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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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的本义。 

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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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成都银行简介 

1.1 概况介绍 

    成都银行成立于 1996年 12月，是一家国有控股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引入马来西

亚丰隆银行作为境外战略投资合作伙伴。2018年 1月 31日，成都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成为四川省首家上市银行、全国第 8家 A股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目前，成都银行注

册资金 36.12亿元，在岗员工 6600余名，下辖重庆、西安、广安、资阳、眉山、内江、南

充、宜宾、乐山、德阳、阿坝、泸州、天府新区、绵阳 14家分行和 31家直属支行（部）、

共计 210余家营业网点，发起设立国内首批、中西部第一家消费金融公司——四川锦程消费

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江苏宝应锦程和四川名山锦程村镇银行，并入股西藏银行。 

 

 

    成都银行秉承“服务城乡居民，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积极探索

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径，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业务特色和竞争优势，综合实力位居中西部城

商行前列，多项经营指标增幅排名上市银行前三位。截至 2021年末，成都银行总资产 7683.46

亿元，各项存款 5441.42亿元，各项贷款 3896.26亿元。在 2021年英国《银行家》公布的

最新排名中，成都银行居全球前 1000家商业银行第 217位。 

 

 

    成都银行坚持“亲民便民惠民”理念，持续开办代发工资、社保和代收煤气水电费等与

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金融业务，坚持优惠的定价和收费策略，最大限度降低银行卡用卡

成本，提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创新推出“E城通”综合缴费平台，积极推进互联网金融和

社区银行建设，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市民百姓享受到便捷实惠的金融服务，赢得了“市民

银行”美誉。 

 

  

    成都银行致力于为广大小微企业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产

品创新和“本土化”改造，开发了一批“特色化、标准化、本土化”产品。目前，旗下“财

富金翼”小微企业融资品牌包括“壮大贷”、“成长贷”、“科创贷”、“科票通”、“创业贷”、

“惠农贷”、“易采贷”等 10余种产品，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多种金融方案

以及一站式金融服务，不遗余力支持企业成长发展。 

 

  

    成都银行主动将自身发展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积极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都

都市圈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等中央和地方重大发展战略，借助成都在西部地区的核心

地位和辐射作用，结合川陕渝三地共同的产业优势，积极做好金融支持和资金要素保障，加

大对地方重大产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的支持力度，为区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城乡一体化的有序推进作出了积极贡献。 

 

    成都银行持续发挥地方性法人机构优势，将经营活动开展同社会责任履行紧密衔接、有

机融合，全力推进改革创新，大力支持四川经济建设发展，切实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持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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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活动，不断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等方面取得新成效，荣获“最具爱

心企业奖”，彰显了西部领先城市商业银行的强烈责任担当和良好品牌形象。 

 

  

    近年来, 成都银行凭借优异的经营业绩和优质的金融服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先后荣获获评“成都市重点产业上市龙头企业”、“四川企业 100强”、“最佳城市商业银行”、

“最佳金融服务城商行”、“最佳优质服务银行”、“最佳民生金融奖”、“银行科技发展奖”、

“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奖”、“百姓最信得过的银行品牌”等荣誉称号。 

 

 

1.2 组织架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成都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成都银行官方网站： https://www.boc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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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都银行笔试资料 

2.1 成都银行 2018 年校招笔试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1268-1-1.html 

 

    翻看了论坛，关于成都银行历年的校招笔试帖子太少太少，所以我想为明年备考的学弟

学妹们留下点东西～～今年的秋招笔试是 11 月 19 日下午 14：00 到 16：00，一共两个小

时，上机考，但是那天考完普遍 15:40 很多人都考完了。先来说说题型，还是 epi 那一套，

语言／数字／逻辑／思维／资料分析，五大部分，外加 12 道性格测试和认知记忆能力的测

试。说说难度，epi 部分不难，难度一般，主要是时间要掐好，因为楼主数学一般，所以先

把语言和资料分析做了，这两个部分很容易拿分，尤其是资料分析可以说是完全可以拿满分！

因为真的很简单。。。。然后关于数学逻辑推理那三部分，就需要好好对待了，感觉成都银行

对数字考察比重很大，所以大家还是要重点准备下这几个部分，毕竟这才是拿高分的秘籍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成都银行这次考试没有考其本身的行业知识和金融经济相关知识，

不知道往年有没有考察。由于楼主参加过其他银行的笔试，基本上都考察了 xx 银行自己的

企业知识和一定比重的金融经济知识，所以说这次考完成都银行还是蛮讶异的，但这也并不

是个坏事，至少你准备的事情就相对较少了是吧。 

 

    写完啦～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2.2 成都银行管培生 20181119 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2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0746-1-1.html 

楼主报考的是成都银行的管培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报管培生的不多，大多数都是综合金

融岗。我们考场有差不多八十个人，只有 3 名是报考的管培生岗位。考试下午两点开始，先

考行测一个小时，语言理解、判断推理、数量关系、逻辑推理每部分 20 题，一共 100 题，

所以时间非常紧张，最后蒙了好多题。可能因为时间问题，所以楼主觉得难度挺大的，提醒

大家一下，有一些银行一本通上面的原题，看了书还是有点用的。 

因为报考的是管培生，所以接着考了 20 道管理题，20 分钟。基本上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

道的就只能蒙，所以 10 分钟就做完了。这 20 题里面看过银行一本通应该能做对至少 10 题

吧，其他也应该能猜对几道。 

如果不是报考的管培生，而是报考的其他岗位，好像直接就是 80 分钟做 100 道行测，没有

管理题。 

然后就是认知能力，一个是几个星星瞬间消失，然后回忆位置，一个是大家来找茬。 

最后是性格测试。整个考试很快，不像四大行好几个小时，基本上大家一个半小时就都出考

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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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都银行面试资料 

3.1 总行管培凉经天津银行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1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1189-1-1.html 

 

一轮无领导，一轮单面，一天内结束。（成都银行是我见过清北硕含量最高的无领导，80%+，

卷晕了。。） 

 

无领导前先玩了个游戏，蒙眼猜形状，据说和招总形式差不多； 

然后是给材料选方案，小组要先达成一致意见，再完善补充观点，最后推一个人总结发言。 

整个流程应该有一个多小时。 

 

单面问到的有对自己无领导表现的评价、简历问题、对成都银行的了解、行为问题等，整体

比较常规，差不多 30 分钟。 

 

 

 

PS： 

本来听说是两周内给结果，结果快一个月了才通知，不知道招多少人，被调剂到综合金融岗

就拒了。 

其他评论： 

-请问是哪里的号码给你打的电话呀 

-成都的号码，028 开头的 

 

 

 

3.2 成都银行春招面试回顾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8818-1-1.html 

  

 希望可以供未来的学弟学妹们简单参考。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这一次的春招只面一次，

然后两周出面试结果。总共有四组面试官，所以同时可以面四个同学。面试官一个提问，一

个记录。一个人大概 15 分钟。 

1、首先是一分钟的自我介绍。 

2、接着问你学校的层次水平。 

3、然后就是根据简历提问。因为我是在省外读的大学，所以还问了我为什么跑那么远读书，

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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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简历上你写的经历，问你具体问题。一些事情问的比较详细会让你详细分享，你遇

到最大的挑战，最有成就感的之类的。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同学们一定要熟

悉简历啊） 

5、之后就是问你秋招怎么样，拿到了哪些 offer（要求你说出具体公司名称），现在手里有

哪些 offer，这些 offer 的岗位都是什么。 

6、还有你之前对成都银行有什么了解吗（这个问题我想到了的，但是后来一打岔我就没准

备这个问题，所以问到的时候我很懵，因为我了解的不多所以大概说了一下）还有是否服从

调剂等。 

7、了解完之后，就问你是否有问题要问，我就简单问了两个。 

然后结束啦！ 

自己也通过这次面试发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建议大家面试过后可以在备忘录里写下自己的

问题，然后以后有面试的话，面试之前拿出来看一下，免得再犯。 

发发帖，攒攒人品，希望可以收获 offer，嘻嘻嘻。 

 

 

 

3.3 成都银行春招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7300-1-1.html 

 

由于疫情，本次春招只有一次面试，一面即终面。 

首先是一分钟自我介绍，然后是根据简历提问。 

某段实习，你的收获是什么？实习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举例说明，你牵头组织过的活动。 

为什么选择成都银行？ 

为什么选择这个岗位？ 

手里有哪些 offer？在看哪些机会，如果都给你发了 offer.你怎么选择？ 

目前工作可选的区域有温江，郫县，天府新区，邛崃，优先考虑哪一个？为什么？ 

是否有亲戚朋友在银行工作？什么岗位？ 

面试后说大概两周出结果。 

希望这个神奇的论坛带来 offer！许愿！ 

其他评论： 

-请问您是什么岗位呢？hr 明确的提到了可选区域了么 

-信贷岗，我觉得她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吧…… 

 

 

 

3.4 成都银行春招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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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6926-1-1.html 

由于疫情 这次校招只有一次面试 两个厅 每个厅两组面试官 一边是三个人 另一边是一个

人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两边都是空的 不知为啥分去了三个人的组？可能和地区有关吧？签

到表上有本科有硕士地区是地级市到成都地区不等 因为我的名字在第一页就没有往下翻了 

大概三页的样子 好像都是免试的 下面开说正题 

面试官很温柔 中间的面试官担当主要提问 开场首先是自我介绍 然后问优势和劣势 然后

问实习经历 再根据简历提问 特别问了我证书相关 可能和我简历标红有关 这个证书大多

人没有 问了考证过程等等相关 然后还问了对成都银行的认知 整体比较简单 最后问如果

录取不到是否服从调剂 大概说了成都几个地方具体记不清了 

听说应届生论坛是个神奇的论坛 为自己攒个人品 希望大家都能收到 offer 

其他评论; 

-请问楼主知道大概啥时候出结果吗 

-两周左右 

 

 

 

3.5 成都银行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6208-1-1.html 

 

前两天参加完了成都银行的二面，来分享一下给学弟学妹做参考～ 

一面：一个背景材料，里面有两个方案。等待的时候在门口抽号，抽到 A 就自然分到支持 A

方案，抽到 B 就是支持 B 方案。进去之后有几分钟先读题，然后 10min 组内讨论，材料后

面会有问题，按照问题讨论答案就好，之后每组派一个人做 2min 的陈述。然后是 20min 组

间自由讨论，最终所有人统一一个意见。需要注意的是。。。时间过得很快，一定要有人计

时。我们当时最后 5min 还没统一答案，貌似最后一两分钟才勉强统一了观点，感觉有点儿

不太好～最终，推选出一个人来陈述总结，因为最终选的是我这一方的方案，我就推举了之

前代表我们组发言的女生出来说了。结束之后，面试官会问问题。两边都有发言特别少的人，

都被问了感觉自己表现怎么样。又问了三四个人，楼主也被问到了表现好和不好的地方是哪

里。当时觉得可能没戏了，因为被问到的都是楼主感觉表现不太好的人。。。没想到后来收

到了二面通知，很惊喜～ 

二面：3v1，但是楼主进去面的时候有一个面试官出去了，所以就变成了 2v1. 同样的，进

门之前抽题，有几分钟准备时间。楼主抽到的是情景问题，就是给了一个工作中可能会出现

的情景，问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本来以为一进去会先说这个，没想到自我介绍之后，先

问了一些简历上的问题，又问了遇到过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选择成都银行。之后才是说抽

到的题，会根据你的回答再问一两个问题，然后，就结束了～整个过程面试官比较 nice，有

时候在记一些东西，有时候会看着我，感觉还可以，也没有被 challenge 的感觉。对了，二

面的时候，男生真的很多很多，我那个时间段，男女比例大概 7:3 的样子。。。也有本科生

进了二面，虽然绝大部分是研究生。 

 

总之，整个过程就是酱紫，希望能收到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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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18 成都银行初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3812-1-1.html 

 

初面的地点在城市名人酒店，去了先签个到，然后写了个自己的铭牌，等待面试。那天全是

女生，不知道是不是男女分开的，而且好像大多是研究生。 

面试是对抗式无领导，就十人一组，进去分开两边坐，一边是 a 观点，一边是 b。不用自我

介绍，就直接开始了，具体流程和以前一样。先五分钟阅读材料，再组内讨论，组间辩论，

最后达成一致观点，选派一人总结。完了之后，面试官问了对方两个不怎么发言的同学她们

的观点。然后又问大家对总结有什么补充的，我方和对方各有一个同学回答了。最后说有一

个抢答的机会，问的是怎么评价你们组的表现，对面是总结那个同学回答了，其实我觉得她

不用回答了，因为她说得挺多了，我们这边是我回答了，觉得说得稀烂。 

我是第一次参加面试，还是有点紧张，觉得自己表现得不是很好吧，但还是过了。我觉得如

果是我这种表现欲不是很强的人的话就抓住机会好好说一下就可以了。 

 

 

 

3.7 成都银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5940-1-1.html 

 

在这个论坛上学习很多，感谢前面学姐学长造福，我也为后面同学贡献点经验~听说这个论

坛很神奇，希望助我拿到理想的 OFFER 成都银行的三轮考核：笔试+初面+终面 

笔试就是所有银行都差不多的行测+专业题等等吧，我记得成都银行没考英语。 

初面：无领导讨论加半结构化：一组十个人，分成两组，先组内讨论，然后对抗辩论，但需

要有一组说服对方，最终达到统一观点；然后面试官会根据刚才的讨论进行提问（当时我们

被问到的一些有：失败的那组组员你觉得为什么失败，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刚才你们

给出的方案你觉得完善么是否还有补充的等等就这种风格），当然也会包括一些其他常规问

题有没有拿到 offer 等等。面试官超亲切，氛围也很好，不要太紧张啦。 

终面：有幸进入了终面，然后发现初面的小组有大概一半进了，不知道其他组的情况怎么样，

而且感觉到终面男生比例好大，不过也有可能只是我那一批是那样的，因为看到的通知终面

要持续三天呢。终面形式是 3 对 1 单面，会在进去前抽一个题号，然后发一个题本叫你准

备这个问题（准备时间 10 分钟左右，我的问题就是某一个情景下，作为客户经理你怎么办，

大概这种风格的其他人的我也不清楚）面试官也是超亲切全程微笑，就因为这样所以无法判

断到底情况咋样，整个面试 10 分钟左右，一分钟自我介绍，然后一些常规问题，你难忘的

经历啊，遇到过什么困难啊，然后会叫你回答之前准备的问题，回答后会再追问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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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就酱。 

 

最后还是夸一波成都银行的面试官，真的很亲切，两次面试气氛都很好，大家放松点表现自

己就好啦 

 

祝大家都拿到心仪的 offer~加油加油，面多了就会沉着很多了~心塞的日子总会过去，也为

我攒一波人品吧 

 

 

 

3.8 成都银行-个人客户经理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740-1-1.html 

 

等了半个月，终于打电话。准备面试的小伙伴人很多，一波一波进。6 各领导面对 5 个面试

者，自我介绍，就工作经历和简历进行提问，以后的职业规划及打算，说了下会加班会很忙，

工资可能受业绩影响变动很大。什么时候结婚，父母的情况。还问了会不会开车 

 

 

 

3.9 成都银行-综合金融岗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739-1-1.html 

 

群面是无领导小组讨论，但是是分两组，先辩论最后统一一个答案，一方妥协。楼主群面感

觉做得很好，因为我是最后总结的人，反正最后群面过了，终面没有过，很难过。个人觉得

是因为专业原因。 

 

你觉得你在团队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是团队合作中，你更倾向于做一个领导者吗？ 

请你总结一个你们小组今天的表现。 

小组有一个同学一直没有发言，你们为什么没有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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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成都银行主城区综合金融岗 12.17 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6233-1-1.html 

 

本帖最后由 chanel43 于 2016-12-23 12:43 编辑 

 

简介：楼主研究生，统计专业，非四川人，报的是成都银行主城区综合金融岗。 

面试安排：12.17 日上午 09:30 的场次 

面试形式：两个面试间，10 人一批进行群面，此次群面的形式是给定一个话题，分成 A,B

两种观点，两方分别进行陈述，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并提出解决方案或者陈诉造成的影响

之类的。（可以在题目上写字，估计所有组的面试题目应该是一样的。） 

面试流程：（1）签到 

                  （2）分组候场 

                  （3）按顺序入场坐下，基本就是 1-5 号是 A 观点，6—10 号是 B 观点。我

们组的题目是对网络语言应该支持还是限制？ 

                  （4）5 分钟审题，10 分钟组内讨论（实际上讨论了 15 分钟面试官才提醒我

们时间到了），25 分钟组间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最后提出了相关措施。接下来 5 分钟

做总结陈词。 

                   （5）面试官根据他观察的情况针对个人提问，基本上就是问觉得自己表现

如何？对本组的贡献？有何补充？之类的问题。 

       具体讨论内容就不赘述了，大家在讨论中自行发挥。 

       希望对后面面试的小伙伴能有帮助吧，也给自己攒点人品~ 

 

 

 

3.11 成都银行西安分行复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0562-1-1.html 

 

今早去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进行了复面，笔试大概刷掉了三分之一吧，通知了大概 66 个同学，

但是来了大概有 33 个。 

面试内容是无领导小组讨论，案例大概是一位退休老大爷听从客户经理建议买了非保本型浮

动收益理财产品，因儿子结婚提前领取发现资产缩水，大爷愤而向消协，媒体告知，问如何

进行危机公关提出具体处理措施，小组讨论完面试官会对一些同学提问。 

希望可以帮到需要的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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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成都银行：信息科技岗管培生求职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6638-1-1.html 

 

近况： 

 

工作地点是在天府广场边上，西御街，科技岗这两年招的人不多，今年只有 5 个。听说总行

以后有可能会搬到金融城，但是金融城那边还没有修好貌似，搬或者不搬也不好说。成都银

行在成都这几年的发展还可以，毕竟本地银行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在。 

 

待遇而言，听说转正之后拿完所有的可能和建行比差不太多，hr 不谈待遇，也只是问到的

小道消息。节假日福利，早晚饭这些都是有的。个人觉得单从待遇考虑工作还是欠妥，所以

因人而异吧。 

 

笔试面试： 

 

网申是在群里看到同学发的消息，按照链接就去申请，交的东西也相对简单。 

 

笔试，我当时在成都，所以直接在成都笔试的，笔试分成了总行的笔试和部门的笔试。总行

笔试地点是在成都理工，笔试内容就是 60 分钟左右的行测，难度不大，基本上那会儿刷题

已经刷了很多了，所以做起来还好。部门笔试是在总行的会议室，估计是觉得招的人少，当

时笔试就来了 30 个人左右，笔试的内容有数据结构，数据库，计算机基础，操作系统，选

择，填空和代码题，java 和 oracle 考得比较多，比起互联网的题来说难度还好。 

 

一面，过了笔试的大概有 20 个人，是在总行面的。20 个人分成了两个小组，分别进行群面，

题目貌似和其他岗位的人都是一样的。整个组都是找科技部的同学们，所以我们组面的特别

和谐，可能整个组没什么大的矛盾，所以表现出来的同学比较少，从最后进二面的人来看，

我们组被刷的比较多。 

 

二面，二面总共有 11 个同学过了，4v1 的单面，从面试的人来看，应该是一个 hr，一个做

技术的，两个老大。面试的内容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我是项目经理比较丰富一些，所以主要

问了项目，也有同学被问了笔试题，还有同学被问了情商等等非技术类问题，毕竟综合面每

个面试官关心的人不太一样。 

 

之后就是体检和发 offer 签约了。整个流程从通知笔试到拿到 offer 大概花了一个半月左右，

短信和邮件通知，hr 人也比较好，有什么问题直接去联系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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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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版，2023 校园招聘冲刺）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yingjiesheng.com 

该电子书特色：内容涵盖了包括职业规划、简历制作、笔试面试、企业招聘日程、招聘陷阱、

签约违约、户口问题、公务员以及创业等求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同时包含了各类职业介

绍、行业及企业介绍、求职准备及技巧、网申及 Open Question、简历中英文模板及实例点

评、面试各类型全面介绍、户口档案及报到证等内容，2023 届同学求职推荐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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