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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简介 

1.1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概况  

 

“来自市场，更懂市场”——最懂您的商贸金融伙伴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初创于 1987 年，2005 年完成股份制改造，2006 年由地方城市信用社改建为商业银行。20 多年来，我们一

直致力于做小微企业和市场商户的商贸金融伙伴。从扎根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到全面进入长三角经济圈核心区域，我

们始终紧随市场经济的步伐，关注小微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 

  2006 年以来，我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成功走出义乌，全面布局长三角，分支行和村镇银行网点遍及全国 9 省（直辖市），

口碑和影响稳步提升。截至 2016 年末，我行注册资本 30.64 亿元，资产总额近 1600 亿元，并在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

重庆、四川、江西、云南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及村镇银行网点 170 余家，其中分行及管理部 14 家，发起设立村镇银行 9 家。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近 14 亿元，累计纳税达 8.5 亿元。在国际权威财经媒体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排名中列 492 位，

连续多年保持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综合评价 A 等行、中国银监会金融监管评级二级。   

    标志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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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徽以钱币为基本元素设计而成，寓意了银行的金融性质和业务职能。白色线条四方串联表示银行与顾客之间的自由贯通，象

征银行在业务及服务上的突破革新、多元化发展的经营面貌。四个圆形组成的基本造型，象征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永续经营、追求圆

融完美、向内凝聚、向外拓展的前瞻企业个性。 

  行徽整体设计正统且含义深刻，创意取源“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是儒家思想的一种体现，圆是圆润的处世态度，方意为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表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将不断发展，生生不息，四方逢源，齐心协力。创新无限的标志自任一角度观之，

皆有无限延伸之象，象征了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不断前进之意。 

   

  品牌标语 

   

       

  意喻依托市场，跟随市场，服务市场，因市场而生，为市场服务，与市场共荣，与市场血脉相连。我们更能发现在整个商品流

通市场产业链中客户的价值、客户生意的价值，更能互相成就价值。 

   

  见证成就 

      经过多年的专心经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已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小企业、个体商户服务模式，在赢得广大客户满意信赖的

同时，也获得了公众和业内的高度关注与评价。2011 年，我行“地缘信贷”模式成为中宣部选定的全国重点宣传推广典型，新华社、

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对相关做法进行了集中报道。 

  多年来，我行荣获：    

      2016 年 12 月 9 日，我行荣获《金融时报》金龙奖“年度最具竞争力中小银行”大奖。 

      2016 年 9 月 24 日，我行在“2016 中国银行家论坛暨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发布会”上荣获“最佳产品创新城市商

业银行”、“老百姓最喜欢的城市商业银行”两项大奖。 

      2016 年 9 月 9 日，我行科技创新项目“应用系统双活平台”获中国人民银行 2015 年度银行科技发展奖三等奖。 

      2016 年 7 月 5 日，“市场通”获评中国银行业“2015 服务小微五十佳金融产品”。 

      2016 年 5 月，“惠金卡”在 2016 中国金融创新论坛上获评“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 

      2015 年，在“2015 中国金融创新论坛及颁奖典礼”上，我行“融易卡”成功捧回零售业务“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 。 

      2015 年，在“2015 浙江金融品牌榜评选”中，我行手机银行获评“浙江十大手机银行”。 

      2015 年，我行“市场通”荣获浙江省银行业第三届服务小微企业“十佳金融产品”。 

      2014 年，我行荣获《钱江晚报》年度“浙江小微企业服务之星”、“浙江十大理财银行”。 

      2014 年，我行“市场通”荣获浙江省银行业协会组织评选的“浙江省银行业第二届服务小微企业十佳金融产品”。 

      2014 年，国际权威财经媒体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评选的“2014 年全球银行 1000 强”榜单，我行综合实

力排名稳步提升，位居全球第 500 位，较去年上升 59 位。 

      2013 年，在由《银行家》杂志社、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委会共同主办的“中国银行家（陆家嘴）高峰论坛暨 2014 中

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发布会”上，我行被评为年度“最佳 IT 建设城市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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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在由中华英才网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大学生最佳雇主”评选中，我行获评华东区金融业最佳雇主。 

      2013 年，在由浙江日报社主办、浙江日报财经周刊、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杭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承办的“2014

浙江小微金融创新推进会暨优质小微企业融资对接会”上，我行获评“2013 年浙江小微企业值得信赖银行”。 

  2013 年，在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对全省银行卡交易运行质量评比工作中，我行以城商行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2013 年度浙江

省（不含宁波）银行卡跨行交易质量优胜奖”。 

      2013 年，在《银行家》杂志主办的“2013 中国金融创新奖”评选中，我行“市场通”专业市场中小经营户综合金融服务创

新案例荣获“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 

      2013 年，在由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3 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中，我行荣获年度

“最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城市商业银行”称号。 

      2013 年，在“金融界·领航中国金融行业年度评选”中，我行荣获“最具成长性区域性银行奖”。 

      2013 年，我行获评《浙江日报》年度“浙江小微企业值得信赖银行”。 

      2012 年，我行获评《银行家》杂志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年度“最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城市商业银行”。 

      2012 年，我行“市场通”被浙江日报社浙江小微企业金融创新推选组委会评为“最佳创新融资产品”（模式）。 

     2012 年，我行获评《银行家》杂志“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年度“最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城市商业银行”。 

     2012 年，《银行家》杂志“2012 中国金融创新奖”评选中，我行“商位使用权权利质押贷款业务产品创新案例”荣获“十

佳金融产品创新奖”，“财丰理财人民币理财产品营销案例”荣获“十佳金融产品营销奖”。 

     2012 年，在《当代金融家》杂志主办的“2012 年度最佳中小银行评选”活动中，我行在众多参选银行中脱颖而出，荣获年

度“最佳中小企业服务奖”。 

     2011 年，在由智联招聘、北京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雇主品牌传播中心、中国教育电视台《职来职往》共同主办的“中国年度

最佳雇主（2011）”评选中，我行荣获“2011 年度华东区最佳雇主”称号。 

     2010 年，我行跻身《银行家》杂志全国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 500-1000 亿）竞争力排名前五名。 

     2010 年，我行小企业融资服务被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浙江服务名牌”。 

     2009 年，《银行家》杂志“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中荣获 2009 年度全国中型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第四名，并获“2009

年度最佳小企业金融服务城市商业银行奖”。 

     2008 年，被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中小企业局评为“浙江省年度小企业信贷服务先进单位”。 

     2008 年，《银行家》杂志“2008 年度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中我行荣获全国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第四名。 

     2008 年，我行被人民日报社市场报、中国联合商报社、中国国际品牌学会、品牌杂志社等联合评为“中国城商行十大最具竞

争力品牌”。 

     2008-2009 年，我行获评第二届中国理财总评榜“最佳城市商业银行”。 

     2007 年，我行被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织委员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联合评为“全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十佳商业银行”。    

       2007 年，我行获评《银行家》杂志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排名“全国中型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第三名。 

      未来，我行将更好地服务于商贸经济、服务于小微客户，努力成为一家品牌清晰、定位精准、社会赞誉的“市场银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czc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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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面试+笔试资料 

2.1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 柜员（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816-1-1.html 

 

 

五对一单面，面试简单，主要看有无资源。面试不是很尊重人，比较傲，无端的自豪感优越感。面试官面试的时

候抽烟，还有一个直接就在那里接电话。服 

 

你家里都是干嘛的？你从农村来的（exm??县城咋了，还看不起我）？你不知道南京的物价高吗？你期望的工资

多少？就一轮面试 

 

 

 

2.2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 柜员（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815-1-1.html 

 

面试那天，大概有 20 多个人吧。一个一个进房间抽题目。我抽到的是银行的背景你对银行的认识还有为什么要

加入。这个肯定都提前了解过了。然后他就让你晚上去做笔试。笔试的题目和公务员行测的差不多，难度不大。 

 

你的基本情况？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银行。你对该银行的背景了解多少。你对柜员这个职位有什么认识 

 

 

2.3 校招衢州分行营销岗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2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2164-1-1.html 

 

 

 LZ 三号收到的通知，五号在衢州面的试，人数不多，以柜员和营销岗分为两个地方面试，lz 不幸是第一个面试 i

的，进门后有三个考官，很明显中间那个是领导，问题基本上是他在问的，首先是 i 自我介绍，三分钟以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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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的时候考官是低着头看资料的，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 。随后问我对银行业的认识，稠州银行的认

识，还有对营销人员工作的认识。接着问的是家庭背景，在衢州的人际关系之类的问题，很明显商业银行很注重

未来你能为公司拉来多少的存款。然后边上的考官根据我的简历给出一个产品销售的模拟情景，问你在这种情境

下你会怎么去推销出自己的产品。。。 接下来，看我简历上不是衢州本地人就问了为什么选择衢州分行的问

题- -。。。然后然后。。就是问如果让你去支行当支行行长之类的工作，你会怎么做？？    

      基本上问题就这么多吧，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的原因，面试房间好冷就是 。。发个帖攒攒 RP！不知

道会不会有二面。。。 

 

2.4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测评一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03053-1-1.html 

 

发个帖子攒人品。原来稠州银行的第一次测评是这样的啊，分成 4 部分，每小部分是 15 分钟，跟行测的内容是

差不多的，完成一部分，自动转入下一部分。 

 

 

2.5 新鲜出炉 11 年 10 月 29 日稠州商业银行在线评测攻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00281-1-1.html 

 

 

为了攒 RP，特把刚刚做完的在线评测经验分享给大家。 

本次稠州银行的在线评测是委托给智联招聘的，大家按 EMAIL 上说的把账号密码登入进去就可以了。进入系统后

有一定时间的例题，主要是让你进入状态，可做可不做。评测约为 80%都是性格测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时间

上有明确的限制，各位一定要注意时间，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做的越慢系统认为你说谎概率越大，所以 just be 

yourself。此外其他 20%包含数学应用题（和公务员的题型类似)你，难度不大，还有几个文章的阅读理解题目，

最搞笑的还有几张图片题目，大致是让你判断图中人物是什么表情，by the way，看过 lie to me 的童鞋表示毫无

压力。大致就那么多了，有问题的可以留言~顺便保佑自己通过-  -之前的渣打网申性格测试就没通过，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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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稠商行一面无领导小组面试归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44108-1-1.html 

 

 

一面后，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不知道结果，只是和大家分享下个人意见，给后面的人介绍下情况做个参考，

积攒人品，期待好结果。 

一面采用的是无领导小组讨论，是关于提升员工的多项选择问题，先是 5 分钟读材料，然后 2 分钟陈述，在 15

分钟自由讨论，最后总结陈述。对与 10 个人的小组，15 分钟的时间太短了，所以建议各位一定要勇敢地多发言，

否则你只能淹没在唾液中。陈述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高度，不能人云亦云，单单说个选项和理由。如果

能够给选想归类说明，突出你的与众不同很重要。 

发言的时候要大胆，充满自信。在面试前，好好想象下自己在里面的角色，自己想要的结果。如果你想当个隐形

的领导者，这点很重要。即使有些你预想说的话被别人抢了，你也可以对整个过程把握个五六成。在和同学对话

中，要善于采用衔接词，比如“我同意 4 号的观点”、”请 7 号分享下“等等之类的，这样才能体现出你的协作能力。 

珍惜自己面试的每一次机会，善于总结，你会发现自己的成长，面试其实不是那么可怕。 

 

 

2.7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2012 校园招聘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58897-1-1.html 

 

 

今天下午参加了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南京地区的面试。。。。非常的郁闷。。。。  

本人是一非 211 财经类院校的小硕~前阵子拿到了泰隆银行的 Offer，之所以去稠州银行面试，是因为对上海的恐

惧，还是觉得留在南京比较好。还有就是稠州银行比泰隆银行的历史更久，以为会更靠谱一些。。。 事实

证明我是多么的幼稚。 

很久以前在线参加稠州银行的测评，也是外包给智联招聘还是什么的，总之和泰隆考的差不多，性格测试。然后

隔了一周收到通知，在线预约面试， 至此都还满正规满高档的说。。。。当时预约面试只有很久之后的今

天。。。上午和下午两场（一场预约上限是 50 人，实际总共预约的平均每场 35 人左右）。 

稠州银行位于洪武北路，附近各家银行栉比如鳞~门面倒是挺大挺辉煌的 ，充满期待的进去了，二楼，三

个面试官对一个人（中途可能走个，可能进来个。。。。到我的时候出现了 5 个人。。。）大家在等候区等着，

一个个去面试。前面出来的同学说是先自我介绍，然后问专业优势，问可有资源。。。面试柜员的则都被问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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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劳务派遣制。。。面试客户经理的大多数都被问到可有资源，木有底薪干不干 。。。。。 

终于轮到我，进去是四个考官，一个女的，三个男的，一男一女从没说过话，先是自我介绍，然后就问我现在的

实习工作一个月是多少钱 ，我在外企实习 2200 一个月，那个面试官就问：你为什么不留在那边 。

我说专业不对口，不喜欢，希望从事金融行业。他就问我期望薪金是多少。 根据泰隆给的条件，在考虑到

南京和上海的生活成本差异，我说六千左右。那边态度马上就恶劣了，一个人表现出不想理我的样子 ，另

一个人问远达不到的话，你会怎么办，可能只有一半，但是和绩效挂钩，做得好可能远远不止。 唉，心就

凉了。。。还是坚持着说了场面话，我说我要考虑两点，一是这个工资和我的努力程度是否成正比；二就是上升

的空间大不大。然后他们就没有问了。。。就结束了。。。。说会尽快给通知。 

感觉非常的糟糕 。首先，稠州银行不重视学历，不重视学习能力； 

其次，非常赤裸的谈工资，以及家庭资源； 

再次，面试感觉很不正规，虽然银行我面的不多，但是至今为止的面试里，就数稠州银行的最不正规了，考官吊

儿郎当的，问的问题随性且功利性很强，一点也不专业。。。装装样子都不会。。。。  

通过比较我决定选择泰隆了。。。。很想速度的寄去卖身契。。。。>_< 

祝大家好运~Offer 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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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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