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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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行简介 

1.1 概况介绍 

 

 

银行求职两三事 江苏银行于2007年1月24日挂牌开业，是全国19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

江苏省内最大法人银行，总部位于江苏南京。2016年 8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股票代码 600919。 

 

 

 

        江苏银行始终坚持以“融创美好生活”为使命，以“融合创新、务实担当、精益成

长”为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建设“智慧化、特色化、国际化、综合化”的服务领先银行。截

至 2021年末，资产总额达 2.62万亿元。在 2021年度全球 1000强银行排名中列第 70位，

较 2020年大幅提升 22位，蝉联全球银行百强，在 2022年全球银行品牌 500强榜单中列第

72位。 

 

 

 

        江苏银行下辖 17家分行和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苏银凯基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江苏丹阳苏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四家子公司，服务网络辐

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实现了江苏省内县域全覆盖。营业网点 520余家，

员工 1.5万余人。 

 

 

 

        江苏银行的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获得江苏省委“先进基层党组织”、江苏

省委省政府“江苏省优秀企业”、中国银保监会“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

进单位”、《金融时报》“最具竞争力中小银行”“最具创新力银行”等多项荣誉称号，被美国

《环球金融》杂志评为中国最佳城市商业银行，入选福布斯世界最佳银行榜。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江苏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江苏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jsbchina.cn/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jsbchina.cn/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江苏银行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5 页 共 28 页 

第二章 江苏银行笔试资料 

2.1 2020 年暑期实习综合类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7 月 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5471-1-1.html 

   

已经有小伙伴发了比较详细的类型，稍微补充一下~ 

 

第一大部分就是各种行测题，金融基础知识，时政题，历史常识还有江苏银行企业文化相关，

管理知识（很多管理理论），计算机，少量英语。 

题量是 28 * 5，5小部分每部分 20分钟。 

总体来说我感觉，行测考的不是特别难，图像规律的数字规律还比较正常，数量计算还有图

表分析也不难。 

企业文化相关的看一下官网企业简介页，我贴在后面。 这次考了分行数量，子公司数量和

员工数量，以及“智慧化、特色化、国际化、综合化”的排列顺序……考顺序真的绝了 

        江苏银行于 2007年 1月 24日正式挂牌开业，总部位于江苏南京，2016年 8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600919。 

        江苏银行始终坚持以“融创美好生活”为使命，以“融合创新、务实担当、精益成

长”为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建设“智慧化、特色化、国际化、综合化”的服务领先银行。截

至 2019年末，总资产 2.07万亿元，2019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亿元，

同比增长 11.89%。在英国《银行家》杂志 2019 年度全球 1000强银行排名中，按一级资本

列 92位，蝉联全球银行百强，国内排名第 18位。在英国品牌价值研究机构 Brand Finance

发布的 2020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 500强榜单中位列第 86位。 

        江苏银行下辖 17家分行和苏银金融租赁公司、丹阳保得村镇银行两家子公司，服

务网络辐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实现了江苏省内县域全覆盖。营业网点

540余家，员工 1.5万余人。 

        江苏银行的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获得江苏省委省政府“江苏省优秀企业”、

原银监会“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单位”、《金融时报》“最具竞争力中

小银行”“最具创新力银行”等多项荣誉称号，被美国《环球金融》杂志评为中国最佳城市

商业银行，入选福布斯世界最佳银行榜。 

管理理论是给挺长的文章，然后问一些比如“运用了那种理论模型”、“在某某理论中这个人

扮演什么角色”，反正我是基本不会…… 

英语挺少，一个部分两题左右，不难。 

时政历史考的挺细的，真是个人知识积累。 

计算机相关加起来可能不到 10题不太记得了，大概涉及二进制逻辑运算，邮箱协议，数据

结构等。 

金融基础知识考的挺少的我已经没有印象考了什么了。 

 

 

第二大部分就是小游戏。第一题是 6*6的方格，星星闪完之后记位置，观察时间 3秒 5秒，

然后点选位置。一开始是 2颗，会逐渐增加到 8、9颗的样子，快速记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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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部分都是给一张图，在四个选项里找完全一样的，我找茬游戏一级差，题目特别多，

每部分 30题，几分钟，我都没做完哈哈哈，一定要注意时间。第四部分是动态多点追踪，

就是一堆白色原点里定位几个，然后它们移动，追踪静止之后的位置，数量也是递增的，要

注意的是圆点运动的时候可能会重叠一下，要分清楚。 

 

到这里都是一样的，下面如果是境内院校就进入录视频了，境外院校的朋友们还要加试一小

时英语。想不到吧哈哈哈哈 

 

第三大部分，加试英语。60分钟 70道题，前面 4篇完形填空，每篇 5题。然后 20题单选，

考一些高中语法、短语辨析类，反正类比高考单选题。然后 6篇阅读，每篇 5题。题目都不

太难我感觉，阅读很简单，平均一篇可能 4-5分钟，单选完型也不难，我做完大概还剩了

6,7分钟？不太记得了…… 

 

第四大部分，自我介绍视频。我，完全没有考虑有这部分，然后我就是头发没梳妆也没化还

穿着我的睡裙考的试，睡眼朦胧结果就来个视频……我也没搞形象了考了 3个多小时了太累

了只想赶紧录完，一分钟的视频，给 10分钟准备时间，我就计时默念了两遍然后录了一下

随缘交了。以后的朋友们可以考试之下搞一下自己别像我一样形象极差哈哈哈。 

 

总结就是，涉及面很广，但涉及的各个面其实考的不难，主要看知识量可能。还有就是 3

个多小时的考试还放在昏昏欲睡的下午真的考的又困又饿又累，大家可以提前休息好多吃点

哈哈哈。 

 

祝小伙伴们都过！ 

 

2.2 江苏银行 2020 总行金融科技岗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5128-1-1.html 

 

 

看了下综合类的题目，感觉和科技岗差别挺大的，补充个科技岗的笔经~ 

 

第一部分：行测+英语+企业文化，感觉这部分不算太难，就是时间紧，10分钟 10/15题，

大概有 4到 5轮，英语都是单选，大概有四五道，感觉是四级左右水平，楼主太菜了没复习

英语，都是瞎蒙的；行测部分感觉最难的是资料分析，又难算，材料还多，大部分都是蒙的，

其它部分的数量比较耗时，总之不会的别犹豫，直接蒙，别耽误其它做题时间，企业文化大

概有四五道，考的挺偏的，不是主页简介那么简单，更多考了一些制度，感觉大家应该都不

会； 

第二部分：计算机专业知识，大概有 40道单选+20 道（记不太清了）多选，一共 40 分钟，

时间很富裕，楼主做完还剩 10几分钟。出题角度比较基础，大概就是考研四大项（计网，

计组，数据结构，OS）+数据库，题不难（楼主菜鸡也有很多不会的），印象中我不会的有 B

类 IP地址，DNS查询方式，如何判断图中的环，SQL中 S的意思等，看看王道应该问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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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2道编程，共 20分钟。这个时间还挺紧的，程序还得能够运行。第一题是材料

题，求啥股票的 K值，虽然读不懂题，但题目中给了具体的计算方式，照着公式推能写出来；

第二题是给定一自然数和另一整数 n，判定自然数能否由 n个连续自然数相加而成。楼主做

第一题时花了大概十几分钟，留给第二题的时间不多，一时没想出方法就暴力的，不过没运

行成功，超时了，卡着点交了版代码。 

第四部分：注意力测试。这个和往年的题类似，感觉是不计入成绩的。可以参考综合题的笔

经。楼主答下来的感受是，做完 23两部分找细节，第 4部分盯小球眼都花了。 

第五部分：1分钟录视频自我介绍。这个的难点在于，如何卡在 1分钟内尽可能详细地介绍

自己？给了 10分钟的时间，可以多次录制。感觉面试官还是会仔细看自我介绍的，推荐大

家如果遇到这种录视频题，最好穿个正装，女生化个妆啥的，给面试官的印象好一些（试考

有题型展示）。 

 

整场笔试下来，感觉江苏银行科技岗的卷子出的还是比较合理的，没有给科技岗出大段的金

融题（真不会），各个部分的题量分配也比较合理。希望能够进面试吧~ 

 

 

2.3 2020 年暑期实习生笔试题型总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5071-1-1.html 

 

 

 

如题，刚做完江苏银行的笔试，趁金鱼脑子还没全忘掉之前，来和我朋友一起回忆一下大致

内容~ 

 

首先说监控设备，双监控，会要求除电脑之外的第二个监控设备，需要能照到手，键盘，电

脑显示屏等，防止了在监控死角使用电子设备之类的可能性。可以使用草稿纸，但是不可以

使用计算器。 

 

选择题部分共有 5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 20分钟，28道题。有多选有单选，不同单元都可

能有各种类型的题目。 

我们主要是分成以下几大类：第一类：常识类；第二类：时政新闻；第三类：行测类；第四

类：行史；第五类：计算机相关知识；第六类：金融相关知识。 

其中常识类知识和时政新闻类知识确实是短时间速成不了，我们专门看了一两天没碰到一个

一样的。其他的问的也比较杂，主要是行测和行史还有可能多练练多看看。 

 

选择题完之后是几个小游戏类型的题目。第一个，寻找星星的位置。闪烁之后需要你记住位

置重新点亮，主要考查记忆力，越往后星星越多越不好记。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找相同图片

（粗&细），给一个图和四个选项，需要选择出一模一样的图片是哪个。我不太行，没做几个，

但是我朋友做的挺好的，可以自己去搜搜技巧或者有时间玩玩类似的。第四个是看移动小球

的位置，等他们静止的时候选出谁是目标小球，大概一个长方形框里可能有十几个小球会不

停的动，最开始三个，后来数量会慢慢增加，到了四个我就不太记得住，到了 5个完全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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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游戏会有半分钟的引导，告诉你怎么玩，然后会有大概三分钟或者 2.5分钟的时间玩，

一般总共会有 30关，所以选择的时候别磨蹭。 

 

最后是一分钟的自我介绍，要录视频，大概是一共有十分钟的准备时间，要抓紧时间录，因

为到时间了页面就会关掉了，哪怕没录完也不行。但是每一次录制的视频都会保留上传，所

以即使是最后一次的没录上，倒数第二次的依旧会保留的，这个不用担心。抓紧时间。 

 

然后笔试就结束了，我看原来笔试经验上写的性格测试什么的这次倒是没有。总体难度感觉

在目前做过的笔试里最难，涉及面最广，小游戏也是第一次遇到。 

 

但是还是希望我们俩能过鸭！ 

 

2.4 2019 江苏银行 10.20 号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0224-1-1.html 

 

 

听说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楼主来写个笔经攒攒人品，但求今年秋招江苏银行笔试一定通过！

笔试一共分为三个板块：第一板块共七十题。主要考排序语病，数学（类似小学奥数题之类）

还有资料分析。题量较大只有七十分钟时间就会强制结束。PS.建议先写资料分析比较好拿

分。其他对于楼主来说真的随缘。。。。。。第二部分记得应该室三十题，考了八题行史（电话，

股票代码，资产总额，直销银行，银行家排名）还有四题专业课（建议不要重点复习专业课，

真的很少）金融时政和非金融时政考了挺多，特别是九月份的！还有十题英语（六级难度）。

接下来第三部分就很狗血了，，，先考记忆力（一个点星星的游戏），然后是找闪烁的小球，

最后还有一个找相同（有时间限制）一定要快！性格测试貌似还测谎。。。。也是醉了。。。总

体来说题量挺大。。难度也不小。。。还有几天就要发面试通知了！保佑我一定会收到江苏银

行的面试通知！大家加油！冲鸭！！！ 

 

 

2.5 热乎乎的江苏银行 2019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9212-1-1.html 

 

网上预约笔试，提醒下一届早点预约啊，要不然就是又偏又远的笔试地点。（diss一下今年

笔试的地方，还没有地方上厕所，还是跑到外面来的一共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EPI（包含资料分析，数字计算，逻辑思维，病句和排序，还有一种暂且命名为

技巧型吧（就是那种 55*99+17*11类似长长的计算等式，是有技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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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管理类问题（两道）、银行相关知识（股票代码，资产总额等等，笔试前翻翻银

行网站，10道）、经济学相关知识（4道）、金融类时政、非金融类时政、英语（10道，不

是阅读理解） 

时政类题目短时间提高几乎没可能，如果大家愿意，每天七点的新闻联播可以关注一下 

第三部分：这部分做的怀疑人生，我可能考了个假银行。跟踪变动小球，找出三角形，还有

找不同等等，一些益智趣味题 

第四部分：性格测试，注意前后一致~ 

啊啊啊啊，今年行情这么差，大家都要努力啊 

 

 

 

2.6 最新江苏银行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9182-1-1.html 

 

 

 

主要分为 EPI、时政、金融（微观经济学核心原理、货币银行学一点点知识）、行情行史（股

票代码、战略文化、挂牌时间、荣誉称号、最近动态、基金产品名称）。时事政治真的千奇

百怪，都是最近一个月发生的事情。EPI非！常！难！LZ完全没有做到资料分析部分，直接

挂掉了。很多思维策略和奥数题，70分钟 70题，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句子排序和病

句尽量练习一下，图形和数字判断还蛮简单的，后面那个小游戏简直是心态爆炸。小游戏主

要是点闪闪小星星，点移动的球，一共是 2分钟，不是每题两分钟！！！！！！！！！！LZ大概率是

跪了，大家银行行测一定还是要好好准备嘤嘤嘤。。。 

 

 

2.7 2019 江苏银行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9150-1-1.html 

 

据说去年有前辈写笔经过了笔试，虽然我一直不信超越妹妹什么的，还是想来攒一波人品！

非专业，放弃法考主观题，选择江苏银行考试，希望没有选错。 

题型和 18年一样，EPI+综合知识+认知操作+性格测试 

EPI：快快快！思维策略和数字运算那一块真的是算不玩，如果不是很擅长，建议选择先做

材料分析，虽然我觉得材料分析也很难。最后没时间计算题都是胡乱的选了，建议备考的同

学都多练练行测 EPI题目，练速度！ 

综合知识：考江苏银行行史荣誉什么的了解是必须的，去官网看看简介新闻什么的就可以了。

管理题不是很懂，评价某一做法的效用级别 1-7，完全凭感觉选的，考的应该是管理学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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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金融和非金融时政，考的挺多的，只想说平常少看娱乐八卦，多看看新闻吧，然后

说英语单选，正常四六级水平就 OK 

认知能力测试：粗加工、细加工（找茬）真是费眼睛还没找几题就到时间了？目标动态追踪，

到了五个小球就有点乱了，空间记忆容量考眼力和短时间记忆。 

总之，过不过全凭运气吧，毕竟只是复习了四天的人，放弃法考选择银行，不管怎么说路都

是自己选的，就算没过也是一段人生经历，最后希望大家找工作都能顺顺利利的～非洲人求

过！ 

 

Screenshot_20181017-234944.jpg (0 Bytes, 下载次数: 59) 

 

 

（访问链接可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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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江苏银行面试资料 

3.1 苏银理财非投研方向初试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6799-1-1.html 

 

 

因为学校在北京，所以原来通知的 10.30面试改成了等通知线上面试 

在 11.5收到 HR电话，进行了简短的电话面，主要确认了一下填问卷的时候选的志愿，对岗

位的理解，为什么想来南京等，还有简单的简历面。感觉是秋招以来遇到的最专业的 HR~问

问题的逻辑和表达能力都很优秀，所以对这个公司好感度又 up了哈哈哈哈。确认完意向岗

位后 HR就通知说后续会优先按照意愿去匹配部门领导进行初试。 

11.9晚上收到电话通知第二天的线上面，两个部门一起面，主要还是简历面+行为面，围绕

为什么来苏银理财，岗位理解，岗位匹配度来提问，全程大概二十分钟。是 3v1，整体感受

不错，面试完 hr就说感觉我表现的不错，可以等待后续的复试通知。 

但复试必须安排在线下，现在疫情又变严重了，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呜呜呜呜。 

不知道有没有相同经历的 uu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3.2 江苏银行上分 线上面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7567-1-1.html 

 

 

新鲜热乎的面经这就来了 

 

五个流程： 

自我介绍 

选择岗位+理由（会共享屏幕） 

抽词，一分钟即兴演讲 

命题作文（10min，500字） 【哈哈哈哈哈我人都傻了，最后字直接起飞】 

面试官追问（不会每个人都问，问的是楼主觉得表现最好的两位同学，就是针对经历和岗位

选择再问一小下，很快就过了） 

 

虽然可能不会选择银行，但是还是想先拿 offer的，先来攒个人品，祝大家面试顺利，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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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江苏银行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4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4065-1-1.html 

 

 

线上面试流程：自我介绍、简历提问、情境面试 

三位面试官，一位提问 

 

 

3.3 江苏银行北京分行春招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 年  月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7995-1-1.html 

 

 

面试八个人一组 线下面 据说就一面 

一分钟即兴演讲+15分钟无领导小组讨论 

（即兴演讲抽到就立马开始说 计时一分钟） 

 

 

3.4 11.3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8074-1-1.html 

 

 

看没什么人发面筋，等车无聊的我就码一段吧 

今天面试完，感觉江苏银行还是和其他银行不太一样的 

楼主是本科，学历和阅历都比较浅，算上我面试一共是 10个人一组 

虽然要求 15:45到，但实际开始是又过了三十分钟左右，尽量还是提前到不要迟到了，要求

带的材料都带上（简历，英语证书啥的） 

刚开始现实 1min的自我介绍，第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江苏银行对时间的要求更加严格，

每个环节都有计时闹铃（楼主因为是本科，在一群研究生里瑟瑟发抖，所以自我介绍的时候

非常紧张。学长学姐们都好优秀啊，不仅阅历丰富学历也高，好几个都有海外留学经验，当

时和他们比起来感觉自己就是个咸鱼了，就有点没信心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要对自

己充满信心，你能来面试就说明你一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一定要相信自己，不要被其他人

的气场压倒了。） 

第二个环节是即兴演讲，抽关键词，看的就是即时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表现的好不

好有点看运气啦，我抽到的主题是日记，不是特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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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环节就是辩论环节，主题大概是现在和未来哪个是黄金时间，先看材料然后讨论分组，

再轮流发表观点，最后组长总结。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面试官提问，看情况吧，我们组问了为什么要选择银行，还有就是有没有

人已经收到 offer了 

差不多就这样吧，这几天银行面试下来给我的感受就是要尽量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机会中

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很多环节一般就一轮机会发言，所随机应变的语言功底还是很重

要很重要的。 

面试结果的话，我就不抱啥希望了，希望后来的朋友们能好好准备，我就当作是大家的垫脚

石吧…… 

（最后结束想加一下大佬们的微信的，但是还是没能鼓起勇气 ，最后祝各位大佬都

能拿到中意的 offer，加油！） 

 

 

3.5 江苏银行北分 21 届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7931-1-1.html 

 

 

30号收到今天面试通知，让去北分面试。 

下午两点场。 

提前十分钟一楼大厅等。 

先让做名字立牌，然后进去面试。 

一个会议室长桌，9人一场。 

进去以后才说面试形式。 

分两个环节。 

先是一分钟即兴演讲：抽关键词，马上开始说，没有准备时间。类似主持人大赛那种。 

即兴演讲完就是无领导小组讨论，16分钟。无领导小组的时间非常紧，从看题开始计时，

最后陈述时间也包括在里面。 

 

没有自我介绍的环节。 

面完后 hr说这是终面。。。。。。 

初面即终面。 

希望不要刚见面就要说再见。 

 

 

发面经攒人品！！！！！！ 

这可是热乎乎刚刚出炉的面经，希望正面 buff 效果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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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江苏银行南京分行综合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6406-1-1.html 

 

面试确实很新颖，第一环节：我为自己代言，用一个关键词（不可以是什么很普通的定义，

可以是歌词、诗句）为自己代言，一分钟时间，到点会打断；接着票选表达最好的人，表达

最好的人优先抽取别人的关键词，然后被抽选的继续挑选其他的关键词，一个接着一个......

选择完毕过后，第一个人首先以自己的视角讲述故事，一分钟，故事中不能出现男朋友女朋

友等词，出现就视为任务失败。。。楼主表示对这种即兴编故事的很不擅长，但是一组中有两

个人表现很好，说话的语速、仪态都很好。这次面试最大的感受就是，城商行满看重语言表

达、应急处理能力，更看重你能给银行带来什么价值（这个时候就是过往经历体现了）。下

次面试要注意准备结构性问题：最近一段实习的公司推出了什么新产品以及公司架构问题。 

   楼主无缘了，最后希望大家都 offer多多！ 

 

 

 

3.7 江苏银行南京分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6169-1-1.html 

 

 

通知下午一点到，很多人都在一个大会议室（类似于阶梯教室）等，一个下午分为 3场，大

概一点半之后才开始，工作人员会过来叫人，一组 7个（不知道按什么顺序排的）面试的会

议室里有三个面试官，看年龄像是领导，一个主持人，负责讲规则和计时，面试分为两个环

节，第一个环节是每个人围绕一个关键词自我介绍，一分钟的时间，到点会打断。第二个环

节是，先选出第一轮你认为阐述的最好的同学，由这位同学先开始，选择自己以外的关键词

即兴讲故事，然后由关键词的主人选其他人的关键词接着讲，故事要连贯，也是一分钟。 

最后是面试官提问，会问一些跟专业、经历等等相关的问题，整个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然

后就一轮，后续过了的话会电话联系。。。 

 

 

3.8 苏银理财一面挂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6125-1-1.html 

 

RT，这是一篇挂经，也是吐槽帖。总之从头到尾这家银行给我的感觉就是十分不尊重人。楼

主 26号晚上收到短信让 29号早上 8：30在南京河西一个酒店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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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不得不开始第一个吐槽：通知我 8：30到场签到，结果我快 12点钟才面上。是分成

两个房间，每个房间 40个人左右，分成三组。一共六组，一组一组进房间面试。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能分批通知时间点呢？和另一个江苏银行总行管培的一面帖子说得一样：“应届生

的时间就是不是时间吗？”，太不尊重人了。就 TM无语。 

 

第二个槽点，26号给我发的短信通知我在“玄武厅”面试，到了以后给我安排在“莫愁厅”

坐着，坐着坐着发现不对劲，HR说你短信是玄武厅就去玄武厅，我就拎着包又去了玄武厅，

又等了半小时左右，玄武厅点了一遍名发现没有我的名字，于是我又问 HR，HR说通知错

了……于是又把我拉回莫愁厅。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啥玩意啊。 

好了正经的面筋来了： 

10个人左右进房间，分成 AB两个小组，给一个辩题“2020 疫情期间应该选择价值投资还是

价格投资”，每个人 3min 准备+每个人轮流 1min 自我观点陈述+组内讨论 20min+对抗式辩

论 10min+总结陈词每个组各 2min+面试官提问参与度不高的同学“你认为你们组贡献度最

高的人是谁” 

 

我们组算是比较和谐的，我们拿到的立场是“价值投资”，处于道德高地（大雾），组内同

学都很有想法，而且互相成全。 

楼主自我感觉小组讨论的时候贡献的观点也不错，参与度也挺高，立论的时候也提了几个点

最后本人也都发言了，而且驳论也驳到点了。这是我人生第一场对抗式辩论，我本人性格也

不 aggressive，讨论的时候还活跃了一下气氛，面完出来组员评价也挺好的。我就不懂。 

奈何面试官不感冒，总之没缘分！罢了！虽然我之前也没有对二面抱很大希望，但是这个结

果也是挺失望的（宽面条泪）。包午餐盒饭，是四分之一条没有任何调味的鱼+荸荠肉圆+青

菜+土豆鸡块+剩米饭，食之无味。刚把饭盒放下，HR就进来宣布了进入二面的名单，让没

过的当场走人。于是我就走人了，正好还腾了半天时间做某某银行的笔试哈哈哈哈哈哈 

 

 

 

3.9 江苏银行 2020 年暑期实习生面试复盘：纪念我的第一

次正式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7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6928-1-1.html 

 

 

昨天我有幸应邀参加了江苏银行总行业务岗实习生面试。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一家银行的

总行，也是人生第一次经过前期层层遴选进入面试。 

 

先说一下本人背景：本科南京一本财经院校金融专业，拿过一等奖学金、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研究生澳洲 qs前 50某院校主修大数据和金融，学时 1.5年，本科阶段在国内知名国有保险

公司、证券公司有实习经历，但工作内容以营销和打杂为主。2019年在澳洲期间做过一个

类似校企合作的咨询项目。通过 CFA一级和各种从业资格证书。但是由于 2020上半年爆发

疫情休学在家，因此研究生阶段只上了一学期课（姑且算作本科生 plus，相对国内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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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三十分不占优势。在此也很感谢江苏银行，可能看在学历和学校上给了我这次宝贵的面试

机会） 

 

到达总行大楼的大会议室，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到震惊：墙上像公务员考场似的密密麻麻贴着

应聘者的姓名和编号，黑压压的会议室内人影幢幢。我没有细数，大概是爆发疫情以来见到

最多人的一次。 

 

在候考室有很多人相谈甚欢，就像认识很久一样。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一个班的，甚至还有

同一个导师推荐来参加的（国外的专硕没有导师概念，找实习基本上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

尴尬）。门口一拨人显然是完成了面试，有说有笑地进来取随身物品准备离开，另一拨人则

排好队被带进面试间。坐等几个来回后，终于轮到了我所在的一组。 

 

面试间里坐着三位面试官。我在面试前几天准备了许多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技巧，还问了以前

入职的师兄姐（他们校招一面是无领导）。然而，坐到这里才发现依然是惯用的结构化面试，

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项： 

 

第一项：一组十名同学依次进行一分钟自我介绍 

 

外表看不出来，一到自我介绍开口脆：这组里面有两个南大的，两个厦大的，一个复旦的，

还有一个好像是中南财经政法。而且他们语速流利、毫不保留地在一分钟内说出了各种各样

“高大上”的实习经历：行研、基金、投行、理财公司、租赁公司……仿佛“银行”对于他

们完全是 overqualified的（自由提问环节主考官甚至提问说如果开始实习后发现工作不像

预期的“高大上”你怎么想？）。相比之下，我事先准备的自我介绍基本只是寥寥数语专业

学校性格和一些客套话。越听前面的同学发言越是赤裸裸的感受到了差距，自己这样的自我

介绍让我感到囊中羞涩。最后轮到我了，情急之中加了一些东西，但是临场语速不甚流利又

超时了。现场计时员提醒后，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以至于到后面第三个同学开始发

言后才想起把口罩戴好。 

 

第二项：抽话题卡片，即兴演讲 

 

自我介绍结束后，每人依次抽话题，然后两分钟准备、两分钟时间演讲。演讲内容必须是围

绕话题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有些主题词比较具体化、生活化相对好讲，比如“家风”、

“网课”、“银行”、“服务”等，但是另一些话题就相对宽泛或抽象化，如“扣子”、“一

带一路”、“乘风破浪”等。我抽到的就是让人很懵的“扣子”。这时候前一位同学已经开

始演讲，我脑子里是一片混乱的，当时勉强想出“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这句名言，主要讲

了父母如何培养我以及高考选志愿，后面就靠瞎编了。 

 

这类题型相当好地考察了应聘者的口才、思维速度和语言组织能力。只可惜我生性愚钝，性

格不太外向，也缺乏面试经验，遇到从未涉及的题型有些猝不及防。这题个人感觉也答得非

常不好，甚至给人一种一味服从父母意愿的印象，以至于面试官后来目光都不看我了。 

 

第三项：考官自由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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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在组里十个同学中，三位面试官对其中五位同学进行了后续提问，我的表现自然没有

引起面试官后续兴趣，估计第一次面试的尝试是凉凉了。 

 

现在离面试结束过去一天多的时间，想着趁热复盘一下，同时也是纪念我的第一次正式线下

面试。这个世界是外向者主导的世界。银行作为服务行业，面试比较看重个人口才和语言表

达。虽然没有对结果抱太多希望，但是经过从投递简历、线上笔试和面试之行的漫长战线，

让我对个人定位、实习生工作乃至就业有了新的认知，让我看到了更优秀的同学，让我看到

了赤裸裸的差距，让我看到了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岗位竞争的激烈，让我看到了疫情后极

其严峻的就业形势。在研究生队伍中，我可能完全称不上优秀，也称不上多聪明。我不太擅

长社交和言辞，本科就没有注重积累很好的老师和学长姐资源。由于双非学历所限以及研究

生选择出国留学，没有接触过金融行业核心部门，也没有针对国内就业方面专门的支持。这

也是我个人的短板。在既定大环境下，必须要认清现实，悦纳自己，放弃幻想，做好最坏的

打算。 

 

最后，祝参加实习生面试的考友们都能收到好消息~~希望我们都能在秋招中找到职业上的归

宿。 

 

相比经验贴，这更像一篇求助帖。在过去半年做了许多努力后，我想是时候反思一下自己，

直面那些困扰我很多年的问题。如有相似体验的童鞋，欢迎评论交流。如有过来人心得体会

分享或点拨，感谢不尽。 

 

 

3.10 2020 暑假实习生综合管理方向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7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6889-1-1.html 

 

 

虽然应该已经凉透了，但是还是记录一下，给下一年的同志做个参考吧。 

 

仍然是小组面试，十人一组一起群面。有三个考官，其中一个是主考官，一个计时官，会提

醒不要超时。 

 

首先是自我介绍，每人一分钟，按照排号顺序进行。自我介绍完之后抽关键词，每个人讲述

一段自己与关键词有关的故事。今天的关键词有银行，服务，时间都去哪儿了，扣子，乘风

破浪，网课等，我实在记不清了，但是都稍微靠一点热点。 

 

说完故事之后考官发问，会根据简历里的实习或者其他经历追问具体细节，面试前可以具体

捋一捋。我没有被问到，应该对我不太感兴趣，要抓紧时间去找其他实习了。 

 

然后就结束了。走之前问了问 hr小姐姐，说大概会一周给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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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留用，hr小姐姐说因为疫情原因，双方见面都很困难，今年会提高留用比例，只要拿

到优秀实习生，就可以留用啦。 

 

关于住宿，具体实习时间等其他问题，面试没有给提问时间，上面知道的一点消息都是准备

的时候问小姐姐的。 

 

祝大家都能拿到自己想要的 offer，我也能找到去处。 

 

题外话：江苏银行发的矿泉水瓶子挺好看的。 

 

 

3.11 消费金融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7084-1-1.html 

 

 

等了巨久 

竟然还有两分钟即兴陈述，问了对地点的偏好 

和职业规划 

可能到后面时间太晚了所以比较赶吧 

前面的同学平均 15分钟左右 

 

 

 

3.12 江苏银行苏州分行春招一面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4748-1-1.html 

 

 

疫情原因都是线上面试。 

一面无领导+半结构，6个组员，1个面试官。阐述自己观点+讨论+总结，题目是银行应该维

持老客户还是开发新客户。我们组非常和谐，没有出现抢麦的现象。半结构是一个一个进行，

其他组员看不定自己的面试情况，问了什么问题忘记了，都是常规问题。 

二面半结构，也是进行分组后一个一个面试。前排 4个面试官，1个主持人，后面还有两个

面试官，但是只有一个面试官进行提问。问的问题有: 

1.自我介绍，让我简历上有的不要说。 

2.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段实习，却没有到银行实习。 

3.因为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提到了银行好的方面，然后就问我银行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问

我有没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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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三四分钟的样子。 

因为是线上的原因，面试官用话筒说话，再收声，听到的声音经常断断续续…面试官问我第

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没听清，又请面试官重复了一遍。后面的问题也有点不清晰，然后就根据

大概听到的意思回答了。 

 

招聘信息上苏州分行只要 5个人，但是二面还分了几批，竞争应该挺大的。 

这次线上面试对江苏银行苏州分行的印象还挺好的，第一点是时间安排很好，发给我的面试

时间和实际面试时间差不多。有企业发给我的面试时间和实际面试时间差的十万八千里，还

几次打电话给我让我稍等，说会马上邀请我……结果等了三四个小时。还有就是面试时间提

前了一个星期左右通知。 

 

 

3.13 江苏上分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2397-1-1.html 

 

 

 

很疑惑，这么大的城商行怎么没有人发面经呢？ 

 

腾讯会议面试，进入房间后，有主持人和三位领导，面试前给每个人排了序号 

 

流程：1. 每人 1min自我介绍，其实不严格限时 

          2. 即兴演讲，一共 1-10个序号，随机抽，主持人念题，题目一般就是：谈谈你

对 “...”这句话的理解，不给准备时间，直接 1分钟即兴演讲，有点主持人大赛的意思 

          3. 面试官提问：说一下求职进程、对综合管理、业务、市场营销这三个岗位的

偏好 

 

然后就结束了，都是按顺序回答，没有追问，面试官比较严肃，但是全程效率很高。 

 

3.14 南京地区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 年  月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7301-1-1.html 

 

 

上周五去了南京面试，最近运气太差了，为了攒人品来分享一下面经~ 

首先，对于外地考生，提醒一点，江苏银行不报销路费，但是南京市有一个外地考生来宁面

试补助 1000元，可以百度搜一下怎么申请，去面试的时候让企业开一个面试证明就 OK了，

还挺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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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是总行和分行一起招聘，今年总共招二十人，问了 HR是录取后轮岗一年，之后竞

岗，能竞到哪去哪。 

面试分为上下午，每半天两批，每批六组，每组十个人左右，所以总共算下来参加面试的最

起码 250人，250竞争 20，难度也挺不小的。 

面试开始前会抽签，是角色扮演式辩论，十人一组，自动分为 AB两组，每组内一个组长，

一个协调者，三个组员，抽到的身份不可以互相透露。进去后先用三个关键词自我介绍，每

人一分钟，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之后开始辩论。 

先小组内讨论 5分钟，形成观点，一个代表发言。然后自由辩论 8分钟，之后两小组讨论 5

分钟，形成统一观点，推选一个代表发言。发言完毕各组成员写出你认为本组的组长和协调

者，如果与抽签不相符，被推选的有加分，抽签形成的扣分，但是有一分钟辩解的机会。最

后领导提问十分钟。 

我们组的题目是对于小微用户是互联网金融更有优势还是传统银行更有优势。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3.15 南京地区综合岗面试形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5043-1-1.html 

  

 

有人已经面了江苏银行南京地区（综合类岗位），求问面试形式如何哇 

 

 

 

好吧  我自己来说一下  无领导+半结构。 

10人一批，前 5人自动成 A组，后 5个人相应成 B组。 

进去之前每人抽一张角色卡，每组一张领导者，一张协调者，剩下 3个组员，抽到不能公布

身份。 

进去先三个关键词自我介绍，然后开始无领导讨论，讨论过程中还需要观察你们组的领导者

和协调者是谁，最后是要写出来（第一次碰到这种*操作)。 

讨论完两组先一人总结，然后开始辩论，最后两组讨论形成统一观点，两组派一人总结。 

大时间点会有提醒，就组内讨论需要控制时间。组内讨论时间有点短，也没组织好，我们组

完全就按总结者个人思路来的，其他人观点基本未予采纳。 

最后我们写组内的领导者和协调者，投出来的领导者或协调者要是和持卡者不一致，被投出

来的人加分，持卡者减分，并且还给持卡者一分钟辩解时间。据说其他组有人直接说我不辩

解，对于这类人楼主还是佩服的。 

一面即终面，不晓得 hr如何在 100人中挑出 20 人的，我感觉我们组除了个别人比较弱之外

（譬如，楼主本人）其他人简直神仙打架。 

还得继续笔试，面试。。。愿看到这段文字的人都早点上岸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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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2020 苏州分行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4459-1-1.html 

 

 

这个终面真的吓死人，感觉是压力面…… 

今天上午 8点到 8点半之间签到，然后分组进行面试，6个人一组。先去一个房间填了三张

表，什么信息核对、父母身份证之类的，然后就去另一个房间进行终面。 

进去的时候对面坐了 4个人领导，全程只有一个领导问问题。首先按顺序进行自我介绍，然

后再按顺序进行问问题。然后噩梦就来了…… 

感觉每个人都被怼了，有个小姐姐说之前在苏州农商行实习过，被问到苏州农商行和江苏银

行有什么不同，其他的我记不清了。我是 5号，我的同班同学刚好是 6号，所以到我的时候

干脆两个一起问了。当初为什么学会计专业（lz 是会计学专业），有没有后悔学这个专业，

我看你们实习都有事务所，为什么要来银行（lz这个问题还没说完那个领导直接来了一句

下一个……），你们觉得在银行里学会计的比例大概占多少…… lz面到这里已经不

想说话了。 

然后我的朋友在下一组面试，也是一个班的，她说直接被问到上一组你的两个同学谁的成绩

更好，她真的不清楚另一个啊，就回答了我不清楚，然后那个领导就说这么说你不想回答了

是吧 。 

反正今天这个面试面完让人心情很不爽…… 

 

不过更气的是我们第一组从面试的会议室出来以后直接被一个员工带到楼下去办卡，美曰其

名“带你们参观一下”…… 

然后好像只有我们这一组被迫办卡，我朋友那一组并没有被拉过去 

 

反正不知道能不能进……只能随缘了 

 

 

3.17 苏州分行春招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9694-1-1.html 

 

 

二面即终面，等结果的过程中码字攒人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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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是五个领导，五到六个人一组（记不清具体人数）进去面试，虽然发了号码牌，但是

我们组自我介绍也都说名字了，终面应该就不忌讳透露个人信息了，有资源的话当然可以委

婉透露。全程不设定发言顺序，想好就发言，每个人都要说。首先自我介绍，没有卡时间，

但如果太冗长会被打断。接下来问为什么选择银行，为什么选择江苏银行，尤其针对非金融

专业的同学和没有银行实习经历的同学。面试官还是挺尖锐的，比如有同学说针对银行做了

科研，面试官就问有没有去过我们的网点。 

 

 

 

3.18 苏银租赁二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3461-1-1.html 

 

 

 

上午一面在金陵饭店，如果过了，会让等待二面 

中午会安排到公司的食堂吃饭 

下午面试，9人一组。自我介绍+对金融租赁的了解+为何应聘 

整合流程很快，个人觉得面试安排的挺好的。 

期待收到 offer！ 

 

3.19 苏银租赁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3196-1-1.html 

 

 

没有自我介绍 

首先看材料 3min，后 5分钟小组讨论。 

20分钟双方小组辩论，10分钟时会互换观点。 

最后进行小组合作，形成一个运营方案。 

 

面试的同学都非常优秀。。参与度不高，忐忑。。 

 

3.20 19 江苏银行深圳分行面试 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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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2464-1-1.html 

 

 

 

10.20 参加的江苏银行笔试，前两天收到笔试通过通知 

 

lz是海归，没有参加校园宣讲会，听说之前有小伙伴们流程不一样的情况，有宣讲会初面

后二面的。 

 

今天的海归场，七个人有 6个海归，HR非常热情的介绍了江苏银行的薪资水平和发展路径 

群面题目很简单，外加一分钟即兴演讲。更看中的应该是岗位匹配度 

三个面试官很和善，感觉江苏银行也是非常珍惜人才的，主动提出来要节省时间和经济成本，

尽量一天内完成所有面试。 

 

工作环境很好，窗明几净！ 

 

希望可以收到 OFFER哟~攒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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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江苏银行综合求职资料 

4.1 2022 届江苏银行南京分行秋招上岸记录帖~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6521-1-1.html 

 

 

 

lz是经济类专业本科生一枚，2022年即将毕业，今年秋招投递了江苏银行南京分行，并成

功收获 offer。特此开一个秋招记录贴，希望能和各位 uu们共勉~ 

8月 17日，江苏银行早早地发布了秋季校园招聘公告，uu们可关注“江苏银行招聘微信公

众号”，或电脑登录“”江苏银行官网-人才招聘”获取岗位信息。 

9月 28日，lz这个拖延症晚期终于下定决心，去江苏银行官网投递了简历，每人可填写 3

个志愿。 

10月 15日，收到笔试通知的短信。 

10月 19日，进行线上笔试，需要双机位监控。（题目类型：公务员行测+经济金融+行情行

史+空间位置重现、看图找不同等测试灵敏度的题目，全部为单选题，但是时间非常紧张） 

10月 25日，收到笔试通过的短信，让你确认是否参加面试（疫情防控原因，线下面试 or

线上面试均可，可自由选择） 

10月 29日，去江苏银行总部大厦参加线下面试，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江苏银行“一面即终

面”，只有一次面试，不像往年一样还有二面。12个人一组进入面试间，每个人都有一个编

号。 

面试的形式为：1分钟演讲（题目：每个人用一个词来形容介绍自己的最大闪光点和特质，

并展开 1分钟的阐述，让主考官在最短的时间内记得住你）+无领导小组讨论（采取辩论赛

的形式，辩题每个考场不同，所以 lz拿到的题目就不透露了。单号考生为正方，双号考生

为反方，5分钟众人讨论辩题时间，然后 10分钟正反方各自立论和质询观点；之后双方需

要互换正反持方，再按上面的流程来一轮辩论，这一点还挺难的，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转换思

维；最后 5分钟讨论形成一个最终观点，并推举一人进行简短的总结汇报）+行内大领导单

独提问（3个面试官，会由其中一个面试官随机问问题，主要是针对你的简历和未来职业规

划来提问。因为时间非常紧张，每一个考生只会被问一个问题，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

认真回答，不要支支吾吾或长时间停顿） 

11月 2日，收到体检通知，通知 lz 两天后去南京市某指定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参加体检，

体检费用由江苏银行来出。 

11月 4日，去南京市指定医院体检，体检是差额体检，据说会刷掉一部分人。（体检报告个

人无法查询，只会将检查结果反馈给江苏银行） 

11月 10日，下午收到录取通知的短信，要求第二天去江苏银行南京分行（洪武北路 55号）

线下签约。 

11月 11日，上午去南京分行签约，正式拿到 offer。 

完结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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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想问下江苏银行南京分行薪资待遇怎么样呢？今天收到体检通知了 

 

 

综合岗是本科生 14w/年，硕士研究生 15w/年（都是税前）。 

 

 

 

4.2 江苏银行无锡分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4988-1-1.html 

 

 

秋招基本结束，听说分享经验可以附加运气值。我也信一下玄学吧。 

先交代一下当时个人背景(不入流 211硕士(轻工专业)，有会计从业资格证，注册会计师通

过 3科) 

江苏银行无锡分行这边的整个流程是:网申-笔试-初面-二面-体检-性格测试-offer。这样一

个流程，接下来阐述会分步骤介绍(有重点，有忽略) 

网申就是填一下基本信息之类的(有相关证书记得填写，家庭有钱有人脉(网申，面试可以适

当体现)) 

笔试:(江苏银行今年笔试是线上进行的，要求前后两个摄像头，具体题型有行测还有游戏题

目(主要是小球移动考验判断力和反应力)，难度适当)(做到游戏题目的时候，舍友在那里打

电话，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如果明年还是线上的话，尽量保持周围安静吧) 

初面(重点):初次面试很重要，会刷大批人。整体流程是:群面(辩论式，分为 A/B两组，一

组 6人)-个人群面表现优点与缺点自我说明-自我介绍。我们的群面题目是(针对现在市场上

面的悲情营销(一篇文章)，是否支持以及论据)。然后是审题-互相提出观点以及反驳对方观

点-reporter最后代表各自小组汇报。首先提一点(我个人当时担任的是我们小组的 leader

和 reporter(小组举荐)，顺便还当了部分 timer(自己本身带有手表)，我这种行为其实不好，

但是群面需要突出自己)。群面审题结束，我带头把我们小组聚集一起搭建了框架(我们小组

有一个大神)，然后小组逐条讨论了 5条论点。之后就是互相辩论(大神是 2号位置，一号位

本来提出了我们论点(被对方反驳一下之后)，大神逻辑很清晰的又进行了反驳)。最后汇报

的时候，可能我期间引导的不错(我又是末号位置，最容易诞生 reporter 位置)，然后被推

成了 reporter。之后就是类似单面形式的本场表现的优缺点说明(哪怕群面没有作用，这个

时候可以放大自己作用)，自己自我介绍(有家庭背景的可以适当暗示或者明示了)。〔总得来

说，群面就是让自己突出出来，另外可以适当带个表，我们当时群面是上交手机的〕。 

二面〔压力面〕:当时一面 600人，进 2面的好像只有 200人了，而且我知道的一面说话多

的好像都进了二面(不知道评判标准是什么，我知道的有两个在辩论时有点互相吵起来的也

进了，就很奇怪)，二面基本不刷人。我们当时是 7人一组，进会议室，一排领导坐着，我

们站着轮流回答问题。一个是自我介绍，还有一个是为什么选择江苏银行？我当时第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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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紧张了，全程腿抖(当时以为二面完蛋了，后来过了快一个月拿到了体检通知)。这里特别

说明一下，不要紧张。 

体检:没什么好说的，一般都能过 

性格测试(只要不乱填，不刷人) 

offer(违约金 8000)我放弃了没签 

希望帖子能帮到后来人，银行挺容易进的，我个人笔试就刷了一些行测，没签原因是我家农

村的，金融行业我进去可能是差等生。 

 

4.3 面试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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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1326-1-1.html 

 

 

 

笔试有点难度，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游戏时间还很紧张，题型没有分类，混杂，面试一面辩

论，群面，男女分开面，面试官很好很好，让你一下不紧张了，题目是，如何获客和活客，

设计一个 app，最后需要达成一个统一的方案，还听说有题目是江苏银行 vs南京银行的，

二面 8v1压力面，很看重籍贯，是否有资源，能拉来存贷款不，对你不感兴趣就问的很简单

兴趣爱好，就没了，感兴趣的就问的比较久了，银行面试很注重姿态，真的想进去就把头发

整成黑的扎起来，我因为黄头发还被说了，但真的挺无语的，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没录用我

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面试染一头黑，而且感觉也是不看你能力水平的，就是看资源 

 

 

4.4 2019 江苏银行徐州分行笔试到终面全程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1992-1-1.html 

 

 

 

收到 offer，获益很多。回馈应届生论坛。江苏银行的网申大概 8月底就开始了，楼主申请

的也比较早，网申简历还是要认真填，可以适当美化一下啦，往后全程就只用这个，最后终

面竟然还看到了 HR用得网申简历。网申结束前徐州分行还有一次初面，决定是否通知笔试，

但是网申晚的似乎就可以直接跳过了，初面是半结构化，自我介绍加简历提问。不过楼主自

我介绍后就没被问任何问题，还有点小担心呢，不过也顺利参加笔试了，初面也应该不怎么

刷人吧。笔试记得是 10月 20 号，EPI+行史+时政+金融知识，分开计时，EPI 中计算比较多，

肯定不能每题都算，建议是果断放弃复杂的计算，先做有把握的。行史和时政也不用重点准

备，看看考前考场外边发的资料就足够了，不是金融专业也不用担心，专业知识题目很少也

都是基础的，选个差不多的就没问题。吐槽一下所有的银行笔试都在南京，外地的同学真是

心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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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面一共两场，分上下午一天结束。还好地点在徐州。据说网申一共 1千+，最终有 160多

人到终面。上午先签到抽签、收手机（一天都没给啊啊啊），十人一组无领导小组讨论，看

题+分别阐述观点+讨论+总结发言，常规模式没什么新意。题目是成功的要素按重要性排列

出顺序，就不详细介绍了。中午统一午餐，之后当场公布结果，还留 100 人吧。下午结构化

面试，五人一组。自我介绍 1分钟+即兴演讲 1 分钟，面试的行领导有两排，是楼主见过最

强大的阵容了。建议自信展现自我就可以啦，不用紧张。两分钟也说不了多少话，再加上即

兴演讲想要出彩还是挺难的，读题后直接回答，关键是要快速的组织语言，把题目尽量往银

行相关方面联系着讲吧，题目有经历类的、名人名言类的，总之各种都有。最后体检通知据

说是发了 70人，可是只招 40+，差额体检看运气吧。女生还挺吃亏，无领导淘汰就挺多，

楼主那组的男生没怎么参与也进了下午的面试。就这么多吧，希望对以后应聘的同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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