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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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简介 

1.1 概况介绍 

交通银行始建于 1908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的发钞行之一。1987

年 4月 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 商

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2005年 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7年 5月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交通银行集团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离岸金融、基金、信托、金融租赁、保险、境外证券、

债转股和资产管理等。旗下非银子公司主要包括全资子公司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交

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交银保险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交

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交银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末，交通银行境内分行机构 246家，其中省分行 30家，直属分行 7家，省辖行

209家，共设有 2,923个营业网点。同时，交通银行在香港、澳门、台北、东京、首尔、新

加坡、胡志明市、悉尼、布里斯班、墨尔本、法兰克福、伦敦、卢森堡、巴黎、罗马、布拉

格、纽约、旧金山、多伦多、里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等地设立了 23家境外分（子）行及

代表处，境外营业网点共 69个（不含代表处）。 

 

2015年，国务院批准《交通银行深化改革方案》。2020 年，交通银行聚焦对接国家战略打造

特色优势、架构职能和体制机制、金融科技改革、风险授信与反洗钱、机构管理和激励约束

等领域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激发转型动力。2021 年，交通银行连续 13年跻身《财富》

（FORTUNE）世界 500强，营业收入排名第 137位；连续 5年稳居《银行家》（The Banker）

全球千家大银行一级资本排名第 11位。 

 

交通银行作为一家历史悠久、战略清晰、治理规范、经营稳健、服务优质的国有大型银行集

团，始终紧紧围绕落实国家战略和服务实体经济，不断强化全面风险管理，持续推进深化改

革，努力为广大客户提供最好服务，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为员工营造幸福家园，为社会做

出更大贡献！ 

1.2 2021 年度经营业绩 

2022年 3月 25日，交通银行发布 2021年度经营业绩。2021年，交通银行紧紧围绕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建设世界一流银行的战略目标，以“十

四五”规划为统领，谋新篇、开新局，保持和巩固了“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集团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875.81亿元，同比增长 11.89%；资产总

额达人民币 11.67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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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稳致远，价值创造能力持续提升 

基于对跨周期、逆周期政策下业务契机的精准把握，业务规模稳健增长、息差水平保持稳定、

量价并进驱动集团盈利能力明显提升。 

 

报告期内，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2,693.90亿元，同比增长 9.42%。其中，利息净收入 1,616.93

亿元，同比增长 5.45%，净利息收益率保持基本稳定；非利息净收入 1,076.97亿元，同比

增长 15.97%。董事会建议 2021年度向普通股股东每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0.355元（含税），

现金分红率达到 32.16%。 

服务实体，助力实体经济加快复苏 

积极发挥金融“国家队”的主力军作用，深度切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全新产业赛道和多

层次消费空间，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加大金融供给力度。报告期末，集团客户贷款余额 6.5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2.17%，为

近年来最高水平。公司类贷款中，中长期贷款较上年末增加 3,729.82亿元，在客户贷款中

的占比提高至 43.13%。全年支持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超过万亿元。 

 

服务国家重点战略。报告期末，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三大区域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15.30%，增幅较集团贷款平均增幅高 3.13个百分点，信贷增量占比超过 60%。 

 

助力经济转型升级。报告期末，境内行制造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16.16%；战略性新兴

产业、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分别较上年末增长 90.90%、49.23%，贸易融资发生额同比增长

31.16%；绿色信贷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31.37%。 

科技引领，加快数字化新交行建设 

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思维重塑业务流程、展业模式和服务方式，推动经营从经验

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从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 

 

加强顶层设计。报告期内，先后发布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十四五”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和

数据治理规划，提出金融科技发展愿景“POWER”（平台 Platform、开放 Open、智能 Wise、

企业级 Enterprise、重塑 Reinvent），打造体验极致、生态丰富、风控智能、运营高效的数

字化新交行。金融科技投入 87.50亿元，同比增长 23.60%。 

 

深化科技赋能。打造出惠民就医、普惠 e贷等“交银 e 办事”系列产品和数字人民币等创新

标杆，推出手机银行 6.0、企业级营销中台和客户服务平台等项目，新一代云平台、数据中

台、多方安全计算平台等取得阶段性进展。 

 

加快开放银行建设。聚焦政务、出行、教育、医疗等民生场景及餐饮消费，升级产品和服务

方案，做大场景获客。开放银行已累计开放接口 1,369 个，累计调用次数超 2.6亿次。报告

期内，借记卡线上获客占比较上年末提升 7.3个百分点；信用卡线上获客占比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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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手机银行月度活跃客户数(MAU)3,811.03万户，买单吧月度活跃用户 2,657.26

万户；云端银行服务用户规模 236.84万人。 

多措并举，资产质量整固向好 

坚持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各类风险的前瞻性

研判，在发展中调整优化结构，夯实风险防控基础。 

 

推进风险授信改革。深入推进风险授信与反洗钱改革，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知识图谱等

技术强化风险计量和监测体系；落地经营主责任制和专职审批人机制，实现专职贷（投）后

管理团队境内行全覆盖。 

 

加强存量风险化解。加大不良资产处置清收力度，报告期内共处置不良贷款 839.36 亿元，

同比增加 10.25亿元。 

 

强化增量风险防范。报告期末，逾期贷款率 1.33%，较上年末下降 0.21个百分点；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余额占不良贷款余额比例 66%。 

 

报告期末，集团不良贷款余额 967.96亿元，不良贷款率 1.48%，分别较上年末减少 9.02亿

元、下降 0.19个百分点，逾期贷款余额与占比“双降”；拨备覆盖率 166.50%，较上年末上

升 22.63个百分点。 

金融为民，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加大金融支农与服务创新力度。建立“交银益农通”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推出“兴农 e贷”

线上融资服务，积极参与金融支农创新试点和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建设。报告期末，涉农

贷款余额 6,544.6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4.13%。 

 

携手共进推动公益事业发展。报告期内，向甘肃天祝县、四川理塘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和山西浑源县三个定点帮扶县捐赠资金 2,500万元，连续 6年保持增长。全力支持乡

村振兴、抗洪赈灾、助残助学等公益事业，报告期内累计捐赠 5,193.52万元。 

 

 

管理层表示，2022年是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也是交行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交行将继续锚定高质

量发展目标，坚守金融本源，在与实体经济“调结构、促转型”的同频发展中，实现“稳”

与“进”的良性互动；发挥“上海主场”优势，不断谋求创新突破，打造四大业务特色，实

现银行价值与客户价值的共同创造与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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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于 1996年 03月 29 日成立。 

 

近年来，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持续开展各类征信宣传活动，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促进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并紧抓金融科技助力商业银行转型的内外部机遇，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服

务效能，探索更有效率、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切实履行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 

 

 

 

 

 

 

注！江苏省分行及江苏省省内各分行均收录于此文档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交通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交通银行官方网站：http://bankcom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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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交通银行江苏省笔试资料 

2.1 交通银行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1331-1-1.html  

 

今天收到了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的笔面试，笔面试的一起发的通知，笔试 27 号之前完成，29

号面试，笔试只有 12 分钟，都是性格测试题。 

---------记录一下秋招的历程，后续面试也会出面经，赞赞好运~ 

 

2.2 交总管培终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3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7300-1-1.html  

 

上周参加了交总管培的终面，来分享一下面经攒人品 

面试时间下午两点到五点左右，共两轮。 

第一轮是结构化面试，两位面试官，一些常规的结构化问题比如如何看待交行和管培生，也

会针对简历提出部分问题。整个面试过程比较温和友好，大约 25 分钟。 

第二轮是案例分析，领取案例材料后有 60min 的准备时间，然后进行不超过 15min 的汇报。

案例分析主要就是有关案例公司的情况分析现状、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很悲催的是我没有

带手表，汇报的时候怕时间紧说不完全程语速超级快，最后汇报结束后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不知道自己用时多少。汇报结束后面试官根据案例又提了几个问题（个人感觉不是很好回答）。 

 

提醒大家以后去面试一定要带个手表！ 

另外现在交总管培定向到各省分行，不知道未来发展怎么样，有了解的大佬欢迎分享～ 

 

2.3 交通银行 2021 年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7081-1-1.html  

 

相比于昨天中行的笔试，交行的笔试要温柔的多。100 道题 100 分钟，题目做完之后还有点

时间回去检查一下。第一部分是行测，包括资料分析，数量关系和语言，题目比较常规，难

度也不大。第二部分是综合知识，以计算机、统计和经济学为主，这个部分是做的比较无语

的，作为文科生计算机和统计基本全部瞎蒙，感觉这部分难度比较大。第三部分是两篇英语，

一篇选词填空，一篇阅读理解。性格测试易考系统应该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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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交行数据管理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7049-1-1.html  

 

刚刚做完笔试，来分享一波经验和血淋淋的教训 QAQ 

行测+专业知识 

行测就是老行测了 

专业知识主要是计量（回归，t 检验），机器学习基础，概统基础，SQL 

SQL 已经忘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专业知识，最后三个看似选择的题，实际上都是大题！然

而楼主以为都是选择，最后五分钟才做到那里，完全傻眼了。基本空白吧，就。 

所以，下次笔试一定要先确认题型，尤其看有无大题！ 

2.5 交通银行国际员工储备生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1940-1-1.html  

 

今天刚刚考完国际员工储备生笔试，看之前的帖子里面好像没有这一项，所以写出来给以后

有需要的同学参考参考。 

交行的笔试是统一线下上机考试。正式笔试之前的 4-5 天会收到短信和邮件通知，大家记得

按照上面的要求预约考点+打印准考证。楼主本人的考点就在学校附近，感觉还挺方便的。

国际员工储备生有上下午两场考试。 

上午考两个小时，主要是行测+金融计算机知识+一篇英语阅读理解，还有半个小时的性格

测试。值得注意的是数学运算题非常多！！！所以做起来要有取舍，我的做题顺序是言语、

资料分析和英语，然后金融计算机部分，最后再去做数学题。即使这样也没能做完但想想，

考试的意义可能就在于谁能在短时间内拿到高分吧。。。这部分备考的时候我主要看了中公

的银行招聘考试一本通，本人本硕都不是金融相关专业，所以恶补了一下相关的知识（虽然

没有看完。。还有就是，一定要做一下往年真题！！！即使不出现原题，也会出现相似的知

识点。 

 

然后是下午的外语能力考试，有意思的地方来了。楼主是小语种专业，报的岗位也是对口的

语言。所以觉得肯定考自己的专业语种。结果。。。竟然是托业考试！而且在考场还见到了

英语系的同学，要是一起评分的话，肯定要被碾压了托业考试是 45 分钟左右的听力加 100

道阅读题（时间大概 120 分钟），难度的话，其实还好，就是第一次考不太适应。特别是

听力，前面部分的问题都是只在录音里，电脑上只有选项；后面部分虽然有题目了，但是根

本没时间细读。楼主虽然之前考过雅思，但是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阅读的话，最好稍微做

快一点，楼主是掐着点做完的。 

总之就是，大家想报考这个岗位的话，还是提前多做准备，不管是行测的刷题还是金融知识

的学习，当然英语也是不能放弃的。。。 

第一次写这么长的笔经，希望给自己攒个人品能进面试，也感谢这个神奇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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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热腾腾的交通银行笔试题型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9030-1-1.html 

 

听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分享一下今天考的两场笔试题型～希望能拿到理想的 offer 

交行考了两个小时 

题型如下： 

言语理解 10 

数学计算 20 

逻辑推理 10 

资料分析 10 

常识综合能力 35 

金融科技 10 

英语 5 

 

后面还有性格测试 

数学太多了 根本没时间算 放在最后做的...来不及了直接蒙答案.... 

以上。给明年 21 届的小伙伴一个参考～ 

2.7 交通银行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8908-1-1.html  

 

笔试时间一共两个小时，业务知识 90 分钟，性格测评 30 分钟。 

 

题量很大，业务知识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行测，难度中等但是题量大，应该有 50 题左

右的样子。第二部分综合知识，考了一些经济学的东西，供给曲线什么的，楼主不是学经济

学的这部分基本懵逼。第三部分金融科技，几乎是蒙的，第四部分英语，一篇文章，5 个选

择题。 

整体来说有点难度，做题要快。听说这是个神奇的论坛，希望笔试能过 

2.8 2019 交通银行江苏南京秋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9078-1-1.html   

 

看了那么多经验，也来发个攒人品！ 

今天上午 9-11 点笔试，分为两个部分，笔试题目和性格测试。笔试题目时间好像是 90min100

题！要注意这边好几个小块（行测，专业知识，英语）都在这 90min 里面，要把握时间。

今年考了很多数学计算，有点难费时间，可以考虑跳过最后做。英语比较简单，只有一篇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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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理解。 

性格测试比较麻烦，要填 1234，注意看清题目，1 是最符合项！ 

求过啊！ 

2.9 交行笔经 南京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9412-1-1.html  

 

今天考完交行和招商，交行题量大一点 

交行考了 epi、英语、专业知识、性格测试等。 

epi：时间还行，楼主跳了几道题目，建议先做需要计算的 

英语：楼主英语不好…… 

专业知识：包括经济学 12 道，金融学 12 道，会计 6 道，法律 6 道，计算机 6 道，还有一

些专业知识 lz 忘记了……包括时政和行史，今年行史和去年只有一道一样，上市日期之类，

还考了 2018 营业收入增长率； 

性格测试：没什么好说的，忠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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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通银行江苏省面试资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6656-1-1.html  

 

昨天面的 2v1 面了十五六分钟左右 

两分钟自我介绍 

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和学校，为什么出国，为什么不留在国外？ 

高中学校 

会上海买房吗？ 

现在住在哪里？ 

实习经历简单询问 

对这个岗位有了解吗？知道是一年基层吗？ 

期望工作的区域和岗位 

最近时事热点的看法 

站起来看看，问了下身高 

有没有后悔/挫折的事 

本硕发生印象深刻的事 

这么多年在国外，对国内要考试的资质有问题吗？ 

最后你有什么问题？我就提了竞选客户经理的资质，和之后能不能自己选岗。老师说别的岗

也需要客户经理的经验，之后还是看个人发展。 

总体来说比较轻松，聊的也挺愉快。就是时事热点有点不太了解，尽力地把自己知道的说了。

中间网断了两次比较头疼。 

攒 rp~大家加油！ 

 

3.1 交行江苏省分行优才项目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7241-1-1.html  

 

一面:对抗式辩论群面以后，一个个进去进行单独的半结构化面试。 

二面:半结构化面试。 

终面:案例分析题，几十页的案例，90 分钟内阅读完并书写好展示的板书。之后进入面试间

15 分钟案例展示，展示之后进行半结构化面试。 

希望拿 offer！ 

3.2 交行江苏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457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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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江苏终面 

终面形式是 3v1 的半结构（还有一点压力面的感觉），每个人大概 10min，根据岗位的不同

进行了分组，终面好像也持续进行了几天。首先还是自我介绍（没有说限时），然后三位面

试官会随机提问：对岗位的认识；还面了哪些银行，到哪一步了，怎么选择；对交行的认识；

实习都在北京现在为什么来南京；是否独生子女；能接受多久柜员；如果一直都是柜员的话

会怎么办，会辞职吗；职业规划；怎么看待长期高强度加班到很晚。 

整体还是围绕着岗位和简历进行提问，希望小伙伴们都有 offer 收！冲啊！ 

3.3 交行江苏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9670-1-1.html  

 

交行江苏 

分批次安排的面试时间，这样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真的很好！签到后会发名牌卡，然后就在

等候室等待，叫到名字后就上楼去面试室。 

根据交行的安排一组应该是 12 人（我们组 11 人）先进行无领导小组讨论，有三位面试官，

5min 读题，每人有 2min 个人陈述（或者是 1min...记不清了，如果超时会被面试官直接打

断），20min 小组讨论（要小组统一出一个相同结果），最后推荐一位同学做 3min 总结。我

们是常规的排序题，全程很友好，真的很感谢有爱的队员们！ 

结束无领导后大家一起在外面等着按照序号再次进面试室进行 3V1 的半结构，先 1min 的自

我介绍，然后会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提问（能接受几年柜员&报了哪些银行&为什么来交行&

觉得你有哪些特质适合银行&为什么来南京）我回答为什么选交行的时候大脑短路了。。。答

得很烂。。。 

当天面试的人还挺多的，并且还分了好几天（我们当天组内有综合岗也有技术岗）不知道多

久出后续结果，耐心等待 ing。 

希望能帮到大家！ 

3.4 交行南京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7389-1-1.html  

 

面试分为两轮，一轮群面，一轮三对一单面。群面分两组，组内形成方案，推选一人总结。

接着两组互相辩论，就结束啦。虽然撕得很激烈，但面试官似乎不太 care…三对一单面，就

是问一些常规问题，印象深刻的事情、为什么来南京之类的，很快就结束了 

 

3.5 江苏徐州分行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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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6269-1-1.html   

 

早上八点左右到的，面试八点半，比规定的晚了二十分钟，无领导小组是电梯吃人现象采取

什么措施并排序，我说的并不多，我们组有个人很强势，插不上话，结构针对简历提问，比

如家庭人员，实习经历，你对银行业的看法，希望自己能过吧～ 

3.6 南京交行本部面筋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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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837-1-1.html  

 

一面是无领导 规则和别家银行不太一样 研究生和本科生在一起面试的 给个案例 两个小

组分别讨论 分别派一名组员进行总结 然后就是两组自由讨论了 讨论完之后面试官提问 

 

一面完了在门口等二面。二面是结构化。进去先会问你几个关于经历的问题，然后再给一个

模拟情景让你说说自己会怎么办。 

 

总的来说还是蛮人性化的。感觉自己表现的也算是中规中矩。希望能拿到 offer 吧！ 

3.7 交行南通分行储备生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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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072-1-1.html  

 

听说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所以我又来写面经造福社会啦  

面试时间是早上九点，天气还是蛮冷的，地铁坐到鼓楼区又骑了小黄车，哼哧哼哧才赶到中

山北路 124 号交通银行的大楼。江苏地区各个分行好像都是在这个地方面试的，我签到的

时候还看到了泰州和连云港分行的名单。然后是 hr 姐姐把我们南通分行的人都领到了 24

层，应该各个分行在不同的楼层面试吧。 

hr 会按照签到表上的名字顺序给你们分发面试的号码牌，进去的时候要按照顺序。我们这

层上午一共 16 人，分成了两组，一组 8 个人，坐在大堂遥远的两边。两组分别在两个会议

室里同时面试。面试分为无领导和（半？）结构化两部分。这里要说一下一个小组的 8 个人

又分成了 4 人一组，进会议室之后分两边坐，一开始面试官会让人通报姓名，核对人和号码

是否符合，没有自我介绍环节。 

无领导的话是给一个社会问题，然后讨论方案，然后各自找一个组员陈述，然后双方互相提

问这样子。讨论方案 15 分钟，各组陈述 5 分钟，一共十分钟，提问环节各自 10 分钟，一

共二十分钟，所以整个无领导环节是 45 分钟。hr 会给倒计时，但是自己讨论的时候最好也

注意一下时间。我们的话题是讨论解决十一黄金周出游难题的方案。无领导结束后大家先全

部出去，然后按照号码牌的顺序进行单面，面试官根据册子随意提问你问题，有情景模拟，

也会结合你的实习经历问，这个环节每个人 10 分钟。流程还是比较清晰的。 

之前看了徐州分行的面经，大体也是如此，但是无领导讨论的问题并不一样。还有据说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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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就是终面，不过我也不太清楚。现在心情很忐忑，求交行给个 offer 吧，嘤嘤嘤  

最后祝大家都能早日拿到 offer，开开心心过个好年！ 

3.8 交行江苏徐州储备生 11 月 16 日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7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0125-1-1.html  

 

听说应届生是一个神奇的网站，还没有offer的童鞋现在来分享一波经验，求顺利拿到offer!!!

今天面了交行徐州储备生，通知的 3 点半到。我们一个小组 6 个人。有两个面试官，第一

轮群面是 45 分钟的讨论题，六个人分成了两组，先是 25 分钟的组内讨论；然后每组选一

个人作为代表进行 5 分钟的阐述，两组共需 10 分钟；继而是每组五分钟的交叉问答，共需

10 分钟。接下来面试官会根据大家讨论中的表现针对每个人问一些问题。然后这个部分就

结束了，大家离场等待紧接而来的单面。单面的面试官就是刚才群面的面试官，形式是半结

构化，会针对你的简历经验等展开询问。一般每个人是十分钟左右，但是不尽相同。第一次

写面经，许愿拿到 offer!大家加油！ 

 

 

“求问群面题目是什么？英文的么还是中文的？” 

-碎片化阅读利弊，促进碎片化阅读的方法。中文的，希望对你有用 

3.9 交行江苏分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9917-1-1.html  

 

听说应届生是一个神奇的网站，还没有offer的童鞋现在来分享一波经验，求顺利拿到offer!!!

今天面了交行江苏分行，通知的九点到场。上午的人不是很多，看签到表只有一张纸，上面

写着第一批。据说一共有两天的面试。我们一个小组大概应该有十个人左右吧，但是只到了

6 个。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管培小姐姐全程带领我们～面试开始大概快十点了，有两个面试官。

第一轮群面是 45 分钟的讨论题，六个人分成了两组，先是 25 分钟的组内讨论；然后每组

选一个人作为代表进行 5 分钟的阐述，两组共需 10 分钟；继而是每组五分钟的交叉问答，

共需 10 分钟。接下来面试官会根据大家讨论中的表现针对每个人问一些问题。然后这个部

分就结束了，大家离场等待紧接而来的单面。单面的面试官就是刚才群面的面试官，形式是

半结构化，会针对你的简历经验等展开询问。一般每个人是十分钟左右，但是不尽相同。第

一次写面经，许愿拿到 offer!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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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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中国领先的大学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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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