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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农业银行简介 

1.1 概况介绍 

本行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 1951年成立的农业合作银行。上世纪 70年代末以来，本行相继经

历了国家专业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等不同发展阶段。2009 年 1月，

本行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7月，本行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

所挂牌上市。 

 

本行是中国主要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提供商之一，致力于建设经营特色明显、服务高效便捷、

功能齐全协同、价值创造能力突出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集团。本行凭借全面的业务组合、庞

大的分销网络和领先的技术平台，向广大客户提供各种公司银行和零售银行产品和服务，同

时开展金融市场业务及资产管理业务，业务范围还涵盖投资银行、基金管理、金融租赁、人

寿保险等领域。 

 

2014年起，金融稳定理事会连续三年将本行纳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2016年，在美

国《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排名中，本行位列第 29位；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 1,000

强排名中，以一级资本计，本行位列第 5位。本行标准普尔发行人信用评级为 A/A-1，惠誉

长/短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为 A/F1。 

 

截至 2021年 6月末，中国农业银行总资产规模 28.65 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5.3%;全行境

内分支机构共 22889个，另有 16家境外分支机构，16 家主要控股子公司。2014年起，连续

八年被纳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2017年 2月，Brand Finance 发布 2017年度全球 500 强品牌榜单，中国农业银行排名第 34

位。 

 

2018年 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 2018年全球银行 1000强排名榜单，中国农业银行

排名第 4位。2018年《财富》世界 500强排名第 40位。 

 

2019年 7月，《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发布，中国农业银行位列 36位。2019年 11月，“一

带一路”中国企业 100强榜单排名第 44位。2019年 12月，人民日报“中国品牌发展指数”

100榜单排名第 43位。 

 

2020年 1月，获得 2020《财经》长青奖“可持续发展贡献奖”。 

 

2021年，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 500强排名中位列第 29位;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

银行 1000强排名中位列第 3位。曾多次被中国银行业协会、亚洲银行家等机构授予“最具

创新力的中国公司”、“亚洲最佳管理金融机构”、“最佳‘三农’服务银行”、“最佳公司治理

奖”、“亚洲最佳社会责任银行”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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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企业文化核心理念 

一、使命 

面向“三农”，服务城乡，回报股东，成就员工。 

 

二、愿景 

建设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集团。 

 

三、核心价值观 

诚信立业，稳健行远。 

 

四、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相关理念 

经营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 

管理理念：细节决定成败，合规创造价值，责任成就事业。 

服务理念：客户至上，始终如一。 

风险理念：违规就是风险，安全就是效益。 

人才理念：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尚贤用能，绩效为先。 

廉洁理念：清正廉洁，风清气正。 

 

1.3 2021 年业绩发布视频回放 

一、中文观看地址及二维码 

 

中文观看地址链接：

http://stream.wscloud.hk/webcast/site/vod/play-24efec17bf8543e384812e952d1ebe3c 

 

中文观看二维码： 

 

农行直播回放 

 

二、英文观看地址及二维码 

 

英文观看地址链接：

http://stream.wscloud.hk/webcast/site/vod/play-15f1a666c5d549619e88d50e2055d3aa 

 

英文观看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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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直播回放 

 

1.3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 

春风拂南粤，风帆起珠江。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立足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不遗余力服

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事业。历经 40余年探索前行和蓬勃发展，成为广东省内网点最

多、覆盖面最广、网络最健全、服务人员最多的金融机构，搭建起一张城乡互通、内外相连、

渠道融合、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网。近年来获多家主流媒体颁授“最具品牌影响力银行”、

“品牌价值传播奖”、“最佳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等奖项。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始终坚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成功打造出一批“温馨便民、

智能高效、专业精湛”的核心、骨干、轻型网点，极大地改善了服务水平，提升了服务层次。

近年来，全行稳步推动数字化转型，统筹推进场景和门户建设，线上经营能力明显增强；深

入实施网点、零售业务、对公业务转型“三转合一”，推动“网点+”生态建设，塑造具有广

东特色的一体化经营模式。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秉承“诚信立业，稳健行远”的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城乡联动的

独特优势，自觉履行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职责。近年来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围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业务领域，不断加

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截至 2021年末，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6万亿元，“三农”贷款年增

量连续四年居“五行一社”首位，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增速居同业首位，为支持广东经济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扬帆再起航，奋楫新征程。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提高营销效率，优

化业务流程，加快产品创新，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同时，聚集更多的资

金用以加大对地方重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础产业、大型企业集团及优质中小企业的支

持力度，力争为广东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广东省分行及广东省省内各分行均收录于此文档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中国农业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 

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www.abchina.com/cn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官方网站：www.abchina.com/cn/branch/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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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笔试资料 

2.1 笔试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3189-1-1.html   

 

笔试时间 1400-1630 

 

第一 par 农行特色题、时政、信息技术、金融、管理 

没想到有管理学的题 

第二 par 是 EPI 言语 数学 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只有一篇  数学比较多 

第三 par 是逻辑和思维 

思维也涉及很多计算 

第四 par 是英语 

英语实在太多了 真的做不完 四篇阅读+三十个选词 

 

祝大家都好运 

 

2.2 综合类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9881-1-1.html  

 

1.有会计，管理，法律，银行，金融，计算机知识； 

2.时政【以上半年时政为主】 

3.农行 5 题【其实只要把农行网站的简历从头到尾看一遍，就好了，电话，品牌，上市，企

业文化】 

 

1.言语理解【排序题较多，多看一下】 

2.数量关系 

3.逻辑推理【比较简单，图推和数字推理较多】 

4 思维策略【建议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有时间看看吧，感觉比上面的数量关系简单，因为有

套路】 

 

1.英语【50 分】 

30 单选 4 篇阅读【英语好的，绝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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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秋招顺利~ 

2.3 2020.9.13 笔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3561-1-1.html 

 

背景：本人报的岗位是反洗钱中心，专业是金融，笔试类型是经济金融类（笔试类别是按专

业分的） 

笔试题型： 

一共五个部分 

一、综合知识，包括行测（数字、逻辑、策略）、时政和 1-2 个农行相关，一共 60 道题，45

分钟，最后几道题可以多选（并没有注明多选单选） 

二、英语，20 个单选，5*5 阅读理解，可以说是六级难度 

三、专业知识，每个类别不一样，经济金融类是 60 个单选，30 多选，10 判断，内容包括国

际贸易、宏微观、货币金融银行证券行为金融等特别全面 

四、性格测试 

五、调查问卷 

 

总的来说，很难，尤其是第一部分一上来不会做有点慌，自己擅长的逻辑推理也不会做了，

跳着做了又回来做生怕时间不够用，这个还是要靠平时多刷题，训练技巧；英语不算特别简

单，尤其是五个阅读理解做到后面有点撑不住了，经验就是关注一下历年真题吧；专业部分

我以为我会考法律或者反洗钱相关的，准备那方面多了些，登录之后发现自己是经济金融类，

全靠平时的素养了。有 is 曲线的移动，萨缪尔森，马斯洛需求层次，货币政策，商业银行

三原则，证券公司业务，行为金融效应，国际贸易理论，替代品，还有一点管理学的好像 

 

啊啊啊啊攒 RP~ 

 

2.4 2020.09 农行总行笔经（理工科，非数理统计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3514-1-1.html 

 

第一次参加国有银行的考试，真的和笔经写的一样，题量非常之大！平均一道题只有 1 分

钟的思考时间，大家一定要学会放弃不会做的题，把能拿到的分都拿到手。 

 

本人是交互设计出身，投的是农总数据策略岗位，本想做金融科技类产品的设计开发；所以

题型选的【理工类，非数理统计】，既不考金融法律又不考数据统计，题库就是一些基本理

工知识题库，但对我来说还是太难了，那些数学化学的东西早就忘光光了，不过以前学理科

的同学应该还好吧。 

主要分四类题目：综合知识，约 50 分钟，题量 100，单选多选判断题；英语考察，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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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20 道单选和 5 篇阅读；专业知识，约 50 分钟，题量 100，单选多选判断题；性格测

试，约 30 分钟；调查问卷，5 分钟 

 

- 综合知识类什么都有，主要还是行测+农行知识+时政+金融常识，这几类题是混杂在一起

的，时政题基本上上是 6 月份的知识，所以下次考试可以重点看考前 3 个月的知识，中央

的会议决议内容，尤其要抠字眼。金融类知识特别少！亏我还看了好几天各种农行营销、客

户经理、对公业务的知识点。不过考了农行价值观，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 英语专业感觉就是四级水平，主要考词汇（比如几个形容词应用在局子里的场景），还有

几篇阅读理解，都不难，建议快速通读全文后再做题，时间上也来得及。 

 

- 专业知识就是 1⃣️理工科基础知识（物理、化学等等）加一些计算机日常（WAP 协议，FAT

格式中的文件大小、），2⃣️还有一些高数的内容（比如幂函数、导数、向量、求弧长、解析

函数），这些都是大一学的我真的基本都忘光了，全懵逼…… 3⃣️然后就是金融的几个公式；

4⃣️就是软件 ppt，Excel 如何操作，Windows 的快捷键等等，对于用 macbook 4 年了的我

来说也是懵逼一片…… 

几个题我还记得的： 

1、标准差为 4.6，其方差为多少？ 

2、分子中具有氢键、色散力、诱导力的是如下哪个？ 答案有液态 co2，氨气等。。 

3、Excel 中的引用方法 

4、通信三要素？ 

5、效用函数中以下哪个可应用？（多选） 线性支出函数；格里高利·曼昆曲线；柯布·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保罗·克鲁格曼模型 

 

- 性格测试 没什么好说的 

 

提前 20 分钟交卷，因为做不来的真的就做不来了，能花时间想出来的我都做了，忐忑等待

下一步吧！ 

2.5 2021 届农行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3516-1-1.html 

 

听说这是一个神奇的论坛。。。发帖求保佑  

 

第一部分 60 道题 45 分钟 行测题量蛮大的，图形类计算类小应用题占比比较多，需要思路

比较快的计算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几个小题在读题理解上有歧义影响了速度

，时政类和农行特色题目和往年经验说的差不多） 

第二部分 40 道题 45 分钟 英语部分难度不高，六级水平上下，20 个单选，4 篇阅读，但是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3516-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0 页 共 33 页 

题量没有往届经验中说的那么多，时间肯定够用的 

第三部分 100 道题 60 分钟 经济金融类的专业知识题量特别的大，一小部分需要计算，概

念理论类的考的比较多，有多选和判断对错，小部分涉及到一些计算，感觉覆盖的知识宽度

比较大 

第四部分 心理测试 30 分钟 心理崩溃了，在做什么也记不太清了  

整个考试中间没有休息，一个部分结束马上就到下一个部分，计时是不间断的。 

 

跪求一个面试  

 

2.6 农行 2020 春招 4.29 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4197-1-1.html  

 

考试时间为 14:00-16:30，笔试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考了行业相关知识、时政和农行特色知识，40min，可提前结束本单元。行业相关

其实不光是考了金融经济会计法律管理，还覆盖了物理化学天文历史等等，范围蛮广的；时

政基本都是近一两个月的新闻，知不知道就看自己的日常积累了吧；农行特色部分，虽然考

前也看了看关于农行的介绍，不过万万没想到还会考它赞助了哪个央视节目（跪了） 

第二部分依旧是熟悉的行测，时长 60min，包括言语理解、计算、逻辑、决策、资料分析等

等，题量和难度都偏大，好些题都是乱蒙的唉 

第三部分是英语，40min，共 20 道（or15 道?）选择题和 4 篇阅读理解，题量也不少，感觉

做到后来眼睛都要看花了，阅读理解都是强撑着意志力在看题的 55555 

今天做题状态实在是不佳，希望分享一波有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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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5.11 更新，笔试过了，收到深分一面通知啦，祝大家都好运~ 

 

 

 

评论区交流： 

-你好，是全国统一的吗？北分也发笔试了？ 

-应该是没有，官方招聘公众号只写了天津浙江广东深圳宁波重庆这六家分行先开始笔试 

2.7 2020 ABC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19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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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不是很难（但是我答得也不好） 

今年也是四部分  第一部分 45 min 是时事+一点点财务会计基础+农行特色知识  特色知识主

要就是哪个不是农行产品 问了农行的标语是啥 以及农行的电话是 955 几几 财务主要就是 

很基础的成本计算 

第二部分是 epi 55min 行测也不是很难 数量关系考的比较多 语病好像就考了一两道 剩下

就是言语排序  

第三部分就是 英语 55min 一共 70 道  好像从第 50 开始就是阅读理解....大概有五篇阅读理

解  感觉我真的没啥耐心做到后面就不想做了 = = 前脸基本都是辨析词意的题 

第四部分就是性格测试  是那种从最同意到最不同意那种 然后选最符合阻不符合的  

 

总的来说 和中行的比的确简单很多  没啥 tips 唯一的 tips 就是不要像我一样裸考去...... 

听说是个神奇的论坛  攒攒 rp！ 

 

补充一下，综合知识考了一些管理类的 

 

2.8 给 2020 理工类笔试跪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0026-1-1.html 

 

真的，我为什么当初脑子抽了选了理工类！专业知识 60 个单选、30 个多选、20 个判断，几

乎全是数分题，积分、求导、极限、收敛等等，我大一大二学的数分早都忘得差不多了，球

面三重积分公式我当时就记不住，现在依然记不住！也有几道圆锥曲线的题，比如说抛物线

跟直线围成的面积，双曲线之类的，算不完啊算不完。。。多选最为致命，根本没有时间，做

到最后全靠蒙。。。。。。虐哭了。。。中间还夹杂了几道物理题，我就记得有个梯子沿墙壁下滑

的，具体也忘了。最后还有几道计算机相关的题，有什么 Windows 系统快捷键之类的= = 

 

考完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完了完了完了。英语还比较简单，行测时间还是有些紧张，反正

我只记住了专业知识好难好难好难。。。 

 

真的，如果不是数学特别好的，算的特别快的，还是谨慎选择理工类吧。 

 

总之，祝大家都好运！ 

 

 

评论区交流： 

· 别郁闷了 我学工科的 报的经济金融类 呵呵呵 还不如理工类呢！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

排 

 

· 我也做的烂的一比 不过还是进面试了 

 

· 感觉是不是随缘过人啊，我基本只会做一半，剩下题目都没时间看，还让我去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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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被虐哭的 2020 年管理类笔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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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9050-1-1.html 

 

考完真是哀号遍野，真的这次的考试太让人意外了。管理类和经济金融类的区别不大，题目

类似。管理类大概四个部分， 

45 分钟 60 道行测，其中数量关系和推理题特别多，非常喜欢考利润的题，体量超级大，包

含农行的知识今年只有使命和愿景两道题。做的起飞，也没做多少，后面的资料分析全部随

便选。 

英语是唯一会做的部分吧，25 题单选，5 个阅读，时间比较充足，难度大概是六级。 

专业课，万万没想到系列。包括单选（60）多选（30）判断（10）。管理类的内容大概包括

法律，统计，计算机，会计，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财管。开头三个统计学一瞬间以为

拿错考卷。宏经考察了很多计算，公式全忘了。统计学题目都看不懂，还有什么几个 7 次方

的折现不给计算机彷佛在逗我。多选题几乎全军覆没全程靠蒙的时间都不够，考题很偏，完

全是银行一本通没有的东西，感觉靠本科的基础才有用。 

楼主觉得很凉很凉，听说这是一个神奇的论坛，希望有好运吧。呜呜呜求过面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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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面试资料 

3.1 线上/线下 面试 

3.1.1 广东省分面试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5598-1-1.html 

 

刚面完，真的是 5min（可能还不到），收到短信还以为是 AI 面... 

先通过智联的链接进入面试大厅等候（吐槽一下智联有点难用...）然后会显示前面还有多少

人等待，到自己的顺序会有短信提示。进入等候间之后有工作人员先核验身份（须出示身份

证），然后说一下注意事项，不允许透露姓名和学校，最后给一个正式面试的会议号。 

正式面试：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应该是有简历，直接点出了我学校的名字进行提问，

然后问了一下作为高管如果面对智能化对网点的冲击，是撤网点、增网点还是怎么样；最后

一个问题是兴趣爱好。 

 

祝大家一切顺利！ 

3.1.2 农行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6176-1-1.html 

 

一面真的就只有五分钟！ 

自我介绍，学历从高中开始。然后问了下学习上的问题，没问实习。 

然后我讲完立刻就，“好了面试结束再见”很赶时间一样 

我？？？？行吧 

 

 

评论区： 

· 昨天早上面的 大概面了 10 分钟 问了简历 就是挖营销相关。 

报的是营销和前台 会问你岗位和你的优势 然后只问营销 

 

· 啊哈，我面的成分，一共进行了半个多小时 

3.1.3 广东省分面试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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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658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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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做了一分钟的自我面试，一共有三个 hr 两男一女，然后最右边的 hr 负责问我问题，问

了好几个，兴趣爱好，英语四六级情况，对互联网金融的了解，最后是细节决定成败还是抓

大放小。 

我选择了细节决定成败并举了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反正脑子第一时间就想到牛顿了) 

全程大概也是 5，6 分钟左右。 

现在还在等信息通知，不知道大家有消息了没。 

 

3.1.4 2021 春招 农行广分审计数据岗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5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3286-1-1.html 

 

lz 投了广分的综合业务和审计数据岗, 然而只收到了审计数据岗的面试 orz 是 16 号下午两

点半 

 

一共两轮, 先是无领导小组讨论, 然后是结构化… 

无领导一组 6 个人, 2 分钟读材料→1 分钟个人观点陈述→8 分钟小组讨论, 达成一致观点→

选一个人做 2 分钟总结 (总共 20 分钟) 

题目是排序题, 个人观点陈述的时候感觉大家观点都很不一样, 再加上只有8分钟时间讨论, 

结果就是最后没能达成一致观点 orz 最后大家就随便选了 lz 做总结… 

完了之后是一个一个进去结构化面试, 每个人大约10分钟吧, 先自我介绍, 然后就是一些结

构化问题, 专业问题挺少的 (有点意外 hhh 

 

希望有后续吧！！ 

(btw 如果有同组的小伙伴 可以加个好友 有后续的话可以互相告知一下哇～ 

3.1.5 2021 春招农行广分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5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3871-1-1.html 

 

感觉农行面试整个流程进行得挺快的，本来是四点半的面试，我提前到了，凑够到的人凑够

一组就可以直接先去面试了。签到完就直接找自己所在的小组，会有工作人员叫核对资料，

收简历把自己的面试编号写在牌子上和收手机。 

整个面试分成群面和个面，群面本来以为是无领导，结果就是问了一个问题：假如每天多给

你一小时你会用来做什么？ 每个人分别说原因，我们组感觉说的不是很有新意，都是用来

阅读和备考的答案。 

个面的话，先自我介绍，之后会是四个考官里面的其中两个进行提问，因为自我介绍说写过

利率方面的论文 就问了我对澳洲利率怎么看。要是在自我介绍中说了论文的事情的小伙伴

要多准备一点相关知识，gpa 也被问了因为简历上没写。还问了在国外读书回来国内工作适

不适应的问题，我就结合有农行实习经验答的。还问了，我为什么留学换过学校，还问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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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轻人被领导直接责骂就喊要离职怎么看和要是我会怎么做。有一起面试的小伙伴，英语

专业的要英文自我介绍 

记得的就这么多，希望面试能过。。。 

3.1.6 2021 春招农行惠来分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5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4123-1-1.html 

 

三人成队，3 个面试官，只有中间一个在提问 

一面：只问了一个问题，每个人 1 分钟回答。“对于员工来说，能力重要还是激情更重要？”

我们组的两个男生都回答了能力重要，我认为激情更重要。 

一轮面试就结束了。。。。 

二面：每个人轮流进去。我前面的男生就问了自我介绍跟为什么想要报考银行？我排第二个，

自我介绍加提问。问了我以后工作结果跟预期有很大差距要怎么办？我当时真的想不出来，

也没有准备过这种问题，就回答得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然后又问了我在学校唱歌比

赛名次情况跟论文的情况，回答我就出来了，叫第三个男生进去。 

感觉一二面速度真的快，不用 40 分钟搞定，喜欢这种两面一块的，不用来回跑。 

后面问了工作人员什么时候能有结果，说是少则 1 周，多则 1 个月  

这次农行面试持续 3 天，知道人多但是还是希望赶紧能收到好结果，现在都快到 6 月了，楼

主到目前还没有 offer，太难过了 

3.1.7 广东农行广州站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5890-1-1.html 

 

上午参加广东农行面试，面试分为两轮，三人一组；简历要隐去姓名和家庭信息 

第一轮：给一个问题，一分钟思考后作答；我们组的问题是”大学期间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其他小组有“最遗憾的”和“如何看待细节决定成败”等，一分钟思考后按顺序作答，回答时间

大概在 1—2 分钟左右。 

第二轮：小组回答完问题后，留下第一个同学接着进行半结构面试，基本就是自我介绍（不

能说名字）和简历相关的问题，过程很短~；第一个同学面完后接着第二个同学进去面。 

总的来说，过程很快，面完都不知道自己干了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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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广东农行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5489-1-1.html 

 

上午参加了广东农行的面试，虽然感受过后觉得不难，但是面试过程中表现得太差了，紧张

兮兮，罗里吧嗦的，话说不到重点的感觉！ 

两轮面试，接替进行，一次会叫三个人，一个人面试时间差不多也就 10 分钟吧。 

第一轮，问了我们三个人选择和努力哪个重要？一分钟时间准备，时间到第一位同学立马作

答(我就是第一个哎) 

第二轮，应该是半结构化面试了，留下一人单面，另外两位在门外等侯，我被问的分别是自

我介绍+在 XX 银行实习，觉得他们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改善的？要怎么改善？+可以接受广东

的哪些地方？+不考虑回本地吗? 

3.1.9 农行广东省分行 2020 春招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8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0708-1-1.html 

 

疫情原因第一轮是线上，1.一分钟自我介绍（不能透露姓名）2.举一个你安排进行某个组织

活动的例子 3.情景假设题：如果你的同事（咋样忘了，总之不利于团队合作），你该怎么办？

第二轮线下，到广州面试，结构化，一个一个进去面，一分钟自我介绍以及问了在农行的实

习有什么收获。嗯，最终没有通过，明年的小伙伴加油呀！ 

3.1.10 农业银行广分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1076-1-1.html 

 

如果不想看楼主啰嗦得陈述的话，我直接总结了流程和要点如下： 

* 通知需要的资料：身份证、学生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如有）、成绩单（如有）、3 份个

人简历（简历上隐去姓名） 

* 实际上交的资料：身份证、学生证、3 份隐去姓名的个人简历 

* 群面问题：你认为客户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吗？ 

* 半结构化问题：自己 5-10 年的职业规划、中外银行的异同、如果其他银行和农行同时给

你发 offer 如何选择 

* 流程：[大厅入口处找组别] - [入等候厅后根据组别就坐] - [工作人员来了] : [收简历] - [核对

姓名和面试编号] - [用收到的白纸制作面试编号的牌子] - [签到表签名] - [将手机装进信封中] 

- [等待] - [上楼上会议室] - [等待] - [上交手机] - [群面后紧接着单面] - [等待工作人员分发手

机] - [回家] 

 

农业银行广分的面试是在番禺大石这边。虽然短信通知需要携带身份证、学生证、毕业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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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推荐表（如有）、成绩单（如有）、3 份个人简历（简历上隐去姓名），但是实际上只是需

要身份证和学生证以及个人简历。学生证和身份证是用于给领队小姐姐核对信息的，个人简

历是给面试官来了解个人情况的。 

 

来到门口赫然发现张贴的面试时间点和名单，找到自己的名字后，进入等候厅根据组别就坐

就好。面试名单自上而下每 3-4 人一面试组，楼主的小组一共 12 人，所以分成了 3 个面试

组。接着就是坐在那里等就好啦，大家可以坐下在那里聊聊天或者玩手机。随后会有工作人

员来告诉大家应该做些什么的。 

 

时间到了工作人员会带大家去楼上会议室进行面试。面试的时候按照编号从低到高进行排序

进场就坐。主要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和半结构化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楼主一开始以为是分角

色像 leader time keeper 之类的，但是最后发现是给情景题，30 秒思考、1 分钟陈述。半结

构化面试就是先自我介绍然后问问题。最后就等工作人员给回手机就拍拍屁股回家啦～ 

 

楼楼一开始还超级害怕群面，因为从来没有试过分角色的群面，结果发现是回答问题。然鹅

就连回答问题楼楼说话还紧张得大喘气，而且重点是楼楼听完同组面试其它同学的回答以后，

我居然忘了自己的答案！忘！记！了！（咬手帕。希望各位都能顺利收到 offer！感谢论坛里

的前辈，所以来写面经～ 

3.1.11 农行广分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0928-1-1.html 

 

2020 秋招  实名点赞农行真的太高效了！！面试经历：到了之后在等候厅外面的名单上找自

己的组，然后进去按照组号坐等。有小姐姐过来让核对信息和签到，记住自己的编号！！！编

号需要写在 3 份简历的右上角，还有自制的名牌上（小姐姐会给发白纸和马克笔准备号码牌）。

然后就是等待小姐姐把我们带到楼上的面试厅外候场，候场的时候可以上厕所喝喝水缓解一

下紧张情绪。在上一组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小姐姐会发信封给我们装手机，然后手机是要交

上去的，信封号自己留着到时候凭号取手机。上一组结束之后里面的小姐姐会出来收 3 份简

历，介绍一下面试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强调不能透露姓名和家庭背景！！！ 

面试过程正式开始！！ 

 

进去之后我们组是按照编号从右往左坐（可能不同房间方向不一样，在场听小姐姐的就 OK

了）。有三位面试官，坐下之后小姐姐首先会进行第一轮无领导小组，给一个题目，30s 思

考时间，1min 回答，按从小到大的编号顺序回答。小姐姐会计时，超时会打断。题目是随

机给的，我们组一开始是评价一下拼多多？大概是这个，然后大概也行 maybe 是我们表现

得迷茫了，中间的面试官说考虑到可能有人不了解拼多多，让小姐姐换一个大家都能答得上

来的题目。然后题目就改成了结合具体实例说自己的优缺点。lz 是第一个，大概是语速有点

快，然后也没有说很多，在 1min 内结束的。个人感觉要记得举的例子一定是可以支撑所说

的优缺点，不然的话可能容易话题越来越发散。还有就是先把重点讲出来再补充，不然万一

超时的话回答就戛然而止了。 

 

四个人都答完之后，小姐姐会让其他 3 个人到外面等。lz 也是第一个所以就直接留下进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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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这里插播一下就是可以有 sense 的自己往中间坐，lz 就是被提醒才挪的位置(｡ì _ í｡)】

首先是 1min 自我介绍，然后是面试官会根据你的介绍和简历问问题。lz 在香港读研，就被

问到了对最近事件的看法，还有就是职业发展考虑（lz 方得连有钱体面的工作这些真心话都

讲出来了）。感觉回答问题可以条理尽量清晰，按点来说。要实在没想到，就用一来再则这

些词过渡一下，尽量保证讲话的连续性。 

总的来说，面试官很 nice，不会让你回答不出来问题，也很认真的在听你的回答。最重要是

自己要努力放轻松一点，面试的时候要保持适当的微笑！！其中一位女面试官就是一直微笑

着听，眼神接触的时候真的能给你莫大的支持！！淡淡定有钱剩！！！！ 

听说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希望自己笔试能够顺利通过然后顺利拿到 offer 呀！！！祝大家笔

试面试一切顺利～～～^o^ 

3.1.12 农行广分面试全过程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0728-1-1.html 

 

2020 秋招，lz 今天去了农行面试，坐车 2 个钟，来回 4 个钟，面试 10 分钟(-ω-`)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农行效率真高！好了，吐槽结束，下面就分享一下整个面试过程 8 

 

1.坐车：当我看到我的面试时间我是崩溃的，9.40 分，还要提前 30 分签到，好吧六点钟眯

着眼睛起来化妆。地点是农行广东省分行科技园，lz 坐地铁到厦滘站，出地铁站真的还有好

远好远的路程，不推荐大家走路过去，一出地铁站也有热情的粉丝上来迎接“美女，搭摩托

车吗”，当然也不建议大家搭摩托车（据说会逆行，很危险喔），地铁站门口出来就有一个公

交总站啦，建议大家坐公交哈，三个站就到了，大概 15 分钟。但是可能等公交也会等很久，

时间很紧的话可以滴滴（lz 运气好一出站刚好有公交，跟我同组的妹子说等了好久公交没来

只好打滴滴了），大家不要迟到哈！我九点到科技园的时候已经看到有朋友已经面试完然后

坐车回去啦，真是刺激！ 

 

2.候场：到了科技园，主要把农行通知你面试的站内信出示给门卫看（可提前准备好截图），

进到一楼大厅就能看到左边墙壁上有很多张纸贴着，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面试时间找到你的

名字和组别，然后就可以进旁边的大报告厅找到相应的组别坐下啦！全程会有一位小姐姐跟

带，非常 nice 的哟~小姐姐会给一份表给你找到自己的编号，然后制作自己的号码牌，同时

上交 3 份【删掉姓名】的简历（忘记去到姓名的同学应该可以问小姐姐要涂改液涂点，但是

很难看的喔，尽量自己打印之前删掉吧），身份证和学生证（主要是候场的时候用来核实身

份），上交手机装进信封里。ps:站内信说要带就业推荐表和成绩表，但我问了小姐姐说不用

收呢~ 

 

3.一轮面试：时间到了小姐姐会来带你去面试室外等，一般会有四个人一起等，然后就是这

四个人并肩作战啦！在等的时候带队小姐姐还非常 nice 地提醒我们不要紧张，要多微笑~然

后我们四个人一起进去开始一轮面试，也就是群面。三位主面试官，一位辅助面试官。按装

手机的信封编号从小到大，从右往左坐下来。（就是我们正对着面试官的左右哈，不是面试

官的左右）把号码牌针对面试官摆着，然后辅助面试官会提示规则【1.由面试官提问一道题，

然后思考 30 秒，然后按从右到左的顺序每人作答一分钟，超时立刻喊停 2.作答过程中不得

说出考生名字和家庭背景】然后辅助面试官开始提问，考场提供纸笔。这轮可以说是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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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面，问题主要是 1.对某类社会现象的看法“如何看待 xxx”  2.推荐一本书、一部电影类似的

题型  3.银行相关的题型（我知道的是这些哈，包括但不限于这些，题库范围非常大，而且

每个组的题目都不一样的），每个人回答完就一起带上号码牌退出考场等候。第一轮耗时 5

分钟的群面就这样结束了ㄟ( ▔, ▔ )ㄏ 

 

4.二轮面试：在面试室门外等了 2 分钟，辅助面试官就会来叫最左边（也就是号码最小）的

同学进去单面，单面就是半结构化，先 1 分钟自我介绍，同样的不可以说自己的名字和家庭

信息（画重点！）介绍完后考官就会提问 1-3 个问题，问题一般来说比较常规（实习经历、

优点缺点、兴趣特长、职业规划、对农行的了解、为什么来农行等），但也可能根据你的简

历提出一些不常规的问题哈哈哈哈（例如听说有的党员同学可能被问到了党的相关知识(Д)，

真的会让你防不胜防哈哈哈），不过面试官总的来说还挺好的，应该不会特别挑刺~一个人的

单面就这样结束啦，每个人 5 分钟单面这样子，整个小组两轮面试就花了半个钟ㄟ( ▔, ▔ )

ㄏ 

ps.单面完后记得把号码牌和手机拿走喔！然后就可以回家啦！ 

最后，不知道农行之后还会不会有面试，忘记问小姐姐了~还没去面试的同学去到可以问一

下然后留言告诉我喔！天哪，我好像一下子写太长了( ○ Д ○) 最后祝大家面试笔试都成功哈！

也祝我成功呜呜呜呜呜努力积累人品中！ 

 

3.1.13 2019.4.18 广分面试 综合业务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0707-1-1.html 

 

笔试做的真的不好 但是居然也收到通知面试了  

面试在农行的科技园 

记得一定要穿正装，带笔，三份简历（通知上说带毕业证成绩单什么的，但其实用不上） 

 

面试分两部分 

一共有 4 个面试官。中间两个年轻看起来 40 以上了，像是领导，旁边两个像是人力资源的，

比较年轻。 

 

1. 小组面试 （综合测试面试） 

还以为是无领导小组讨论，但其实简单得多。。。 

每个人的回答是独立的，互相不用讨论，但是会分组，一组 4-6 个人进去，只有一个问题，

一个人有 1 分钟的时间准备，2 分钟的回答时间。 

我们组的问题是：高薪，晋升，表彰，三个觉得哪个最重要，为什么。 

我们上一个组的问题是：觉得大学里面帮助你最大的人 （这个简单多了，我马上就能想

到。。。。） 

2 分钟其实很快，一下子就过了，楼主还没讲到一半，就被提示说两分钟结束了，这里建议

大家带个表！！这样可以控制着时间讲完。 

 

2.单面 

先会让你一分钟自我介绍，这里我讲的很快，就是怕被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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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般会根据简历来问。 

我的问题是。觉得自己本科和研究生的都在海外念的，会不会和国企的工作环境有不同 （我

大概就答了一下，能力与学识是相通的。。等等） 

然后一个面试官用英文提问了一个问题，问我最喜欢的哪个科目，没想到她英语还挺好的，

口音不错（因为看起来 45+了）。 

其他小伙伴的问题： 

与专业相关的，比如学税的就被问了税收改革，学证券方向的就被问了对 ABS 的了解。 

还有就是对你自身情况一些问题， 

最搞笑的是有人进去就被问了一下，是什么学校的，然后 1 分钟就出来了。。。 

 

总体来说不难吧，和我一起面试的大多是本科生，但是也有中大北大很厉害的，技术师范学

校的也有，有个小哥迟到了说考公务员顺便来面试一下。。。 

3.1.14 19 农行春招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0548-1-1.html 

 

lz 面的是早上 9.40 去农行的科技园，学校太偏了。早上 5 点半就起来吃早餐化妆，6 点半出

门，加上地铁上班高峰期地铁限流。所以兜兜装转 9 点 20 几分才到的科技园。 

到了科技园之后，有一个面试等待室，里面有划分组别的表，找到你的名字之后就可以去找

你的所在组啦。我去的太晚了，全组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大家都很熟悉了，聊的热火朝天的。

我本身不太会跟别人打交道，所以去了不知道怎么加入，有点尴尬。所以还是能早点去就早

点去吧。熟悉熟悉一下也好。 

时间差不多就有个工作人员带去三楼，我们在三楼交了手机，用涂改液遮住了名字。然后就

等待面试。今年没有无领导。我们组有 10 个人，一个没有来，同个组都是报名同一个地方

的。等了一会后，就三个人三个人进去面试。一共有 4 个面试官。其中一个是念题目记录时

间的。念题目的面试官提出一个问题，然后给一分钟的思考时间，再每个人一分钟的阐述。

我们的题目的对 996 工作制的看法。打听到另外一个组的题目是最近看得一本书。每个人讲

完就可以出去啦。 

三个人三个人面试完之后，就进行单人面试。会提一两个问题。也很快。（因为笔试真的筛

人不多，所以面试很多人！！）我就惨了，来了之前看了面经说会提问专业题目，我一直祈祷

着不要提问不要提问我专业问题，结果提问我了我，“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看法”。我。。。。太

紧张了。讲了一下实习的事情（在证券公司实习过）。面试官又说，不要讲实习，讲你对中

国证券市场的看法，我脑袋空空。回答不出来，说了一句发展没有国外的好。然后面试官就

说，好，知道了。面试结束了。显而易见的我面试没有过。我太垃圾了，大学读了四年回答

不出来。哭死！！！导致我面试完两天了，还会一直想，一想到这个就气自己太不争气了！！

（再讲一句，之前看了面经说面试官都挺友好的，笑笑的，但是我们面的这 4 个面试官真没

有，特别特别严肃。板着脸，但是不要像我一样被吓到了，不要怂，就是干。好吧，lz 我只

会讲事后话） 

 

lz 文笔不好，想到什么说什么了。大家都凑合着看看吧。还有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的，专业问

题这个好好好准备吧，我打听了一下我们那一组挺多会问专业问题的。最后，希望。笔试面

试都顺顺利利。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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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I 面 

3.2.1 农行东莞/清远 春招 ai 一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7436-1-1.html 

 

问题和其他同学发出来差不多的，很多问也用到了，感恩 

 

 

第一个问题是 自我介绍，工作背景 

第二个问题是 职业规划 3-5 年内的目标，你怎么看待规划的 

 

第三个问题是 你遇到复杂事是怎么做的，举个例子说说吗 （这里是我复述完问题：我遇到

复杂的事是这样的。ai 就问我：你可以举个例子吗。不知道是不是要复述问题） 

 

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问题自我介绍要用它要求的 

3.2.2 农行 ai 面面经—广东南海分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7416-1-1.html 

 

看了好几个面经，结果没有一个重复，差点倒在职业规划这个悲催问题 hhh 攒 rp 

1. 自我介绍 2. 3-5 年职业规划，为什么完成这个目标对你来说很重要 3. 遇见棘手问题怎么

解决（好像是要举个例子，我答着答着就记忆错乱了 

3.2.3 农行佛山分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7351-1-1.html 

 

1.学习和工作背景 

2.如果利用你的商业敏捷思维 （dpq 听完就懵了，不知道说个啥。） 

3.如何保持专业水平 

在最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有点紧张，然后我好像不是按照他的开头说的，不知道有没有事。。。 

3.2.4 面经 广东分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156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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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自我介绍 

2. 公司最重要的价值 

3.作为领导者，团队内部出现问题怎么做? 

我感觉自己答的不好，分享题目给大家，大家加油! 

3.2.5 珠分 AI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7712-1-1.html 

 

一共 3 个问题，每个问题 2 分钟。开始前还要一分钟进行拍照和设备调试。1. 自我介绍 

2. 对团队工作的感受如何？举一个团队工作的例子，结果如何 

3. 如何应对压力，举例说明 

祝大家顺利~ 

3.2.6 农行珠分 AI 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7625-1-1.html  

 

1. 自我介绍 2. 他人的反馈对你工作方式的影响（没听清前半句，应该是问题背景） 

3. 如何面对/处理复杂情况，举例说明（这问题在坛里之前也看过差不多的，应该是同一道

了） 

 

3.2.7 农行广分 2020 春招一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7215-1-1.html 

 

面试 15 分钟前会收到邮件，需要用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 登记姓名身份证并自拍手拿身份证

的照片上传。 

然后电脑登录邮件里的地址输入密码，会有测试麦克风和网速的，之后继续两次就正式开始

面试了。 

和 AI 面试官面试的，感受还不错 不太紧张。 

问题共 3 个 每题回答不超过 2 分钟。 

1. 自我介绍 

2. 工作中遇到棘手的客人怎么解决？ 

3. 分享你工作中怎么计划，还有遇到突发事情怎么处理先后顺序，举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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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停顿超过 4 秒会自动进入下一题。最后回答完等 4 秒 AI 面试官会说话结束面试，

然后等待上传就结束啦。第二个问题卡了下所以没听的太清楚，所以网速很重要啊。 

希望能通过吧 哈哈 

 

 

评论区交流： 

-我也面试了，第一个问题是自我介绍；第二个问题是分享你展现领导人胆识的事例；第三

个问题是你在团队协作中的表现事例。 

一开始进入网页后不能连接麦克风和摄像头（测试时没有问题），后来打电话，让我重启，

就可以了。大概用时 8 分钟。收到链接后就开始操作了，不要等 10 点钟，因为要调试，还

有拍摄照片上传，应对突发事件。 

大家面试顺利咯~~ 

 

-如果面试过程有问题，打哪个电话呀 

-正式面试邮件下面有的 联系电话：020-66806669 转 80640/80725/80511 

邮箱：gdnh2020zp@163_com 

 

-刚刚面完，第一问题是自我介绍，要求介绍学业和工作背景；第二题是描述一下你在工作

压力大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以及你是如何解决的，举例说明；第三个是当你接触一个全新

的领域，你是怎么做的，有什么结果 

 

 

3.2.8 农行广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7527-1-1.html 

 

ai面试，一共六分钟三个问题，每个问题 2分钟。 

1.自我介绍 

2.你的机敏性如何，在工作中如何运用你的机敏性 

3.行业在不断发展变化，对此你应该怎么做？ 

大概是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 

求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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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综合求职资料 

4.1 给大家一个身份验证网页操作方面的小提醒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5976-1-1.html 

 

刚刚结束面试，来论坛祈个愿。给大家一个小提醒，面试之前会要求大家在一个网址进行身

份验证，这个页面大家可以提前下载 QQ 浏览器，chrome 的话会默认关闭 flash 开启之后也

会有几率无法拍摄，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一定心态上的影响，QQ 浏览器可以完美解决问题（本

人是 MacBook，Windows PC 不了解）。面试内容不宜透露，但是面试官都非常 nice，气氛非

常好，希望大家都有好成绩！ 

 

4.2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写在入行八年后）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7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5938-1-1.html 

 

（写在题前：八年没来论坛，发现原来的账号已经登陆不上去了，真的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也是在七月份，我离开校园，正式踏入银行，成为一名职场人。现在回想起，那已经是八年

的事情了。八年前，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曾将银行求职的全过程写了一篇文章，放在应届

生论坛上，后来发现这篇文章被置顶，同时被多家教育机构转载。当初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

记录自己的求职过程，算是对后来者的学弟学妹有所帮助，同时也算是对应届生论坛的一个

反馈式感谢。毕竟在这个论坛上看到了很多过来人的经验介绍，对自己的求职之路也算是有

所帮助的。 

闲话不多说，进入今天想聊的主题。八年前的那篇求职文章留了个尾巴（想看原文章的可以

点击此处链接），约定以后有时间给大家说说银行入职以后的经历。现在八年过去，我履行

当初的承诺，希望我的分享对想入银行和已经被银行录取的人能有所帮助。文中文字都是自

己的一些经历回放和感悟，难免有失偏颇，也希望大家多多指正，但不要攻击和指责，让我

们一起成长。 

先说说我这八年来的职场之路，我当初被三家国有银行和一家政策性银行录取，最后衡量了

一下，选择了现在的这家国有银行。入行后从基层柜员干起（貌似这是国有大行的惯例，当

然也不能排除有特列的存在），先后从事信用卡，信贷业务，机关内勤等工作岗位，一线工

作岗位和机关后台岗位都干过，算是经历比较全面的吧，下面来说说这些年的一些经验和感

悟。 

一、关于工作岗位 

我算是经历工作岗位较多的，部分人员从入行到现在还是在柜台干着（且以女生居多），这

个有男女分工方面的区别，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就像是你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

总是希望能见到的是漂亮小姐姐，而不是粗狂的小哥哥。不管在那家银行，银行前台男女比

例中女生都是占多数的，这算是出于对银行形象的一个考虑（这时候就能看出来，个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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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双刃剑）。部分人员工作一两年后会转岗客户经理，做信贷业务（对公信贷和个人信贷），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转入内勤或者机关。 

以上三类人，后续的发展路径分别是：柜台小姐姐干的好的升任运营主管或者转岗理财经理、

客户经理；客户经理升任部门负责人直至网点负责人；调至机关的人员会逐步走向部门负责

人，直至管理人员。以上说的都是干的好，干的不好的会一直在原工作岗位待着。 

 

工作建议：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抱怨工作岗位，态度要积极阳光。做的好了以后，

即使你的上级领导不重用，当你选择跳槽的时候也会多几分底气。（话说，同样条件下，领

导还是喜欢工作认真、积极、上进的同志的） 

 

二、关于薪资 

    你在一入行的时候拿的是实习工资，加之没有绩效分配，收入会是全行收入最少的。

对于这一点你也不用太过郁闷，毕竟银行人都是这个走过来的。后期，收入会逐步提高。银

行人的收入不可一概而论，收入和你的岗位、所在支行的效益、甚至和你所在城市的发展水

平都有关系。银行毕竟是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地，如果你所在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银

行效益高，你的收入自然就会相对更高。当然赚到钱以后，分配机制怎么样也很关键。银行

不同层级之间工资有差别也很正常，话说那家企业不都是这样呢！ 

总体来说，银行收入水平是高于你所在地区社会行业水平的，对于一些绩效好的分支行，收

入加绩效奖金也是不低于当地的公务员和老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股份制银行不同岗位

的收入水平基本都是优于国有制银行的，这和体制以及分配机制有关，当然股份银行的压力

也相对更大。 

 

工作建议：努力提升工作业绩，争取更好的工作岗位，才能提高自己的收入。在有能力、有

经验、有资源的基础上，同时喜欢富有挑战和直面压力的工作状态的话，跳槽也是一个升职

加薪的快速渠道（这需要综合考虑，要慎重）。 

 

三、关于工作强度 

银行加班是常有的事情，经常分配各种指标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一旦决定进入银行业，就

要有接受这种强度的心理准备。你要做好晚上和节假日时不时加班的准备，你不会再有长时

间休假的时间出去旅游度假，你陪家人和孩子的时间相对其他行业要少一些。如果你追求的

是朝九晚五上班打卡、下班就走人的工作，建议你还是要慎入银行。 

当然也不用过于恐慌这件事情，该有休假和休班还是有的。还有，如果你不打算好好干了，

下班就走也是可以做到的。 

 

工作建议：适应并学会适当的调节自我，该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该休息的时候就放空自我。

不要有太大压力，也不能没有压力。 

 

四、关于职场学习 

不要放弃学习！不要放弃学习！不要放弃学习！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是校园走出来的职场

人自带的天然优质属性，不要弄丢了。这里的学习不单单指的是学习规章制度和作业流程，

你还要学习老同志的经验,学习怎么营销、怎么维护客户管理、怎么和上级沟通等等，很多

东西不再仅仅局限于纸面的东西，更多需要学的是人情世故。而人情世故的学习和领悟能力

以及工作能力决定了你能走的多高。业余时间多学习东西也是一个不错的充实自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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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考考理财基金职业资格证书、AFP、CFP、注册会计等等。很多单位对于职场上的

学习是有相关的制度支持的，你的一些报考费用都是可以报销的，甚至还会有奖励。 

 

工作建议：不要放弃学习！ 

 

五、关于婚姻家庭 

老话说的成家立业是有道理的，要先成家才能更好的立业。很多职场发展的好同事背后都有

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家人对于工作的支持很重要。要学会珍惜身边人，从学校里走出来的

校园爱情要努力往一起走，破除距离阻隔和家庭的阻挠，学校里的爱情是先看重人后在社会

上磨练现实条件（房子车子），而社会上的感情往往都是工作中碰到的或者相亲认识的，大

家第一个考虑都是对方的工作怎么样，家庭怎么样，房子车子存款怎么样，之后再慢慢的建

立感情。这是两种不同的婚姻家庭建立方式，很多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另外结婚能早别晚，碰到意中人就结了吧，家庭稳定了才能努力发展事业。当然这不是建议

你草率的对待婚姻。也不要因为年龄大了就找个人匆匆忙忙结婚了，后期过不到一起再离婚，

会对你的工作和家庭造成更大的影响，这种事情在单位里也不少见。 

银行人要不要找同行呢？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实中也有很多同事选择了同行。选择同

行的好处是家庭收入高，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彼此更能理解对方工作上的不容易。缺点是都

很忙，家庭以及孩子没有人陪伴和照顾（尤其是对于家里老人年龄大的家庭） 

 

个人建议：结婚固然要看家庭工作等物质条件，但是感觉或者说是感情也很重要，结婚后是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磕磕碰碰，如果没有感情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上班工作时间压力本身就大，

下班以后家庭生活不和谐的话，会反过来影响你的工作。 

 

六、关于工作心态 

     想了想，心态还是放在最后说吧，以免很多人以为我写的是鸡汤文。入行多年见

了很多人职位的升迁，也看到很多人离职很多人入职。很多人报怨工作上的不如意，觉得自

己干的不错，就是没有人重视自己，也有很多人干着干着觉得职场升迁无望便开始混日子，

这些职场心理状态都要不得。我一直觉得无论是面对工作还是生活，心态都要积极阳光，多

多传递正能量，偶尔可以吐吐槽，但是做事一定积极努力上进，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

己和家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和人情世故，抱怨改变不了什么，只能让人觉得你负能量太

重而远离你，对于你的职业发展和工作生活都是不利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对得起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努

力，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4.3 农行广分综合业务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1929-1-1.html 

 

4.29下午 14：00-16：30完成笔试。综合类笔试侧重考察经济学、财政金融学、货币银行

学、会计学基础、法律、营销、管理、信息技术、数理统计等方面应知应会的知识。包括三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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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知识 50min 

包括行业知识 35道题；时事 10道题；农行特色 5道题。 

2、能力测试 60min 

包括言语理解 8道题；数字运算 14道题；逻辑推理 14道题；思维策略 14道题；资料分析

5道题。 

3、英语 40min 

选词填空 30道题；阅读理解 20道题。 

 

 

5.15下午 15：30一面是 AI面试。 

面试时长：6分钟。 

1、自我介绍（学业和工作经验）。 

2、举例你在工作中怎么做计划的，遇到突发事情怎样处理优先顺序的？ 

3、当你意识到你的工作落后时，你是如何解决的？ 

 

 

6.3上午 11：00现场面试 

面试地点：广州保利洲际酒店 

面试时长：5分钟（3 vs 1） 

1、自我介绍（1分钟） 

2、为什么选择银行的工作？ 

3、你的专业都包括哪些学科？你发的文章都是关于什么主题？都是自己是第一作者吗？ 

4.4 广东农行 网申到体检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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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9024-1-1.html 

 

卡着截止的时间点投了银行 

只有广东分行的综合岗过了 

大概提前两三天收到了面试的通知，对的先面试后笔试！！但是最终结果看两项的总分。 

楼主是早上 8：30 场的。本来以为早上第一次估计是炮灰吧，毕竟背景几乎完全没有金融相

关的，只是修读了经济学的双学位。 

面试是报同一岗位的会被分到同一组。楼主那场有四个妹子。 

首先一起进去，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良好沟通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就出来啦。 

第二轮是分别一个个进去，问题大概是请做一下自我介绍（记得卡好时间），对农行的了解

（当时楼主说了一堆关于农行的业务类，但是感觉面试官不是非常的满意，可能想要更多个

人的看法？），对岗位的理解，如何看待研究生就业率不高等问题。大概会根据简历提问，

没有太大专业类的内容。然后全程不到半小时就结束啦。 

 

过了几天就收到笔试通知了，当时比较忙也没有好好准备，就看了一些农行的基本知识，比

如电话等等就去考试了。里面行测部分以及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就随缘吧，靠着 2 年前学

过的勉强答，但是也许是因为楼主英文比较好，所以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都放到英文上，估计

因为这样所以得分比较高吧。笔试的时候真的不要想要什么都抓，要有侧重点，好几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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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数理题，楼主就直接盲选了。 

 

然后了几天就收到了体检通知啦，也是广州，但是因为薪资工作等原因还是选择放弃了。 

 

 

完结 希望大家找工作顺利。听说这是个神奇的网站，offer 快来找我吧！！ 

 

 

评论区交流： 

-我问了一个学姐，在广州的某支行，只能说勉强维持生活吧。但是如果你在的支行绩效好

的话，绩效应该会比较高，不好的话可能就比较勉强了。 

 

-薪资大概什么水平呀？ 

-看个人吧，对我来说维持基本水平。然后也要看你所在支行的业绩和绩效。 

4.5 农行广东春招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2037-1-1.html 

 

刚刚收到 offer，春招期间看了很多前辈们的经验贴，想了想还是来发个帖子，回馈一下论

坛。 

 

首先，timeline： 

 

3.22 网申投递 - 4.11 收到笔试通知 - 4.14 笔试 - 4.15 收到面试通知 - 4.18 面试 - 4.22 

收到体检通知 - 4.24 体检 - 4.29 收到拟录取通知 

 

笔试： 

 

题量很大，包括行测、常识、计算机、金融经济知识、英语、性格测试。行测我没有做完，

建议提前在网上找一两套公务员考试试题，【掐时间】做一做；英语题（80 题，50min 完成）

时间也很紧张，我的经验是遇到拿不准的赶快跳，因为反复纠结也不一定能选对，还白白浪

费时间，会做的题一定要尽量拿到分。金融经济题目比较简单，不是经管专业的同学看看银

行一本通估计也 ok 了。 

 

面试： 

 

春招的面试是在同一天完成两轮，地点在广州的农行科技园，需要穿正装，准备三份简历，

农行的安排还是很靠谱的，签到之后会全程有一个领队带着同一组的面试人，不用担心走错

面试厅。面试总共有两天，我是第二天面试的，签到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编号已经是 150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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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概放了 2k 人面试吧。 

 

简历上的姓名在进场前会给修正液涂掉，进去之后不能说姓名和家庭情况，只能说编号，所

以建议大家提前准备一个【不说姓名】的 1 分钟自我介绍，以免到时候突然不能说名字，自

我介绍的时候卡壳。 

 

两轮都在同一个会议厅，里面有 3 个面试官+1 位引导人员，第一轮是一个小组（3 或 4 个人）

一起进去，引导人员会跟着进去给面试官发大家的简历，然后提一个问题，【1min】准备，

小组成员按顺序轮流回答，每人回答时间【1min】。 

我和其他人被问到的问题（简化版）：1. 怎么看待共享单车？2. 怎么看待房价？ 3. 怎么看

待智能手机？  

问题不会涉及太多专业知识，每个人都能说上话，但是超时会被打断，所以最好不要超时，

在准备的 1 分钟内想一想要说哪几个方面，语言简洁精炼，态度端正就行。 

 

第一轮出来之后，按照需要依次进去面半结构，还是那 3 个面试官，需要 1min 自我介绍，

然后按照简历提问题，整个过程大概 5min。 

 

体检： 

 

体检是在广州市第一医院，我的经验是越早去越好，通知的时间是 8:00-10:30，我是 8 点不

到就已经到场了，全部做完大概 9:40，体检缴费需要【现金】或者【银行卡】，支付宝微信

是不接受的，交完钱迅速做完体检，因为除了入职体检，医院里还有很多需要做检查的病人，

去晚了会排队很久。 

 

4.6 2019 农业银行广东分行春招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0496-1-1.html 

 

       我是网申的最后一天 3 月 31 号投的网申，14 号上午笔试，时间是两小时 20 分钟，每

个部分有最小答题时间限制，要到了时间才能提交。笔试内容跟往年应该差不多，题量还是

稍大的，尤其是行测和英语，注意做题速度。因为我前一晚熬夜了精神状态不太好，下午又

赶着回学校答辩，所以笔试内容没有细看，匆匆忙忙就选完提交了。需要笔试经验的同学可

以移步到另外的帖子去细看~       15 号就收到了进面通知，通知 17 号下午面试。农行今年

春招的流程走得还是蛮快的。准备好通知要带的资料，到番禺那边的农业银行科技园。坐公

交车到沙溪村下车后，会有一个很大的路口要过马路，但是没有红绿灯。大家可以比自己的

导航时间再早稍十分钟左右出发，免得到时候因为等过马路迟到。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呀~ 

      我是下午的最后一组，通知是 16:50 分那场的。进门保安需要检查面试信息，大家可以

提前在电脑上把面试通知的信息截图下来，从短信网址进去的话登录自己的账号就可以找到

通知信息了。进到候场大厅找自己的组别，这个小组名单大概是有 10 个人左右，我们那组

名单是 11 个人，有一个人没来。基本上名单里小组的顺序就是后面面试发言的顺序（有人

没来的就顺延）。之后按照组别就座，会有工作人员带领全组人到面试的试室。试室外工作

人员会发制作号码牌的白纸、核对身份资料、收手机放在信封里。我们需要做的是用涂改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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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会发）涂掉自己简历上的名字，然后把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编号写在简历左上角

和用来做号码牌的白纸上。之后就等待面试了。 

       每位面试者都要参加两轮面试。这次春招没有无领导小组讨论。第一轮是三个人（按

顺序，我面试的小组在最后，有四个人）一起进去，面试官有四位（有一位应该是 HR 或计

时人员之类的），面试官和面试者在桌子的两边各坐成一排。面试官提出一个问题，三人（或

四人）按顺序回答。面试官提出问题后，面试者有一分钟的思考时间（对后面回答的人会稍

微长一点）。如果是第一个回答者，要把握好这一分钟的时间理清自己的发言思路。我们组

的问题是“你觉得企业喜欢有怎样素质的人才”（大概是这个问题，具体记不太清了问得是银

行还是企业）一定要认真听清楚问题！！答主是第一个回答的，从品德、专业技能等方面都

回答了，但是听到第二位同学回答的时候她的回答是“我觉得企业最看重的是……”只回答了

一个因素。第三位跟我的思路差不多，但是第四位就跟第二位的审题差不多。我们出来之后

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问的是最看重还是什么？”大家都表示好像听得不太清楚。所以大家一

定要认真听清楚问题，不要太紧张，面试官还是很友好的~ 

      搜集了前面两组在这个环节问的问题分别是“结合自己的经验说一个自己的优点和一个

缺点”“如果银行和公务员的工作让你选，你会怎么选？” 

      第二轮面试就是传统的半结构化了，在小组三人回答问题结束后就马上接上的。回答顺

序最前面的同学（像楼主我~）直接留在试室，剩下的同学先到门外等候。先是 1 分钟的自

我介绍（超过 1 分钟面试官也不会打断~至于有没有影响楼主就不知道了），然后每人基本是

两个问题。有对自我介绍和简历提问的，也有问情景模拟的~像楼主因为在自我介绍里面说

觉得自己的什么什么素质有所提高，希望这些素质能够帮助自己打开职业发展的大门之类的，

面试官就问了我的”你觉得自己的这些素质跟我们农行的要求有什么匹配的地方吗？“（大概

是这个问题，楼主那天真的太紧张了，问题听不太清也记不太清了），楼主准备得匆忙，紧

张也说得不好，希望大家在岗位要求，自身特质，农行的文化这一块都准备得更充分一点吧

~ 

      楼主报的是珠海分行，但不是本地人。面试官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家不是这边的，为

什么来珠海？”楼主面试之前因为想到农行会不会喜欢招本地的多一点，所以也特地准备了

一下这个问题。自我感觉除了太紧张不知道说得怎么样之外，应该回答得也还可以的。问了

一下我们组四个人都不是本地人，另外有一个男生也被问了这个问题。他被问的另一个问题

是“假如你的同时很不好相处，你怎么办？”（大概是这样的题目，原谅楼主的记性~）另一

个女生被问的两个都是这样类似的问题。像是“如果你跟领导意见有分歧怎么办？”“如果你

跟同事意见不合但他比你优秀你怎么处理？”大家可以有时间多考虑和准备一下这种问题~ 

     大概就是这样了，因为面试前也在论坛看了一些经验，但是好像 18 年的还没有~希望可

以回馈一下论坛的同时也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当然了，听说论坛是个神奇的地方，希望

自己能顺利收到体检通知拿到农行的 offer 吧~保佑~~ 

     （大家如果也是今年春招的可以跟帖交流一下呀~也祝大家好运~~） 

4.7 农业银行佛山分行综合面试经验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9684-1-1.html 

 

昨天收到了农行广分的体检通知了，感谢论坛的各种经验分享，特此来反馈，希望能够顺利

拿到签约通知！！ 

楼主背景：广州某二本财经院校，非金融专业，没有银行实习经验，家里无背景，农村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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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点！无社团经验！！楼主成绩中等，拿过一次奖学金。 

网申：楼主是在今年 10 月底才开始考虑银行的校招的，之前做过一份互联网的实习，天真

的以为互联网十分好进，再加上互联网薪资诱人，发展空间又大，因此前期一边实习一边在

七七八八地投一些互联网公司。网申全部都过了，成功的拿到面试通知。（在此楼主要废话

几句，其实互联网对于学历反而没有那么看中，如果有同学有能力的话不要怕，尽管投简历，

只要吹的一手好水，进互联网的几率还是挺大的）然而每次都是一面 gg，一方面是因为楼

主没有啥面试经验，经历太少了，大学期间就傻敷敷的在学校按部就班的上上课，发发呆，

放放假，另一方面竞争者实在是太优秀了，一上来就好几份实习，这个确实没啥好说的，只

能说还是自己准备不足的问题。 

     因此楼主在秋招的尾巴时急忙投了几份银行的简历，投了建行、农行、工行，中

行本来打算要投的，在最后一晚的最后一个小时竟然网站卡了。。。于是就没投进去 ，

据楼主的经验，反正网申的时候要填的信息不管是必填还是非必填全部都填上就对了，这样

网申系统能够让你通过的概率比较大。 

笔试：农行今年的笔试和建行在同一天上下午，早上赶去考完农行，题量还是挺多的，楼主

没有做完。。但是楼主确实很尽力的在做了，笔试前和考公的舍友一起学习了几天，吊儿郎

当的，笔试前一天看了一下金融会计之类的题，还有农行的最新消息，其实相比起建行来说，

虽然农行的题量比较多，但是难度没有建行那么大，大家有时间的话还是要提前做做题，熟

悉一下题型，楼主最害怕的还是英语部分，因此考前也做了四个真题，练了一下手感。笔试

的感觉总的还说不是很好，听说中行的题更多，当时楼主也没抱太大希望。 

面试：笔试之前就收到了农行的面试通知，11 月 7 号的面试，因此楼主隐隐约约已经知道

农行是面试和笔试成绩结合来参考的了，考完回来上论坛查了一下，发现笔试：面试=4:6，

在此提醒各位笔试渣渣的小伙伴，如果你比较擅长吹水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楼主想

着自己笔试应该很凉的了，本来都不想去面试的了，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唉，反正都笔试了，

也不差一个面试，因此突击了一下面经，楼主把 17 年-15 年各个面经有提到的问题都抄到

了小本本上，大体上有以下几大类： 

1.专业与银行的相关性 

2.实习经历抠一抠 

3.没有相关实习经历怎么说 

4.有相关实习经历的描述一下 

5.非投递岗位当地户口的投递原因 

6.银行业前景 

7.农行与其他银行对比优劣势 

8.农行的产品、相关知识（如经营理念） 

因此楼主就针对这些认真的准备了一下，第二天过去发现并没有无领导小组面试，只有半结

构面试。一面即终面，同组的都是报同一个分行的，楼主的小组有大概 10 个人，不知道是

10选几。 

面试当天楼主是拎着高跟鞋过去的，本来想着要是有人没穿高跟楼主也不穿了，在这里楼主

提醒下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把自己打扮的好看一下，女生都扎一下头发比较精神，男生都

穿上皮鞋，整理一下发型再过去比较好！楼主只化了个淡妆过去，结果整个面试等候厅的人

都齐齐整整，感觉自己的帆布鞋都有点尴尬。看了一圈没有一个小姐姐不穿高跟的，于是就

随波了。 

带我们过去面试的小姐姐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纸，上面写上自己的编号，写大一点！然后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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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改液把自己的简历上的名字涂掉，建议下次参加农行的面试的小伙伴可以直接打印没有名

字的简历过去，三份。 

面试是 4V1，但是只有三个人的话比较多，每个人前面一台电脑。 

楼主是第四个还是第五个，前面几个人都面的很快，5、6 分钟就出来了，楼主进去之后就

先跟面试官们问好，注意不能说出你的名字噢，可以说一下自己的编号。然后面试官说一分

钟自我介绍，楼主介绍了自己的学校专业，学习成绩、考过什么证书，实习经历然后说了自

己报农行的原因，报营销岗的原因，报佛山的原因。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发现了楼主讲了好多，已经超过了一分钟了，但是面试官并没有

让楼主停下，只是稍微问了一下实习经历，估计面试官对互联网行业了解也不多，因此而没

有多问。接着还问了楼主的成绩，问楼主家离投递岗位地点距离有点远影不影响，问了楼主

楼主的专业和银行有什么关系，可以在哪些方面用到。还问楼主接不接受加班。。楼主当然

是没问题呀。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了，最后楼主就出来了，很客气地和面试官们道了谢就走了。 

体检通知：11月 14号收到了体检通知，由于之前秋招都很不如意，因此半抱着希望半死心，

结果就等到了，站内信没有写是不是差额体检，只让我按时去体检，楼主咨询了一个在农行

上班的师兄，师兄表示需要带现金或银行卡过去，入职后可以报销，还表示一般体检都会通

过的，希望楼主顺顺利利吧  

听说在论坛上发帖很灵的，希望楼主攒了 2个月的运气能够在这个月拿出来用，也希望各位

能够求职顺利鸭！！！ 

 

 

11月 23日更新： 

楼主今天顺利拿到农行 offer 啦！！感谢论坛~希望楼主和大家接下来都顺顺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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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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