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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宁波银行简介 

1.1 概况介绍 

宁波银行成立于 1997年 4月 10日，2007年 7月 19日成为国内首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 

宁波银行除了在宁波地区经营之外，已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南京、苏州、无

锡、温州、金华、绍兴、台州、嘉兴、丽水、湖州、衢州、舟山设立 16家分行，营业网点

466家。2013年 11月，宁波银行发起设立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 5月，宁波银行

全资子公司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正式开业；2019年 12月，宁波银行全资子公司宁银理财

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业。 

成立 25年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广大客户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宁

波银行各项业务取得长足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一家资本净额超 2100亿元，总资产超 2.2万

亿元，员工人数超 2.4 万人的区域性股份制上市银行，在全球银行排名中名列第 103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宁波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宁波银行官方网站：

http://www.nbc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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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宁波银行笔试资料 

2.1 宁波银行总行管培初面后收到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4731-1-1.html 

总培，非提前批，网申显示一面通过，笔试限两天内完成，是性格测试不用担心 

98T  30min性格倾向 

100T 20min选符合程度 

大胆裸测，加油(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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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宁波银行面试资料 

3.1 宁波银行 2022 春招 总行定向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3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3776-1-1.html 

昨天刚终面完，二面和终面就是连着两天，都是无领导小组讨论，二面题目是对于 315之后

白象方便面销量暴涨的看法，终面是对于向科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难的看法。时间很有限，

基本每人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发言，谈不上讨论，但所幸场面不算混乱。 

 

求 offer！！ 

3.2 波行总行管培出结果了，好快啊。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3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3963-1-1.html 

 

楼主 19号投的简历，21号通知初面，今天下午 2点参加的终面。5点半就给结果授权背调

和安排体检了，可以说是非常快速了。bg是加本 UBC+ LSE硕士，专业都是纯经济。希望各

位小哥哥小姐姐也能顺利通过。 

 

 

lz可以问一下面试形式嘛 

 

线上是单面+无领导小组讨论+再一次无领导讨论 

线下应该是单面+无领导讨论+抽题演讲吧 

3.3 宁波银行总行培训一面+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3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3182-1-1.html 

波总的效率真的高，半夜投的简历上午就收到了面试邀请~ 

初面线上，7分钟左右，自我介绍+为什么来宁波+家里人怎么想，因为楼主北方人，还问了

为什么想来南方 

 

当天晚上给了反馈，给了测评链接------行测+数量+经济金融知识+性格测试 

 

完成后第二天收到了终面邀请 

 

祝我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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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试+终面 

 

两轮群面，10min左右，题目不定，时事热点相关 

hr常规拎人提问 

 

 

求一个 offer！ 

 

 

楼主，请问您群面的时候题目是什么呀？笔试的金融知识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呢？呜呜期待您

的回复，感激不尽！ 

 

群面要抽题的，紧跟时事，参考意义不大 

笔试正常的行测和金融知识还有性格题，应该是不刷人 

3.4 宁波银行苏分培训生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3246-1-1.html 

苏分培训生，上周五二面的，一面二面都是单面，自我介绍加问问题，一面每个人五分钟左

右，二面两三分钟一个人，刚收到二面没通过的邮件，emo了，开始担心其他面试 

3.5 宁波银行 9.23 线下初面，新鲜的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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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352-1-1.html 

我报的总行和宁银理财，今天宁波银行宣讲后直接初面，形式为无领导小组讨论和 HR提问。 

无领导小组题目：京东物流上市，对其未来发展是否看好。1min阅读材料，10min讨论，1min

总结汇报（给出结论以及三个理由） 

在讨论中，我争取领导者的角色。讨论一开始我先统计了大家对于题目的总体想法（看好/

不看好），组内只有一个不看好的，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人先发言，然后大家按顺序来（HR给

我们每个人编号了）。1号没有来，2号讲了蛮久，在她发言后我提出大家只补充没有提到的

点，不要重复。3号讲完后，12号抢了我的（我是 4号），她讲完之后我又接上了，补充了

两点没提及的（用户粘性、村村达），后面就是按顺序接着讲，但是讲到 7号的时候，她没

有提出新观点，一直在重复车轱辘话，浪费很多时间，被 2号打断让她注意时间。其实我觉

得，组里思路一致是按照阅读材料中的几点优劣在阐述，我最后总结的时候提出一点，除了

平台、用户和技术，需讨论一下京东物流其他的竞争优势。2号接了我的话，我以为他有想

法，但没想到她是又进行了一个总结并汇报（我没注意时间，讨论时间已经差不多用完了，

确实该汇报了）。我个人认为 2号对时间的把控很好，但是她总结的时候，理由没有分层次，

想到哪说哪，我感觉没有发挥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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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完，HR单独 cue 了我和 2号，问了我俩一个问题（但是我忘了） 

 

HR提问： 

意愿城市；轮岗结束后想去哪两个岗位及原因；30秒说一下以前实习有什么亮点；如果没

有被分到想去的岗，会有什么想法；能否接受营销条线（回答愿意/不愿意即可，同组都选

择愿意，真实性存疑哈哈，但是大家都没有只回答是否愿意，都讲了原因） 

2022校招, 宁波银行, 面试 

3.6 宁波银行 2022 秋招 - 总行 - 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1149-1-1.html 

想请教一下今年秋招已经参加过总行培训生/部门定向生的小伙伴们： 

今年笔试前的那一轮初面，还和去年提前批一样是单面嘛？还是群面呀？（如果是群面，可

以请问一下形式是什么吗？） 

非常感谢！！！ 

 

 

单面，和去年一样，腾讯会议。 

3.7 宁银理财 21 年暑期实习（权益类行业研究）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6 月 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5763-1-1.html 

面试部门：权益研究-行业研究岗 

轮次：两轮单面，每轮 15min，分别是研究总监与投资总监 

面试内容：研总面主要是关于之前写过的报告，讲一讲主要逻辑，并对最近行业或公司发生

的变化做点评；投总面并没有业务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做类似咨询的小 case（如：中国一

年空调的需求量有多少） ；每轮面试结束后可以向领导提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3.8 宁波银行总行管培复试+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3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7094-1-1.html 

首先要夸一下波行的效率，是什么中国速度啊，10号 11号复试加终面，今天晚上就通知结

果了！！！ 

 

楼主很荣幸的过了，写一下帖子还愿～ 

复试：10人一组 5v5 的对抗赛，类似于辩论赛，分正方反方，题目是社会热点 

终面：12人一组无领导小组讨论，行长来面。面试前会有面试指导，题目是经济金融热点，

会给材料，分析材料给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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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背调啦，体检已经做完了，希望都没有什么问题，顺利让我拿到正式 offer吧～ 

3.9 宁波银行总行管培春招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3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6551-1-1.html 

3.2收到初面通知，让加入 qq 群等待具体的面试安排，群里大概有 20几个同学，都是安排

在 3.3下午面试的。 

面试形式是 1v1的结构化，腾讯视频，每个人六七分钟的样子 

问题：1.自我介绍 2.过去的实习经历中最大的收获 3.你认为你最大的特质是什么？什么原

因？4.现在在家还是在学校？什么时候回校 

面试的时候网络不佳，第三个问题听的断断续续的，后来还是面试官打在聊天框里。说如果

过了晚上会发测评，总体来说面试体验挺好，面试官很亲切 

最近啥事都不顺，来写个贴攒攒 rp 

 

 

测评就是笔试吗 多长时间啊 

应该就是笔试，有经济、金融、英语，言语理解，资料分析，图形推理，还有两个性格测评，

时间都是够用的 

3.10 宁波银行资金运营中心 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2193-1-1.html 

10月份线上面试，问题很直接很核心，感觉是关心市场的人都能回答上几句（我就是这样，

但是没过），所以感觉要说的确实有自己的观点，自圆其说，才能给面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 

问了如下问题： 

1、 你的优势 

2、 怎么看今年的债市 

3、 如何看今年的股市，城市商业银行有什么样的股市的机会 

3.11 宁波银行上分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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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6571-1-1.html 

QQ群视频面试 

每个人一分钟自我介绍+1-2分钟近期金融有关的新闻（建议大家提前准备一下我们一组大

家都沉默了好久没人回答，lz硬着头皮第一个讲了数字人民币但也仅限于微博热搜看到的） 

之后每个人针对简历提一两个问题，会被问到为什么选择来银行，最想去哪个岗位，目前投

了些什么公司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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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总行定向生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7221-1-1.html 

波行初面，发个面经攒人品，拜托通过～ 

四分半钟，qq视频面试。说的是 10:40面试，其实 10:35视频就拨过来了，所以大家最好

早一点就位。 

面试问题如下 

1. 自我介绍 

2. 为什么来宁波 

3. 上一段实习内容 

我每个问题都回答了差不多一分多钟不到一分半。语速有点快（紧张的表现），不知道 hr

那边感觉如何。 

我总结了一下，初面问题一般都只有三四个，其中一个必定是自我介绍。剩下的呢就是，如

果你是金融相关专业的，就问实习经历；如果你不是江浙沪的，就问你为什么来宁波；如果

你是非金融相关专业的，就问你为什么来银行，想做哪个部门的工作。大致就是这样，祝我

们都有好运！ 

3.13 永赢租赁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6324-1-1.html 

1.自我介绍 

2.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 

3.更倾向于哪一类岗位 

 

结束的戛然而止… 

3.14 宁波银行 2021 届 提前批 总行培训生 初面视频面试 

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9104-1-1.html 

本人背景：理工科本硕 985，现在在上海读研，宁波人，女生。 

 

8.6网申，纯在他们的网页上填信息，非常具体，没有上传 pdf版简历的地方。根据内容来

看，宁波银行应该主要看个人硬履历，软实力考察很弱。 

8.7收到邀约初面的邮件和短信通知。 

 

 

8.10周一上午 10:30，QQ视频面试，约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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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以下： 

自我介绍 

为什么转专业要来银行 

在银行想往哪方面发展（这块我没答好，确实之前对银行没什么了解，而且准备不足） 

现在在做的实习的主要职责 

姐姐在医院是做什么工作（我把姐姐的出生日期错填成了 00年，所以他可能好奇 00年的怎

么会已经在医院工作了） 

 

 

和之前 bbs里分享的两个同学的内容差不多，说明宁波银行问的大概就是这些了。 

 

 

有进展再来更新。 

3.15 宁波银行提前批总行初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8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8850-1-1.html 

8.4网申，8.5发通知，8.6初面 

面试时间很短，hr是位可爱的小姐姐，共四个问题： 

1、自我介绍； 

2、为什么转专业来银行工作？ 

3、为什么来宁波工作？ 

4、以后想从事银行的哪方面工作？ 

 

 

更新：上午面试，下午收到通过初面的短信和邮件。接下来流程还有测评、复试和终面。 

3.16 宁波银行总行 2021 视频初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8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8790-1-1.html 

攒人品攒人品！ 

刚刚出炉的面试（再久了就害怕忘记了。。。） 

qq视频电话的形式，约好时间对方会拨进来。自我介绍+为什么来宁波（本人大学都在北方）

+实习中遇到的困难有什么+目前的实习主要工作是做什么的 

一共四分多钟，非常简短 

怀疑本次面不会刷人，时间实在太短了，求好运呐！ 

其他面的小伙伴有消息了也求互相 share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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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面的什么问题？ 

 

1.自我介绍 

2.为什么投递宁波银行 

3.自我评价 

3.17 5.13 杭州分行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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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7144-1-1.html 

应聘岗位是分行培训生，但是很尴尬迟到了 emm 总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 

1. 自我介绍 

2. Why杭州 

3. 家庭情况（父母职位、独生子女与否） 

4. 这个岗位培训之后会有多种选择，更倾向于什么岗位？ 

5. 现在手上有无 offer 

6. 你在拿到多个 offer以后会从什么维度来考虑筛选 

7. 现在所在地，什么时候能回国 

OVER 

3.18 5.8 宁行上分线上面试详情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5681-1-1.html 

刚刚结束下午第八组的面试，一组 6个人，在腾讯会议 APP的会议间等了 20分钟，面试官

才姗姗来迟。 

 

按序号 30秒轮流自我介绍之后，每个人被问到的问题都是“介绍一下家庭情况和手头目前

的 offer情况”。然后轮流回答完就面试结束了。 

 

不知道终面是什么形式，希望这轮面试过了吧。 

 

 

请问营销类岗位怎么个面试流程呢？ 

 

我最初投递的是上分管培生的岗位，一面形式是线上 Q群面试，包括一分钟自我介绍和两个

问题（职业规划/为什么选择宁波银行）。一周后收到二面通知，得知被调剂到营销类岗位

了，二面依旧是线上面试，包括 30秒自我介绍和两个问题（家庭情况/手头的 offer情况）。 

3.19 宁行上分营销岗复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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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4536-1-1.html 

投简历的时候投的是上分培训生岗，4.23线上一面之后，登录官网查动态发现被调剂到营

销类信贷经理岗了。 

 

今天下午两点收到上分的电话询问了一下我的家庭情况和教育背景，下午五点左右收到了营

销类信贷经理岗位的复试通知。 

 

加了 Q群发现是 5.8号下午线上面试，请问有同学知道复试一般会问哪些问题么？我看 Q

群里说是一分钟自我介绍+提问。 

 

 

我和楼主一样，分配成了理财经理，明天下午群面，不知道会问什么。。。 

 

我被分配成了营销类信贷经理，看了一下群里 7 人组，时间总共才 8分钟，我估计大概率是

轮流自我介绍＋一个问题这种形式了 

3.20 宁波银行初面 4.21 面经，积攒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2187-1-1.html 

腾讯会议 app，会在 qq群里给求职者排序，到时间喊人 

一分钟自我介绍+面试官随机问问题（1.为什么选择宁波银行？2. 为什么杭州？3. 是否愿

意调剂去县域支行？/面试官说可以诚实回答不影响面试结果，只是做个统计 4. 中间 gap

去做什么了？） 

 

二面据说是 30min无领导小组讨论 

 

 

hr说二面之后就是终面了，营销岗无笔试 

 

祝大家好运，rp爆炸&#128165; 

 

 

来补充一下，楼主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二面，一面后七天就终面了，终面是一分钟抽词演讲，

什么类型的词语都有，但是不用担心，演讲前会给 10-20分钟的准备时间 

 

夸赞一下宁波银行的效率！春招面过的企业里效率最高的 

 

大家加油！春招早日上岸！RP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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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宁波银行综合求职资料 

4.1 宁波分行苏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4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9804-1-1.html 

来神奇网站攒人品啦！！ 

申请的分行培训生，总的来说流程很快，而且都可以通过公众号查询进度。 

3.27一面，视频面试，自我介绍 1分钟+半结构一个问题。 

一面通过后会发笔试，综合题，难度正常。 

笔试通过后 4.14终面，1分钟自我介绍+1分钟抽题演讲。一开始还有有提问，但面试的时

候就没提，前几个进去了大概有 5分钟，越往后基本就是 2分钟就出来了。 

一面之前 hr小姐姐拉了一个微信群，发布消息和回答提问，都好温柔！ 

然后这边分行大楼是在旺墩路这里，整块就是银行区，各个银行的大楼都在这里，环境真的

不错。 

说是这周出结果，保佑保佑！ 

4.2 神奇网站随缘分享上分春招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3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8232-1-1.html 

timeline2/27网申 

3/3测评 

3/10初面 

3/16终面 

3/18体检通知 

波行整个流程进展速度还是挺快的，初面就是简单的自我介绍+半结构，终面线下无领导+

半结构，两场面试都是光速结束的感觉 

希望后续体检、背调都一切顺利吧，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让自己心满意足的工作~ 

4.3 宁波银行总行培训生春招初面+测评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3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6700-1-1.html 

楼主是 2.2号申请的 (因为招聘间隔期比较闲, 随手在波行网站一搜, 发现还可以投简历, 

就顺手投了). 3.3号收到初面通知后上系统看了一下,我第一志愿填的总行培训生, 被调剂

到总行定向培训生, 原因不明, 也不清楚这两个岗位有啥区别, 自我感觉学历挺好的, 不

知道为什么被调. 3.4 初面加 QQ群, 然后在腾讯会议上进行单面, 有 30 多人, hr会提前

公布顺序, 还好我的顺序比较靠后, 紧急下载面试软件. 大家参加初面的可以提前准备一

下. 

初面问题是: 一分钟自我介绍, why波行, 自己的强项, 然后问了一下楼主现在在不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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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很走程序, 然后 hr小姐姐没开摄像头, 自己对着电脑屏幕讲话挺尴尬的. 不过理解小

姐姐一天要对这么多人问相同的问题, 挺辛苦的. 大家认真准备自己的简历, 回答的时候

主题+具体的实习/项目例子就好. 然后楼主当天就收到短信通知测评, 限时 2天. 

3.5号做完的测评. 测评内容比较简单, 就是行测+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主要就是经济金融

方面的, 因为楼主就是这个专业, 测前找了套题练了一下, 做的还蛮快的. 结果吃了个晚

饭就收到了终面通知, 终面 3.10好号在宁波, 来程交通费报销,提供住宿. 

 

感觉宁波银行的流程速度很快, 前期问题也比较简单, 只要好好准备基本能过, 不知道波

行的筛人标准是什么.楼主现在处于懵逼状态, 还不确定要不要去, 一方面对宁波不了解, 

第一志愿是想去上海, 家里人也不太瞧得上波行 (大概因为是城商行, 楼主倒是莫名觉得

波行金融市场部挺牛逼的, 但是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 另一方面下学期期中考试了, 也

不太有时间, 楼主又在村里, 出行一次很不方便, 所以还在纠结怎么回复终面中... 

发个贴攒攒 rp, 也看看大家意见 

4.4 永赢租赁复试+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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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6060-1-1.html 

复试每个人三分钟，就自我介绍+前、中、后台岗位选择，感觉会看重家里的资源。 

笔试真是我做过最长的笔试...金融专业知识+行测+性格测试，金融专业知识这一部分不难，

而且时间给的很长。 

据说后面只有总裁面了，听说下周出。 

求好运！！！ 

4.5 宁波银行培训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1199-1-1.html 

今天刚面完终面呀，据说写面经可以攒 rp，吼吼吼。 

职位是地区培训生。 

在官网申请完后，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一面邀请，会拉一个 QQ群，群里会出时间表，每个人

都是很简短的面试，自我介绍之后再问一两个问题就结束了，我被问到的是“why 宁波银

行”。 

 

第二天收到笔试邀请，有时间限制，跟论坛里说的差不多，100道题。涉及时政，也有一些

专业的财会题目和英语阅读，剩下的就是基础的行测题。除了行测刷刷题，其他的还是比较

看基础吧，不算难。 

 

笔试完过了很久很久都没有通知，以为做的不好被刷了...然后去官网查了一下状态，发现

显示“笔试通过”，很开心~ 

 

又过了一个礼拜吧，收到了终面通知，本来是线上，后来改成线下了。形式就是抽词演讲，

每个人 1分钟，有提前准备时间，但是不能查手机。演讲完可能会被提问，不过大多数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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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提问。 

 

全程还是比较高效滴，期待能收到 offer呀~ 

4.6 宁波北分分行培训生春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9989-1-1.html 

2月底进行的网申，很快就拉进初面微信群，进行微信视频初面。一周内给出初面通过的通

知，建立新群。然后会进行性格测评，一百多道题，两种题型，其中一个是选出下面三项中

非常符合和非常不符合的内容。后续进行笔试，两个小时，100道题，行测、金融知识、会

计知识（抽到好多账面记录的问题）、时政问题（基本都是蒙的）、三四篇英语阅读、三四篇

资料分析（具体几篇记不太清了）总体不是特别难。笔试也是一周内通知过不过，会拉一个

终面群，用腾讯会议 APP进行一分钟抽词演讲。词语会提前 15分钟左右给。总体就是上面

的经验，许愿拿 offer！ 

 

 

请问楼主抽词演讲的词是什么类型的呢？金融相关么？是只给一个词还是会有场景呀？感

谢感谢！！ 

 

一个词 不是金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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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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