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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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银行简介 

1.1 锦州银行概况介绍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锦州银行）成立于 1997年 1月 22日，总部位于辽宁省锦州市，

于 2015年 12月 7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股份代号：0416），目前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39.82亿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锦州银行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496.62亿元，发放贷款和垫款

净额达人民币 5,863.23亿元，存款余额达人民币 4,760.73亿元。 

  目前，锦州银行已在北京、天津、哈尔滨以及辽宁省内的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

溪、丹东、辽阳、朝阳、阜新、葫芦岛、营口、锦州等城市设立了 15家分行，1家小企业

金融服务中心专营机构，拥有超过 6000名员工。 

锦州银行作为主发起人设立的锦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年 12月 1日正式开业，

是辽宁省首家金融租赁公司。同时在辽宁省内发起设立了太和锦银、义县锦银、北镇锦银、

黑山锦银、喀左锦银、凌海锦银、桓仁锦银 7家村镇银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锦州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锦州银行官方网站：

https://www.jinzhou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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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锦州银行笔试资料 

2.1 锦州银行春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03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6932-1-1.html 

春招的题目好像和秋招的一样，秋招我也参加了笔试但是没过，这次也好忐忑。金融知识方

面很简单，我看有人发帖的图片，和那个一样。行测部分也没什么说的，如果平时做行测的

题时，还是能遇到原题的。 

2.2 2015 锦州银行笔试部分真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0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1056-1-1.html 

第一次发帖，显示图片已经上传，但是我找不到= =所以不知道到底传上来没有，如果没传

上来，不要到我。。。。 

 

笔试前面就是正常的行测，没有跟锦州银行自身有关的考点，照片部分是专业知识 

 

一面是自我介绍，整个等候室全是女生。。。一次进去六个人，自我介绍之后随意问些问题，

当晚会通知第二天二面的人选，不要问我二面是啥，我被刷了= = 

1.jpg (707.2 KB, 下载次数: 50) 

2.jpg (707.46 KB, 下载次数: 25) 

3.jpg  (545.93 KB, 下载次数: 24) 

（访问链接可直接下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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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锦州银行面试资料 

3.1 2022 锦州银行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03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3793-1-1.html 

比较正式的面试流程，自我介绍+简历提问+地区选择 

楼主的网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面试官说断断续续，估计凉凉···· 

3.2 2022 锦州银行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年 04 月 0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4149-1-1.html 

2 位面试官，1 位提问，另一位好像在低头记笔记 

 

1. 自我介绍 

2. 高考分数（？） 

3. 家庭情况 

4. 职业规划 

5. 三个词描述性格 

6. 对于来北方工作有何想法 

有无锦州银行二面的旁友们，啥时候出结果 

3.3 锦州银行+浙商银行笔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年 11 月 2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74488-1-1.html 

楼主是 211 金融硕士一枚，有证券、期货、会计从业，还通过了 CPA 经济法，在某国有银

行也实习过，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网申的银行通过率不高，所以凡是给楼主笔试机会的银行

楼主都格外珍惜，也算是对大家的鼓励吧~好好准备手中有的机会。 

先说说锦州银行吧。锦州银行笔试是非上答题卡形式，题型行测，基本不考行史，整体不难，

但是通过率也不算高，所以不要轻敌，不难的题要答高分才可以通过。笔试完一周左右通知

一面，形式是无领导小组讨论，楼主那组 12 个人，3 个面试官，题目是手机银行的问题及

优化，大概给出了六个手机银行常见问题，比如不够智能，不能按常用功能排序，升级频繁

客户不愿意怎么办，安全性存在隐患，密码太多影响用户体验等等，题目中规中矩，也比较

好讨论。楼主一开始有心做 timer，主动帮大家计时，但是事实证明不需要，因为面试官首

先就跳出来做 timer 了，所以楼主只能在讨论积极多发言，讨论时间 40 分钟，楼主大概发

言 3-4 次，每次都提出新观点，再加上位置正好在中间，成功引起面试官注意，顺利进入二

面。二面是结构化面试，三对一，先自我介绍，然后主要根据简历提问。楼主遇到的问题有

为什么选择银行？为什么选择这个城市？说说实习经历？等等。。个人觉得在二面中活下来

是因为自我介绍的出彩，楼主之前查了锦州银行的发展史，了解了特色产品和发展理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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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了锦州银行 2016 年上半年的财报，记了主要数据，最重要的是！我在自我介绍中主动

表达了我对锦州银行是下了功夫的，中间穿插了我对经济现状的看法，在楼主说到这里时，

中间看起来像领导的一直默默无闻写东西的面试官终于抬头看了一眼楼主，所以楼主成功进

入终面。所以面试前对公司深入了解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要抓住机会主动表达我是下了功夫

的，不然准备那么多面试官没有问的话就等于白准备了。终面应该是 BOSS 级人物，一对一

形式，问了对锦州银行的了解（轻车熟路），还有自己的优势劣势（这个大家肯定都是事先

准备的），最主要就是谈工作地点，因为我选择的地点只招四个人，面试官委婉的表达这个

地点是没戏的，问我接受调剂吗？我当时傻乎乎的说接受，结果真的被调剂到了小地方，事

实上楼主是去不了了，因为男朋友在这边，所以最后拒绝了锦州银行。给大家的经验就是，

终面能不能接受调剂一定要实话实说，不能接受的话要直言，并且说明必须在哪哪哪的理由，

最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 

再说浙商银行吧。笔试是机考主观题，6 道基本金融知识题，6 选 4 的时政热点+金融理论题，

以及银行发展的问题，最后一道五选一的金融热点问题分析。看得出浙商银行的笔试逼格还

是很高的，不落俗套，而且很有考察力，准备考浙商的要好好看书加关注金融热点问题。笔

试之后一周左右收到面试通知，浙商银行面试只有一面，结构化形式，四个领导+一个 HR

姐姐，先是自我介绍，然后针对简历提问，主要对你的特长、实习经历、学生活动、学习能

力提问，也会问职业发展规划，还投了哪些银行，比较商业银行和国有银行想进哪个，问题

还是比较犀利的，可能因为是领导的原因的。题外说一点，浙商银行是我面过最人性化、态

度最好的银行，等候区是非常舒适的沙发，摆了长长一桌子的各式各样的蛋糕，奶茶，咖啡，

水果还有热水，面试完之后 HR 姐姐还贴心的让我带点回去吃，真是好人啊。面试之后出了

体检通知，但是 20 选 8 的差额体检，一直在等待体检结果，好焦虑，听说应届生是个神奇

的网站，特意发篇长贴攒 RP，希望浙商银行早点给我发录用通知，也祝大家早点拿到心仪

的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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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锦州银行综合求职资料 

4.1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校园招聘全过程（笔试+一面+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9238-1-1.html 

10 月 15 日，网申投递成功。 

11 月 1 日，笔试。 

大概一百道题，都是选择题，涂答题卡。各种行测。最后三十道是专业知识，不是银行专业

知识，是跟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我知道的有金融卷和法律卷。总体来说题不难，认真做就

行。这是我求职季以来的第一份笔试，基本裸考，竟然过了。 

11 月 13 日，校园宣讲。 

声势不是很大，去的同学也不多。结束时主持人让到场的同学关注锦州银行校园招聘的微信

公众号，并发送自己的姓名和学校。我在想今年是不是笔试只要不是太差，宣讲会又到场听

了，就可以进面试。 

锦州银行很人性化的一点是，虽然笔试已经结束了，但还是可以网申，会安排补考。今年锦

州银行跟平安银行的笔试冲突，好多人当时都去考平安银行了。但目前为止，我所认识的参

加补考的同学还没收到任何消息。 

11 月 15 日，一面。 

一对一的结构化面试，除了自我介绍之外问了很多常规问题。如为什么选择银行，职业规划

是什么，为什么不回家乡就业，“说说你遇到过的一件感觉很困难的事情，以及你是如何解

决的”等等。还有几个小问题都是跟个人简历和经历有关的，像聊天一样。好像没有针对我

的实习情况问过问题。感觉一对一的交流没有那么严肃，回答有理有利有节即可。 

11 月 19 日，二面。 

二对一的半结构化面试，因为时间比较紧，排在后面的同学没有做自我介绍，只等面试官问

问题。问题跟一面的时候差别不大，也问了职业规划，工作地点等。还问了是想放弃本专业

完全走银行营销晋升道路还是将来想在后台发挥本专业，适合做客户经理还是柜员以及自身

优势，以及举例说明自身的优势。 

二对一面试比一对一时更郑重些，回答问题的语气和姿态也没有一面那么随意。 

11 月 22 日，收到签约通知函。 

 

总体来说，锦州银行的校招效率很高，各方面也比较规范。 

 

Tips: 

1.如果从暑假开始每天练习一下行测题，那么天下无敌。只不过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 

2.银行是要刷脸的，仪表姿态妆容服饰等等都很重要。 

3.银行是服务行业，要展现沟通亲和力，尤其是在这种没有无领导面试的时候。感觉无领导

更考察组织协调能力、领导力和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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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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