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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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发展银行简介 

1.1 概况介绍 

广东发展银行公司介绍 

广东发展银行是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组建、于 1988年 9 月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114.08 亿元，总部设在中国广州市。截止 2006 年底，广东发展银行总资产 3739 亿元人民币（下

同），各项存款余额 3191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2170 亿元。 

广东发展银行的经营范围是《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所有银行业务，主要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服务；外

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

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外汇信用卡的发行；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发行和代理发

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代理国外信用卡的发行及付款业务；离岸金融业务；

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管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广东发展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广东发展银行官方网站：

http://www.gd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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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广东发展银行笔试资料 

2.1 广发银行待筛选&中国人寿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月 24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4142-1-1.html 

广发银行： 

考前下载好软件～提前一天下载，做一做他的模拟（30min），主要是让你熟悉流程，标记、

下一题、上一题等按键的位置 

Part1 EPI + 分析 + 金融 + 经济.. 都在一块儿  = 100min 85题 

Part2 英语 （填空，阅读） = 20min 25题 

英语阅读文章至少 6个段落！别傻傻读完，先看题目再定位回原文，细节题基本上可以找到

同样的词～ 

 

中国人寿： 

每一题会给 90或 70秒左右的时间，每题时间不同～做完不能返回。。 

可以提前一些点链接进入考试页面，照相、填个人信息。 

 

2.2 广发银行 2022 届校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月 22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3862-1-1.html 

统一笔试一共两个部分，用易考系统，每部分分别计时 

 

综合部分： 

100分钟，100题，合并计时，做了可以返回看 

言语理解：30题，排序、语病、选词 

资料分析：15题，资料计算、阅读理解 

逻辑推理：15题，图形推理、数列推理、数组推理 

数量关系：15题，各种类型应用题 

 

英语部分： 

20分钟，21题，合并计时，做了可以返回看 

单选：10题 

阅读：1篇 5题 

选词填空：1题 5个空 

段落阅读：2题 

邮件阅读：3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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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广发卡秋招财务分析管培笔试（10.14）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月 14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236-1-1.html 

系统是 TAS 

一共五部分： 

一是大五职业性格测试，138 道题不限时； 

二三四分别是言语、数字和逻辑推理，限时，题量不大，10/15 题； 

五是心理状态扫描，选符不符合，不限时，50 题； 

逻辑推理都是图像推理 

数字和言语都还好，数字就是看图表算，言语是一段材料判断对/错/无从判断 

系统是 TAS 

一共五部分： 

一是大五职业性格测试，138 道题不限时； 

二三四分别是言语、数字和逻辑推理，限时，题量不大，10/15 题； 

五是心理状态扫描，选符不符合，不限时，50 题； 

逻辑推理都是图像推理 

数字和言语都还好，数字就是看图表算，言语是一段材料判断对/错/无从判断 

2.4 春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4月 12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0287-1-1.html 

笔试 120分钟，分 EPI+金融知识（95mins），英语两个部分（20mins），每部分单独计时。 

EPI有言语 30题，逻辑 20题，资料题，计算题，专业知识 25（单选 20多选 5） 

英语 25道题 20mins 时间也紧。单选 10题还好不难，阅读三篇 15道，时间紧 

2.5 广发银行春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4月 12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0285-1-1.html 

笔试题目还蛮多 100（行测+金融知识）+25（英语） 

前 100 题 1 小时 40 分钟包括 

语言理解（有歧义、语病等问题） 

推理（文字、数字、图形） 

数学计算 

应用题 

金融（单选+多选） 

后 25 题英语题一共 20 分钟 

10 到单选，15 题多选 

两大道题阅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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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广东发展银行面试资料 

3.1 【面经】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0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651-1-1.html 

AI 面： 

一、自我介绍 2min（录制时间实际为 1min） 

二、三个开放性问题 4min（录制时间实际为 3min），分别是： 

1.为什么选择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职业规划是什么？ 

2.团队在合作中陷入僵局，你如何应对？ 

3.回忆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和挫折，发生了什么？感受是什么？如何应对的？ 

 

3.2 广发上分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7140-1-1.html 

无领导小组讨论  题目是 银行“面子”（智能化转型）和“里子”（银行服务等）的协调性。 对

银行和员工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3.3 广发总一二面上海场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月 1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6946-1-1.html 

一面是辩论的形式，大概一组 6-10 个人，基本上过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当场通知是否通

过，进行二面，二面半结构化，自我介绍，个人特征什么的，问是否服从调剂，想不想去广

州，和公司有没有什么匹配的地方。 

 

3.4 广发银行杭州分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6830-1-1.html 

岗位：风险管理类 

形式：线上面试 

签到后按照签到顺序进行面试，先核对身份，然后进行自我介绍，面试官针对简历进行提问，

会有一道情景题，每个人的情景题可能不太一样，有面试官问针对自己的个性更喜欢什么岗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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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风险部门负责人问了专业相关问题，相对比较简单 

 

3.5 广发银行总行广深线下面试时间安排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2990-1-1.html 

第一轮辩论，第二轮 3（我是两个面我一个，有个领导好像忙去了）面 1 

 

3.6 广发上分管培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5 月 3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5119-1-1.html 

2 对 1 的形式，面了大概十分钟吧 

主要就回答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自我介绍，二是为什么选择上海。 

 

3.7 广发上分春招二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5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4675-1-1.html 

广发上分管培二面凉经分享 2 个面试官，1 个面试者 

问题： 

1、自我介绍 

2、简历：为什么先前实习的是非银行业，现在投银行，这个问题回答的一直被嘲讽的怼 

3、对广发银行的了解 

4、为什么选择广发，拿的 offer，先前投了哪些银行 

5、反问 

 

3.8 广发银行上分一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5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3736-1-1.html 

无领导讨论，内容：大 IP+流量明星。问题：风险+防控。3 分钟看题+1 分钟发言+15 分钟

讨论+2 分钟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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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21 广发北分面经签约全过程记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0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8160-1-1.html 

首先是抽题演讲，5min 准备时间，然后进去以后先自我介绍，这时候面试官会看你的简历。

然后一个一个演讲，题目都比较基础，我抽的是工作中的方圆，有的同学是学习，反正都能

说出来，我觉得屡清楚逻辑，别紧张比较重要。接下来就是面试官提问题，我们的问题是，

你怎么看待坐柜，然后接下来面试官会针对自己有兴趣的人问问题，我们这组可以明显感觉

到面试官的偏好，一般没兴趣的就问一个问题带过。 

 

 

3.10 2021 广发银行大连分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1607-1-1.html 

一面十二个人无领导小组谈判形式，全员平平，最终也没有谈出个结果来，之后直接半结构

化面试，每个人说一下毕业院校专业以及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之后面试官提出问题，想

好就可以举手回答，第一个问题是那么多银行，请给出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你选择广发的理由，

好家伙，抢不上话的 LZ 眼睁睁看已经说了五个人了，刚想举手，进入下一个问题了，唉，

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回答的。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男生说他选择广发是因为广发去他们学

校宣讲的时候提到广州那边每月会有 3000 元房补，虽然我 get 不到他的点，但是还蛮好玩

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你过去的生活中影响最大使你有所改变的一件事。在这里也要感谢面试

官，给了我机会，让我发言，另一个举手的同学上一轮答过了，就让他等等了。最后面试官

会单独 cue 一下前两个问题都没有举手作答过的同学，体验感就真的很好。 

 

 

 

3.11 2021 广发银行 南京分行 AI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0689-1-1.html 

自我介绍一分钟 准备 30s 

第一个问题 推荐一张你觉得最好用的信用卡 

第二个问题 对成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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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202110.8 杭分总行储备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0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9993-1-1.html 

面试全流程 2 个小时左右，无领导+半结构。 

无领导一组 10 人左右，是比较正常的一起讨论然后给出统一观点，大概 45 分钟。 

半结构 5-10 分钟不等，自我介绍+无领导表现+问简历+职业规划+为什么选银行之类的问题。 

 

 

3.13 广发深分终面凉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4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4436-1-1.html 

6 人群面，给个辩论题目让你们分两组讨论，再总结，然后展开辩论。时间很紧张，最好抢

先回答吧 

 

 

3.14 深分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4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3540-1-1.html 

面试就一个 hr，没开视频。 

先自我介绍，没有时间限制。然后就问了三个问题。 

你为什么来广发，你的方向是什么对此有什么了解。 

 

 

3.15 广发银行上分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4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3430-1-1.html 

管培一面，单面，三对一，针对简历提问题，我这组是三个面试官，一个人力负责人，两个

负责业务的经理。自我介绍之后会根据简历提一些问题，问及很多个人情况，比如想在哪个

条线发展，个人性格，为什么来上海发展，为什么选择银行业等等。没有涉及专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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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2019 年秋招广发银行理财子公司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0923-1-1.html 

面试分两轮，分两天进行。第一轮是群面，分两组就一个问题进行辩论，最终要求达成共识。

这个过程中，仪容仪表、语言表达和行为举止都很重要。第二轮面试是单面，当时是三个老

师对我一个人，主要问了简历，之前的实习经历和项目经历。也会问一些行为问题。 

 

3.17 广发上分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4503-1-1.html 

自我介绍；优点跟缺点；愿意调剂吗； 

本科跟硕士不是一个学校（留学不同国家，为什么） 

有亲戚在上海吗？ 

对银行有了解吗？管培要求很高呢 

想做哪一块（我说了风管，但引到对公跟零售） 

对公要资源， 有吗？  

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3.18 2020 届广发银行郑州分行管培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2511-1-1.html 

面试在宋庆龄基金会那边，无领导和半结构在同一天进行，男女大概一半一半。 

无领导是十人一组，预设立场辩论，题目大意是初入职场应该选择大公司当小兵还是小公司

当领导。具体包括举手阐述自己观点，辩论，正反两方求同达成同意意见。 

半结构是五考生对十考官，每个考生依次进行，先自我介绍，然后根据简历和自我介绍提问。 

 

3.19 广发资管方向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1393-1-1.html 

上海场的面经。之前申的是总行金市投行的管培，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就被调去了资管。 

一面，内容就是常见的辩论赛，内容与人工智能有关。 

二面是半结构化，三对 1，三个面试官。 

之前的同学们基本都是面 20 分钟左右，但我 10 分钟就出来了。问的问题基本是围绕简历，

但会问的比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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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广发北分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0285-1-1.html 

自我介绍 1min，即兴演讲 3min，整组提问 10min。进考场前会抽签题目，有一两分钟准备，

或是在其他人回答的时候准备。题目五花八门，有点儿高考作文题的感觉，给个一段小材料

那种。整体过程很随意，人也很多，没有人计时。 

 

3.21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 11.18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9740-1-1.html 

首先 1 分钟自我介绍 然后每个人会抽到一个题目 3-5 分钟演讲 什么都有 比如 老年人理

财 方向 能源车 心灵鸡汤各种 感觉提前准备不过来这么多 她题卡太多了 大家临场发挥

就好 

最后是 10 分钟问答 没有为什么选广发 面试官问最近买到的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各种

很搞笑的问题 

 

3.22 广发北分 11.18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9677-1-1.html 

六人一组，自我介绍三分钟即兴演讲面试官提问，即兴演讲题目随机的，啥主题都有，AI 诚

信 考证啥的，我那个是人际敏感度 

 

 

3.23 广发银行总行管培生【广州场】一面+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9306-1-1.html 

一面的形式是无领导小组讨论，12 个人分为 A/B 两组，每组 6 个人。首先由 HR 介绍面试

流程，然后依次是 3 分钟阅读材料，7 分钟组内讨论，每组推选 1 人做 2 分钟汇报，两组合

成一大组讨论 12 分钟，最后推选 1 人做 2 分钟汇报。【没有自我介绍】我们讨论的主题是

银行网点的发展趋势，A 组是专业化发展，B 组是综合化发展。 

面试结束后问我们有什么想问的，有同学问了面试有几轮 

二面形式是四个面试官对一个面试者，每个人大概十分钟左右，每个面试官都会面一到两个

问题。 

问的主要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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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介绍 

2.简历上的相关问题 

3.实习中你最成功和最失败的事 

4.为什么选择广州 

5.你对银行工作的设想 

6.如果你去基层轮岗，可能会做很多基础性繁琐的工作，你是怎么看待的 

7.是否还面试了其他银行，情况如何 

 

3.24 广发南分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9177-1-1.html 

12 个人一组，一开始无领导小组面试，12 个人关于商业银行创新事项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排

序。讨论完他再提问，关于题目，关于金融，关于制度 创新等等，最后还告诉我们国内的

金融应该怎么怎么 

 

 

3.25 广发成分面试内容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8901-1-1.html 

群面采用两组相互辩论的形式。A、B 组观点分别为业务为主以及风控为主。先是 15 分钟的

组内自由讨论，然后双方 2 分钟陈述，接着 15 分钟左右的自由辩论，原则上两组轮换发言。

最后各组有两分钟的总结陈述。面试官在结尾的时候每组挑了两位同学问了关于对每组表现

的看法。 

 

 

3.26 广发总行武汉站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8080-1-1.html 

一面是无领导小组辩论，关于银行网点经营模式，两组最终要达成一致观点，推一个人做总

结陈述，过率比较高（大约三分之二吧），个人感觉输赢不重要，清楚表达观点即可 

二面是单面，提问主要围绕实习经历、为何投该岗位，也问了有没有参加其他银行面试、结

果怎么样，全程没有专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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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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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生求职网微信小程序最新版上线 

微信扫一扫，使用小程序随时查看最新、最全的校园招聘/宣讲会信

息，参与笔面试经验讨论，查看录取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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