体的银行实习经历，都干了哪些

事，取得了哪些业绩等等，相应的，我的学生干部任职经历以及所办过的一些活动就没怎么详细写，这些反而在

我面企业用的简历中是具体展开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简历不要一成不变，要有根据有针对地去灵活变动。另

外一个细节就是，我参加所有的需要上交简历的面试，我上交的都是彩打的，真心建议大家不要为了一张简历省

那么几毛钱交个黑白的，面试官拿到手里看到的感觉肯定不一样。所以细节真的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自我介绍。

在应聘前期，和舍友们谈论过自我介绍这回事，我们得出结论，初面的自我介绍一定要有特色，不要什么学习上

我怎么怎么牛逼，生活中我怎么怎么开朗，实践中我干过啥啥干部，你到时候一听，大家都是那么说，个个都有

奖学金，人人都是干部。银行设置初面环节就是筛选一部分人进入笔试，我们站在那里吧啦吧啦就是求人家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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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笔试的机会。我的观点是，尽量通过自我介绍吸引住考官的注意力，而不是千篇一律，和你前面后面的自我介

绍都如出一辙，那样的话考官早就听腻了，凭什么对你感兴趣。当然，我不是彻底否定前面提到的那种按部就班

的自我介绍，你要是对自己的的言语表达没信心或是担心紧张忘词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的来，毕竟大

家大多采用这种方式，稳妥。至于考官会问什么问题，一般就是，家是哪的？为啥来济南（东营，滨州等等）？

银行实习都干了啥？类似的，回答上言之有理即可。记住一点就行，初面的目的就是淘汰掉那部分一眼看上去就

不适合在银行工作的那部分同学，然后给那些适合的同学一个笔试的机会。这里并不是否定那些过不了银行初面

的同学，我讲的只是适合，银行的 hr 在初面的时候会有他们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绝对不是评价你整个人的标准，

它只是就银行这份工作来说的标准。所以不要因为初面过没过，而对自己产生怀疑，每个人去面了，都是最棒的

自己。 

网申 

网申情况：中信银行和别的股份制比起来很奇怪，他是先初面，然后发出通知进行网申。别的一般都是网申，

通过后再初面，然后笔试。所以等到中信银行的网申系统开放以后，一些同学以为参加了初面，就不需要网申了，

导致失之交臂。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是，不要想当然，千万抓住每一个机会。 

网申心得：有关银行网申的说法建议啥的太多太多了，我到现在也没整明白他们的筛选标准到底在哪里。每个

银行会有各自的标准，有的会卡年龄，有的会卡生源地，等等吧。我的建议就是一切照实填，具体的语言形式上

可以看看网上有关网申的视频，灵活地处理一下。这里为什么强调照实写呢，因为万一你走到最后了，人家万一

来个资格审查，就这样挂掉岂不是很可惜。我的本科学校很渣，但我所有的网申都是如实写的，最终网申通过率

还可以。五大行报的家乡的，股份制报的济南的。五大行的网申过了俩，股份制济南的大部分都过了。 

笔试 

笔试情况：现在银行的笔试基本全部都是机试了，题目量很大，内容涉及很广，有行测、金融知识、计算机知

识、时政、英语、性格测试。有关中信具体的笔试涉及面大家可以看其他具体关于中信笔试的笔经，考完太长时

间过去了已经，具体考了啥记不清了。 

笔试心得：由于我从暑假就开始着手看货币银行学，宏微观，会计基础知识，做各大行的真题，所以到后期笔

试的时候，通过率都还可以。大家最后也会发现，银行笔试其实也不怎么刷人，被刷掉的都是那些成天不学习，

裸考的。你不一定暑假就开始看，9 月份开始每天上自习或许也来得及。需要看的就是：行测，货币银行学，宏

微观，会计基础。我的资料用的是：中公的《全国银行招聘考试：经济·金融·会计》+华图的《资料分析考前必做

1000 题》+中公的五大行的真题+中公的专门讲行测的那本厚书+中公近十年的国考行测真题+大体看了看货币银

行学、宏微观的课本、考会计从业用的会计基础那本书。笔试时候一定要保证做题速度，不要纠结一个题上，做

不出来立马蒙一个答案再点下一题，不要想着等我都做完了再回来蒙，因为如果那样你会发现到最后你根本来不

及回来蒙系统就自动提交了。不过考中信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是分模块来设置时间限制的：英语是

第一模块，给的时间很多，题量不大，导致大家题都做完了，英语模块的时间还没结束，但是又不能进入下一模

块，只能等时间走完自动跳转下一部分。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大家要么趴那里睡觉要么去厕所，我当时是又把题目

看了一遍，改动了几个答案。其他的印象中感觉会计的基本没怎么有，宏微观的题目多一些，行测中关于排序和

找并病句的题目多一些。 

二面 

中信的二面是无领导，8 个人一组，每组的男生都比女生少，基本上最多 4 个最少 2 个吧。中信有一点很好，在

进去之前，引导人员会专门强调每人只需要记住自己的号码即可，无领导之前不需要自我介绍，也不要透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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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姓名等信息。比起其他银行，感觉中信最起码在面上的公平公正是做到了，点个赞吧。无领导的时间总共是 20

分钟，包括阐述观点，讨论和总结陈词的时间。刚开始是组员轮流站起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开始讨论。我

感觉我算是 leader 吧，并且也掌握着时间，气氛总体很和谐，大家总结陈词推荐的也是我。所以当时出来后感觉

不是很好，因为太出头了，建议大家不要这样，毕竟言多必失。在整个过程中，我说的倒是并没有多多，更多的

是在把握好住时间，控制好大家的讨论范围和进度，有组员跑偏或者太啰嗦的时候就果断礼貌地打断把他拉回来。

总结陈词的时候首先感谢大家的信任，然后有条理的具体阐述。强调无领导中需要注意的两点吧，一是如果面试

官在开始前强调不要在题本上写划，就千万忍住，控制住自己的手，有些同学做题成习惯了，总喜欢画个圈或者

打个勾什么的，这样不好。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无领导过程中大家不要体现出侵略性，你们是一个小组，是一

个团队，目的是就面前的问题获得一个一致的结论。大家不要在讨论的过程中去抨击别人的观点，要多多赞赏别

人，在谦和的同时保持清醒独立就好。要知道，用人单位招我们进去是干活的，我们进去首先是要当小兵听使唤，

面试官不会给自己招个领导进去。所以，建议同学们一定在讨论的过程中，从头到尾彬彬有礼，保持谦和，哪怕

你发言不多，你很好地倾听别人的观点并予以肯定，同样也会十分受考官们的欣赏。 

三面 

在二面结束大概一周以后，我收到了三面的通知短信，19 号下午，和我的中烟的笔试冲突了，感觉挺可惜的，毕

竟卷烟厂是垄断行业，待遇啥的都还不错，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瞄准一个尽全力去准备它就可以了。中信

的三面也是 8 个人一组，每组基本也是女生多于男生，本科和研究生分开进行。8 个人一块进去，一间大会议室

坐成一排，对面是各种大 boss 们坐成一排，大概有五六个吧。首先是自我介绍，按照序号来，完了之后中间的大

boss 会问一个问题，不要求回答顺序，谁想好了谁举手回答就可以。我们这组问的是你认为对于一个团队来说最

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答的都不错，考官也没就谁的回答进行点评或者进一步的提问，完了之后我们就撤了。在我

们这组前面的有问到习大大“三严三实”的具体内容的，据说没几个人能答的上来，哈哈，看运气了。我们这组四

男四女，俩海龟俩济南当地人，有中南财经的，山大的，山财的，要想突围难度炒鸡大。济南岗的三面 19 号进

行了一整天，每组 8 个人，貌似是 22 个组，一共 180 人左右，要多少人不知道。20 号进行的是其他四个地市的，

19、20 两天进行完所有三面。就在刚才，同学参加地市的三面刚回来，他那个地方要十来个人，三面总共近六十

人参加，分成了七个组，五组本科两组研究生，竞争激烈可想而知，他是哪个地市的我就不说了。 

对于三面，我觉着既然形式是与行长们面对面坐着聊天，那么他们想考察或是能够观察到的方面太多了，从我们

一进面试室门到我们走出去，一言一行都完全暴露在他们眼下，所以我觉着这个环节也不好去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的观点就是做自己就好，把最真实的自己，最好的自己展现给他们看就可以，另外还要在整个过程中注意好礼

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听天命，是我找工作过程中始终坚信的一点，我相信一切老天自有安排，你 offer

再多最终你也只能选一个去，所以，我尽力了，剩下的交给命运吧。阿弥陀佛。 

啰啰嗦嗦几千字，算是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信山东地区今年校招的基本情况，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心得只是我个人

的一些体会和看法，对后来的同学们来说可能适合可能不适合，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及具体单位做好自己的规

划，以上所言参考就好，祝你们好运，祝我好运！2015.12.20 BALLACk 

 

4.3 中信笔试+二面+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19147-1-1.html   

 

楼主 211 大学妹子一枚。看到网上中信招聘就报名了，直接网申，因为学校位置原因，没去济南现场参加一

面，直接进入笔试。 

       12 月 7 号笔试，前一天到达，住在同学宿舍，题目挺正规，主要是经济金融类知识，不得不说很专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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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挺广的，我还记得考了许多宏观微观、人力、管理、会计、财务管理、金融等等，LZ 会计学专业还是表示会计

题挺有难度的都是中级财务会计内容，不过多选全选对得 1 分，少选得 0.5 分，不选或者错选都是 0 分，很多拿

不准的果断选一个，英语感觉还是挺简单的都能读懂。接下来是性格测试，跟农行的测试一样，据说都是什么 ata

系统，不同就是加入了大量的行测，行测做起来还是很顺的，lz 进入性格测试网站挺晚的，但是交卷挺早的，临

出来时候瞄了一眼旁边同学屏幕，吓了一跳，跟我题目不一样，当时就怀疑是不是我漏做了题目，可惜已经交卷

了，还是淡定走人吧。 

       过了有一周就收到二面通知了，到达中信济南分行，早上说 10 点开始，结果到了 11 点才轮到我们照相进

场，7 人一组，先是每人一分钟自我介绍，接着是 10 分钟无领导小组讨论，表示压力还是蛮大的，基本都被山大

包场了，大部分都是名校。无领导题目是大学生就业问题，1 是降低自己的要求，频繁跳槽之类的，2 是谨慎就

业，具体的也记不清了。lz 就说了两遍话，1 是自我陈述观点，2 是讨论中说了一点，最后不到 1 分钟推举了一人

进行了总结陈词。 

      本来没抱什么希望，最后还是等到了终面通知，还是那个 10 点济南中心，这次是半结构化面试，据说济南

分行下属的各分行行长都到了，先是 1 分钟自我介绍，然后行长提问，各自回答。一半研究生，一半本科，答题

过程中确实能显现出研究生跟本科生层次上的差别，他们都很专业，也就这样很愉快地结束了。 

     现在在学校等待期末考试，希望大家都有个好消息，也给未来的学弟学妹们提供点经验！ 

 

4.4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笔试+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15343-1-1.html  

 

给 2015 届的师弟师妹~~~ 

一、先从宣讲会说起吧，大约 11 月下旬中信开始校园招聘，同样是网申。。差不多 12 月中信济南分行和青岛分

行在山大开的宣讲会，要求打印网申简历现场投递简历，算是初面吧，人超级多，直接没挤进去。。。然后清场。。

大家都出来按你报分行的位置排队，进去交简历+1 分钟自我介绍。。。宣讲的时候 lz 就一直在门口等着，然后

排的比较靠前，木怎么等。。。 

2014 年中信银行招聘笔试是第一次全国统考，分为两部分：专业测试和职业测试。。时间为三个小时吧 

（1）专业测试，题型为单选、多选（漏选得一半的分，lz 居然没看到！！粗了考场才听别人讲的，很傻叉的选了

好多选项）、3-4 篇阅读理解，题量很大，比较专业（有好多 CPA 会计的知识，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

资。。。还有增值税改营业税。。国际贸易（生产要素禀赋、李嘉图比较优势、关税真实保护税率。。。已经忘

得差不多了），反正专业题还是蛮多的，而且考的很广，也有一定的深度，会计、国际贸易居多，当天下午考建

行又遇到好多 cpa 会计的题，虽然 lz 考过会计而且考了 60 分，但是还是大脑空白，都不会。。有木有!!!顺便吐

槽下建行的笔试，比中信更虐，多选一个不会，而且刚开始就有 3 分钟的认知测试，lz 还没反应过来就跳过去了。。。

唯一比较有把握的就是最后的 4 篇英语阅读理解。。。所以银行笔试还是得看平时积累啊，基本分为行测+专业+

银行相关、时事等。但是笔试貌似不会刷很多人滴。。。 

（2）职业能力测试：这部分是和专业测试分开的，需要通行证（准考证上有写，还有你的邮箱）。。打开后发现

做过类似测评，就是北森测评，主要包括行测+性格测试。。。不是很难哇，但是好多数量关系都不会，貌似银

行考试数量关系我就没做过，全蒙 C。。 

二、二面，12 月 19 号面试，17 号晚上才收到，所以外地的同学注意啦！要时刻准备着！那天面试人不是很多，

根据三面的情况，二面估计刷掉一半。。。这比例算是很低了。。。二面分组进去，面试官 4-5 个吧，有个很慈

祥的老爷爷。。偶说的时候会一直盯着他，也没有怎么紧张撒。分组进去，一组 7-8 个吧，先没人一分钟自我介

绍，然后桌子上有无领导的题目、草稿纸和笔，不需要个人陈述，8 分钟讨论，2-3 分钟推选一人总结，题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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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然后就结束了。。感觉同组的人还是很厉害的，学校都不错。。而且看见好多镁铝 

三、终面，差不多一周就发终面了，也就是传说中的高层面试，就是各分行行长面大约八九个的样子，会给你打

分。。这次老爷爷也在。。。但是其他行长比较严肃哦。。有点小紧张。。也是分组进去，我们那组就没怎么刷

人。。，貌似还是二面的那几个同学。。每组 6-7 个吧，开始还是 1 分钟自我介绍（lz 还是把初面时候的自我介

绍重复了一遍），然后面试官问一个问题，谁想好了谁回答。。 

 

基本流程就是这样吧，然后时间刷刷刷~~~就定格在现在正写面经的 lz，也是在等待着，实在觉得无聊的 lz。。。 

自从找工作就每天逛应届生，给我的帮助实在是很大，所以就写下来吧。。全是大白话。。大家凑活着看吧。。 

从 10 月份就开始就开始找工作，虽然现在还木定下来，但是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焦躁，那么不安，那么害怕了。。

感谢关心我支持我的所有人。。 

相信市场是有效的每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4.5 中信 2012 春招全流程汇总--网申~体检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60914-1-1.html 

 

作为一个工科男，之前从没想过进银行。之前本来签了中兴通讯南研所，无奈女朋友签了淄博农行，鉴于往

一起凑的指导思想，尝试了一些淄博的招聘。四月左右，从看到了中信济南分行的招聘，有淄博&有信息技术岗，

我们专业又跟计算机比较相关，于是乎就报着比打酱油严肃点的心情尝试了一把。 

中信招聘过程感觉还是比较繁琐的，听之前面试银行的同学们说比四大行的过程都繁琐…… 

Step1：网申：填写报名表和信息表，表格在大街上可以下到，网申截止日期到 4.11。 

step2：初面：①省外的毕业生如果通过了简历筛选，接到笔试通知，可以不会来初面；②省内毕业生 4.12-4.13

直接到我们学校（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拿着报名表跟个人照片参加初面，初面的问题一般就是自我介绍。因为我

的专业跟计算机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他们不是很熟悉，所以也花了一点时间跟 HR 大姐说明了一下，一个 HR 面

对一个考生。尽量早去，据说 13 日下午他们挺早就收工了。初面人数不详~ 

Step3：笔试+性格测试：4.14 日收到中信短信“您好，恭喜您通过中信初面，请于 4.15 日 8:30AM 到山东大学中

心校区计算机中心参加笔试”。笔试一共分了三个类，好像是会计、综合管理、计算机。因为我的专业问题，他们

不是很熟，给我按第二志愿综合管理发的试卷，后来我找负责的老师调整了。计算机的试卷考了金融、计算机、

英语几个大部分，计算机部分多是一些网络相关的内容，比较简单。因为换试卷耽误了一些时间，没有做完英语……

性格测试部分是上机，因为题目前后不少重复的，可能就是测试你到底是不是前后一致，做题是不是出于本能吧，

一定要小心。题目有一部分行测的东西，图形推理~幸好之前报国安省厅看了两天的公务员的东西，行测考了 69.4，

申论 55，公务员酱油之旅就这么嗨皮完了。共有 819 人参加了笔试。 

Step4：二面：4.15 收到短信通知“您在中信济南的面试时间是 4.16 日 9:20AM，地点中信广场 12F，恭喜进入二

面”。二面的形式多个领导对多个考生（7:8 左右），结构化面试加无领导小组讨论，结构化部分包括自我介绍以

及对进场之前小组选到的一个的问题（当时只是选择题号，进场才知道什么题目），无领导大家都知道的……建议

无领导的时候，想到结论总结一下就马上抢答，不然后来说的就没有话题了。我们是 B5 组，选择的第三个话题，

求职过程中最看重什么最不看重什么，有几个选项可以选择“地理位置、公司发展、个人发展、薪资”之类的，我

选择的个人发展最重要、薪资最不重要，小组的结果是个人重要、地域不重要，我不是很支持地域的问题，呵呵。

二面一共用了三天，之前的说法是两天，结果我们区区群里听说第三天也有去的，三天的人数大概是：216、170、

70 左右，第一天数字准确，因为我是第一天去的，二三天是区群友告诉我的而论坛不让发关于这个的消息，有兴

趣的同学自我挖掘找彩蛋。 

Step5：三面：4.24 收到了一条祝贺通过二面的短信，初定于 5.3~5.4 三面，4.26 收到短信“请于 5.4 日 14:40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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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三面，携带就业推荐表原件”。三面的形式也是多对多（7:10 左右），考官全是 Boss，各大分行的行长。形式也

是自我介绍，介绍完后济南的大 Boss 出了两个话题让自由谈看法谁想好谁来。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中信，为

什么选择你选择的地方，有什么优势。自己谈看法的时候大 Boss 会打断，大 Boss 很随和经常开些小玩笑，所以

谈话还是比较轻松的，很欣赏 Boss，嘎嘎。因为我这个职位他们不是很熟，结束后大 Boss 又让人安排了我跟济

南信息部部长的谈话中信 228 济南 372 区区群 330。三面两天一共 18 个组，一个组大约 10 个人也有有少的比如

9 个。最后还碰到一个霸王面的兄弟，勇气可嘉祝他好运。感觉三面发挥的不是很好，说话有些卡壳，再就是因

为专业的问题很是担心~ 

Step6：体检：5.7 日收到短信，通知体检。当时正跟女朋友逛街，激动，各种激动……5.9 日早晨乘坐班车到重汽

医院参加的体检，还给发了一个早餐券，呼呼，我爱中信。抽了一大罐子血，心疼…… 

再总结下人数比例，笔试：二面：三面：体检=819：（216+170=70）:180:51，差不多就这个数，也就是说最终

录取了不到 60 人吧， 

接下来就是继续等通知了，希望大家都能顺利，Fighting！希望大家一切顺利。 

2012.5.11 BY 海の蓝 in CSE.SDU 

 

4.6 济南中信经验分享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55120-1-1.html 

 

先说这次济南分行的春招吧 

。 

   4 月中旬，经历各种打击之后（以后再详细说下我的各种打击），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参加了中信济南分

行的春招。 

   很幸运，海面，笔试都通过了 。我觉得认真准备你的报名登记表真的很重要。首先是硬件条件，学生干

部、奖学金、获得奖励，这些东西越多越好。其次是软件，对于“主要能力优势”、“应聘理由”、“特长及爱好”，

这些东西要仔细想一想，你报的是什么岗位，这些岗位需要什么东西，银行最看重哪一点，哪些东西是你有的，

哪些东西是写上去很好看的。不要匆匆应付，写写就算了。当你认真对待一件事情，肯定会在这件事情上有所收

获。最后对于个人照片，我们大部分人报的都是银行柜员吧，柜员是银行的脸面，人家收你的个人近期照片就是

想看看你的精神面貌，对于我们学生来讲，青春、朝气、精神就够了，如果你是美女帅锅，那就多贴几张照片，

展现自己的魅力，没有人讨厌美丽的东西。如果你不在美女帅锅行列，也请你认真对待一份你所要求职的报名登

记表，不是看起来好看点就可以，主要是展现你的精神面貌。 

 

 

   重点说下二面和三面吧。 

 

 

  众所周知，二面是无领导，楼主很悲催的被分在第一天的最后一组。最后一组神马状况？当时已经下午 7 点了，

领导们各种脸看了一天，又是饥肠辘辘啊。我当时觉得，基本上自我介绍完后，领导挑顺眼的就定了，其他只是

走过场吧。但是更出乎我所料，8 个人一个小组，每人一分钟自我介绍，一分钟阐述观点，5 分钟小组讨论，自后

总结陈述。我们小组抽到的是：有人喜欢事前做好计划，有人喜欢边做事边修改计划，有人喜欢事后进行总结，

问你觉得那种好。到小组讨论的时候，刚四个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面试官就叫停了，说我们小组没有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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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也不用总结陈述了，面试结束，大家可以离场。还有一半人没说话有木有。当时楼主那个惊啊，这么短的

无领导，头一次啊 （也可能鄙人见识短浅，没见过这种、。。。。。。）。然后就郁闷的出来了，连结论都没达成，

小组成绩肯定不高啊，想着肯定过不了。 

 

 

  第二天晚上跟姐妹出去吃饭，排遣一下郁闷的小心儿。 

  大概 9 点的时候，收到了中信三面通知，速度如此之快！！ 

  兴奋不已啊当时。手舞足蹈的就从万达回宿舍了，一路上那个不正常。  

  当时距离终面还有一星期，足够准备了。 

 

 

  前几天，我就在 bbs 上搜中信面经，找中信的学长各种扒信息，然后散漫的看着有关中信的各种新闻、消息。 

  到了面试前几天，姐疯狂修改自我介绍啊，1 分钟版，3 分钟版，五分钟版，然后找各种人修改，各种版本满天

飞，精益求精嘛~毕竟自我介绍出彩就拿下半壁江山了。 

 

 

  我是 5 月 4 号早 8:50 面试，3 号的时候，拉着一姐妹陪我去踩点。本着异性相吸的原则，搂着各种找男同学问啊，

面试形式，面试的时候问的问题等等。好多男同志还是比较绅士的。不过有个记忆犹新的哥，等候面试的时候各

种油嘴滑舌，跟所有人胡吹海侃，当别人一问到有关中信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一概不知。都是来面试的，一个大

男人小肚鸡肠，楼主鄙视之。  

 

 

  到了四号一大早，穿好正装（对于着装，楼主不喜欢白色衬衫，所以去 g2000 买了个蓝色，加上所有人都是白色。

独特一点未必不好，独特而低调，楼主觉得刚刚好。）。 

  悲了个催的，大早晨的，堵车啊，堵死。抱着一颗慌张的小心儿，我终于提前 3 分钟到达了面试地点，各种慌张

啊。  

  我是本组第一个，但是鉴于楼主的硬件设施比较齐全（小自豪一下下~），还算不是很担心。 

  进去面试之前，每组人都要拿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图签，站成一排，照相留念。听说是为了等你进了中信后，给你

看看当时应聘时候的样子。好吧，我还是觉得挺有意义的。 

 

 

终于，我推门进入了面试会议室。昂首挺胸，微笑，气质，这些都是必要的。 当然也少不了该死的紧张，

老紧张了呢。接下来是一分钟自我介绍，因为已经滚瓜烂熟了，我也注意了一下说话语速跟语气，等自我介绍完

了就不紧张了。然后等待其他人介绍（期间一直要保持微笑哦）。我们那组问的问题是，你对中信银行济南分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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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了解，银行的文化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进入济南中信，你有哪些优势和缺点。当时脑子一蒙啊，我准备的都

是中信银行的，没准备济南分行的啊，还是先听听别人是怎么说的，然后顺便自己也整理一下思路。说到这里，

我想起来，其实面试的时候，对于那种发散性问题，回答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精气神还有回答思路的逻

辑性。再说回面试。我大概是比较中间站起来的，当时对面的都是大 boss，社会阅历那个丰富啊，所以楼主认为

装逼真的行不通，所以我就打算实话实说，像一种聊天的形式，分条阐述了我的观点。对于个人优缺点的问题，

对于不同职业大家需要准备不同的内容（这个问题真的很常见啊。）。结果领导还是很喜欢的 。。。。。 

以上就是中信的面试经验，分享出来，为体检通知攒人品，也为以后准备进入中信的同学们提供经验。 

 

 

楼主年前各种找工作不顺啊，苦逼一枚，希望从今往后可以运气一点。大家面试都加油啊~文笔有限，凑合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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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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版，2022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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