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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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银行简介 

1.1 苏州银行概况介绍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苏州银行），成立于 2010年 9月，于 2019 年 8月 2日在深

交所 A股上市，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苏州的城市商业银行。现已拥有 170 家机构网点，下设

苏州分行、南京分行等 12家分行，130家传统支行，17家分理处，3家社区支行，7家小微

支行；发起设立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4家村镇银行；入股 2家农商行；成立新加

坡代表处。 

 

苏州银行成立以来，专注“服务中小、服务市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定位，坚

持“以小为美、以民唯美”的发展理念，深耕苏州，面向江苏，融入长三角。截至 2021年

末，资产总额 4530.29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08.29亿元。主要监管指标优良，发展态势良

好。在英国《The Banker》杂志全球 1000强银行中排名第 306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苏州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苏州银行官方网站：

http://www.suzhou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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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苏州银行笔试资料 

2.1 17 年业务培训生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1550-1-1.html 

今天去参加了苏州银行的笔试，90 分钟，75 道题。 

数学行测题 20 道左右；语言理解 20 道左右；图形推理 10 道左右；资料分析两篇各 5 道； 

英语阅读一篇 5 道题；最后 10 道考的是苏州银行相关的一些知识（在官网上都能找到），

题目如下，括号内为答案： 

1. 专注于“服务中小、服务（市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定位 

2.用 2 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内部资源的优化整合，全面构建全新的内控体系和发展格局，夯

实发展基础。 

3.倡导（内控为先、业绩为先、效益为先、兼顾公平）的正向激励模式 

4.用（真诚的态度）服务客户的良好文化，用（相互的尊重）来形成文化合力 

5.丰富“（勤勉、智慧、简单、快乐）”的企业文化内涵， 

6.真正做到“（We are family）”。 

7.2011 年 3 月 17 日，经中国银监会银监复〔2011〕82 号文件批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监管隶属关系由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序列调整为中小商业银行监管序列，标志我行的行

业性质正式由（农村商业银行转变为城市商业银行）。 

8.于（2010 年 9 月 28 日）正式挂牌开业 

9.在 “（小微、三农、零售、文化金融）”等选定的领域精耕细作 

10.分设苏州和（宿迁）两个营业管理总部。 

记忆可能有少许偏差，希望多少能给后来者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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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州银行面试资料 

3.1 苏州银行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04 月 0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4088-1-1.html 

面试形式：8-10 人一组，给一道题 3 分钟准备，1 分钟发表观点，最后评价他人 

面试官会选几人提一些常规问题，如岗位、地点选择 

3.2 苏州金融租赁业务岗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0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8661-1-1.html 

12.4 下午三点场，不到 3 点的时候先进入第一个会议间，进行身份确认，准备好身份证，

然后告诉第二个面试间的会议号，以及每个人的编号。进入第二个面试间之后大概等了半小

时（或者更久）才开始。 

流程大致为： 

1.每人一分钟自我介绍（包括个人个人信息，学习实习经历，为什么要来苏州银行），不按

顺序，想好的可举手先说。 

2.小组 3V3 辩论，我们的辩论话题是“是否支持杨超越落户上海”，正反方面试官按照她手上

的顺序分，每人一分钟阐述，然后每组 2 分钟补充/反驳，最后每组选代表 1 分钟总结。 

3.依次回答以下问题：“对你所投递岗位的理解以及你的优势”，不按顺序，谁想好谁举手先

说。 

完#表现一般，最后没问什么时候能出结果，有人收到通知麻烦过来告知一声。（金租招的

人应该不会太多，我先不抱希望了 π_π） 

3.3 金融市场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0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8502-1-1.html 

12 月 4 号早上第二组，本来安排的是 8:50 开始，结果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打电话邀请上线，

要先核验一下身份信息，然后通知一下面试形式以及编号，重新给了一个会议号等待面试官

邀请。 

面试是六个人一组，首先不按顺序自我介绍，会包括为什么选择苏州银行这个问题，每人一

分钟。之后随机分组对抗，面试官念题目，题目没什么专业性，就是偏社会类的话题。大家

想好了之后可以个人陈述，每人一分钟，也是不按顺序的。发言结束后有几分钟自由辩论的

时间，之后两个小组各一人总结陈词。 

发言的时间其实都不是卡得很严格，只有自由辩论的时候卡点了，所以一组面试大概率超过

20 分钟。基本信息就这样，楼主发挥应该是凉了，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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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苏州银行一面过后有消息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4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3922-1-1.html 

这两天被银行拒怕了 

楼主的条件是 香港 top3 文科研究生小硕毕业 山东人 

面试的时候被问了挺多的问题（不只是身高体重）可能是看我专业不对口 研究生只有 1 年 

还是外省人对我好奇吧 

因为我不是苏州或者江苏人被 challenge 了 

还问我有哪些 offer 了 问我为什么不去上海而选择苏州 

唉希望能让我过吧 

大家如果收到二面通知也请告诉我一声 

3.5 苏州银行终面 2018.11.15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1348-1-1.html 

发现苏州银行的论坛没啥动态，让我来攒攒人品吧嘻嘻！上周面的苏州银行的终面（苏州银

行一面即终面），目前还在等通知。 

我们组一共 12 个女生，男女分开面。面试顺序不按号码牌，按抢排队的顺序也是特别。 

面之前听说是无领导＋半结构化面试，可是我们组只有无领导，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不够了。

进去以后，有四个面试官，三女一男，估计一半外包，一半苏州银行本行的 HR。我们组的

题目是银行开展贫困生资助项目，有 500 万，从基础设施建设（建食堂、学校等）、乡村教

师补贴、提供就业机会以及助学金这四个方面开展，这 500 万要怎么规划，规划的原因是

什么？题目不算难，是资源争夺类问题。每人有 1-2mins 的个人观点阐述时间，然后是

25mins 小组讨论，最后 3mins 小组代表总结陈述。PS.面试官一开始宣布规则的时候就说了

不能举手表决、投票，我们组有个小姐姐在讨论的时候还说“我们来投票吧”这个是大忌！因

为一般的无领导都会说不要举手投票，大家不要往雷区踩呀。感觉我们小组的小姐姐们都挺

能说的，大家也很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楼主最后被推选为总结陈述的人，其实自我感觉陈

述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出来大家都说还不错。在此要感谢我的小组成员们～给了我这个机会！

也希望每个人都有好消息～ 

3.6 苏州银行 - 运营支持类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8 月 0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846-1-1.html 

先是在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参加了宣讲会，第二天参加了面试，面试是一组人一组人进去

的，每组大概 6 到 8 个人，一位面试官坐在那，先让每人自我介绍大概 1 分钟。也没有掐

时间，但是我看到一位同学说的太多，讲了 3 分多钟还没讲完，面试官皱了皱眉头。整个面

试过程中，面试官大多低头看简历，和她的笔记本电脑，只有她听到一些她感兴趣的内容，

或者比较出彩的内容才会抬头看你一眼。比如什么出国经历，什么各种证。 

为什么选择苏州，又为什么选择苏州银行？如果苏州银行和公务员都给你 OFFER 你选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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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现在银行业在走下坡路，你怎么看？ 

3.7 2016.12.4 苏州金融租赁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0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2659-1-1.html 

面完就懵逼的我来发个帖,攒个人品. 

面的是苏州金融租赁,10 人一组,5 对 5 对抗,其实也不叫对抗,应该说是相互之间探讨一个话

题,因为最终是要得到一致的答案,太争锋相对感觉不好. 

这次的题目是网店的发展降低还是提高了失业率. 

个人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没有任何想法,所以表现平平,基本上没有插上什么话,属于全程聆听

大家各种观点,所以感觉要跪.最后有面试官自由提问的时间,问的都是在讨论过程中发言比

较多的人,虽然一开始说最后自由提问是没有倾向性的,但感觉不是那么可信~ 

能给的意见是放平心态~ 

3.8 2017 届苏州银行新鲜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0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2591-1-1.html 

楼主是 12.4 日周日下午 13：30 面试批次。到了面试点，签完到就是上交手机，等候区很大，

大概有 300 人左右。工作人员都很热情，中间还有茶歇准备好，给一个大大的赞！ 

下面说回正题。面试就是像之前同学所提到的辩论对抗式无领导小组讨论，每一组人数为

10-12 人，男女分开。 

面试点有 3 位面试官，1 位面试主持人。流程是 5min 阅读材料，1min 各自阐述观点，10min

组内讨论，20min 组间讨论，3min 一位代表总结统一观点。 

注意，主持人一再强调，不能达成折中意见，一定要达成统一意见。不过我们两组貌似分歧

比较大，最终没能统一意见，所以最后的总结发言也取消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0 

面试最后，是面试官提问。我们组问题是，如果小组 12 位成员是银行柜员，你会选择谁的

窗口，为什么？ 

还有一位面试官问了有多少研究生，然后 1 个小时的面试就结束了。 

这是楼主的处女贴，祝自己好运，也祝大家好运，攒足人品，早日拿到想要的 offer！ 

3.9 2016 苏州银行培训类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0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7646-1-1.html 

10.27 初面 卤煮已经在南师大参加过初面啦，让介绍自己的家乡，也没有自我介绍，，听说

参加初面才有笔试机会，但家乡竞争不大，没参加初面的也有的拿到笔试通知了。 

11.22 笔试 在南航江宁校区参加笔试，这是今年卤煮参加的所有笔试中唯一一家纸质笔试，

还要涂卡，行测、英语、苏州银行文化、金融经济专业知识一起考，时间不够啊，最后五题

全部蒙 c。 

12.05 终面 下午 13:30 到，卤煮早就到啦，周围也没吃饭的地方，建议在火车站吃完了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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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银行就这一次终面，双盲面，培训类所有人打乱，男女分开，十人一组无领导

小组对抗辩论，不准提及个人信息。 

        给了一段材料，前五号支持 A 方，后五号支持 B 方，经讨论后陈述观点、自由辩

论，说服对方，一定要真诚，微笑陈述，重在参与，对方再强势你也不要强势吃火药，吃火

药真的很讨人厌。20 分钟自由辩论后，考官又要求整个十个人要有个统一观点，选 A 或者

B，这就要求有一组人要为了团结让步。卤煮那组提议投票决定，我个人不支持投票，我觉

得面试官也不支持票撕别人，应该说服对方让步或自己客观地主动地让步。统一意见后派一

个代表陈述最终观点。 

        结束后面试官提问问题，比如你刚才为什么提议投票决定？你们谁有什么文艺特长？

为什么选择苏州银行？你们对我们有什么要问的？保佑梦想成真！ 

3.10 2016 苏州银行校园招聘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0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7523-1-1.html 

早上 8 点开始签到，签到顺序和之前短信通知的序号都没有用，面试分组是随机组合的。进

去之后无须按顺序坐，在整个面试过程中也不能提及自己的任何相关信息，双盲面这一点苏

州银行做的很到位。面试形式是辩论形式的无领导，最后必须得出一致结论。五分钟思考，

然后两个小组分别两分钟阐述。接着是自由辩论，这段时间一定要尽量表达自己的观点，一

定要参与进去！！要是组里队员比较强势的话会很难插得上话，就会比较悲剧…面试官在无

领导结束之后问了一个一句话都没说的姑娘认为自己做了什么贡献。。。还有就是注意小细节，

面试官都会看到。。虽然楼主那组最后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因为是楼主这方妥协的所以

后半段时间都不怎么积极…面试牛人很多，听说应届生是个神奇的论坛，所以来发帖求 offer

啦～ 

3.11 12.5 号苏州银行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0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7235-1-1.html 

虽然感觉不是很好，还是来这里写一下面经……求人品爆发啊 

1.终面形式是无领导小组对抗。10 个人进去，5 个人一组被分成 A，B 两个小组 

2.会有 5 分钟时间阅读材料，材料是领导人是天生的还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很不幸我

们组被要求领导人是天生的，当时就想死啊 

3.5 分钟后小组内部讨论 20 分钟，推选一位小组成员进行观点阐述，时间 2 分钟 

4.等到 A，B 小组都阐述玩观点后，两组辩论，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感觉被撕烂了 

5。最后再推选一个代表讲一下达成一致的观点 

3.12 2015 年 12 月 培训类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0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7778-1-1.html 

2015 年 12 月终面  培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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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 8 点半之前到苏州银行总行，天气比较冷，大多数人穿了外套，室内有暖气外套脱

了就行。所以大胆穿得美美的！~~ 

    之后分培训类和操作类分开坐着等待面试。之后来了人问，培训类有没有男生想要先面

试的，很多人要求先面，恩，场面好火爆的嘞。之后培训类的第三组的名额终于放给了女生，

然后我就举手去参加面试啦。 

    10 个人分为两组，A 和 B。分别对一个话题持相反意见，讨论 10min，各一个代表总结

2min。之后大组讨论 20min，达成一致，再一个代表总结 2min。之后，面试官会对个别同

学提问。没有自我介绍。话题不难，很好理解。但是要注意： 

1、大组讨论的时候，目标是达成一致意见，刚开始小伙伴们对抗得比较厉害。之后一个女

生把大家拉了回来，这个举动超级加分！很厉害！崇拜她！ 

2、大家无论小组讨论还是大组讨论都不能忘了大家是一个团队，一定不要太强势，不让别

人说话，自己总在抢话头。我们是一个团队哦！ 

3、逻辑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很重要。真的靠平时练习。 

听说这是个神奇的论坛，求 offer！ 

希望大家求职顺利！对下一届的同学有帮助！ 

3.13 苏州银行 - 微贷客户经理面经和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8 月 0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847-1-1.html 

一面十几个人一批，轮流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三人一组进行一个营销策略题的讨论。

通过者参加笔试，笔试是通常的行测题。笔试通过者参加二面，二面针对简历个人情况提出

问题。 

1、说说你在大学时候社团或者实习经历。2、更在意薪水还是编制。 

3、如果扩展客户市场 

3.14 关于微贷经理笔试一面到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04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60998-1-1.html 

本来以为 4.10 号在南审开宣讲会，谁知道前两天发短信通知提前考试，原因是报名的人太

多 4 月 6 号之前的提前考试，结果几乎没有准备就去了考场。我是 9 点钟开始考试的，卷

子全部都是行测不过分为 abcd 卷旁边人的卷子你是看不到的，时间还算充裕 题目也很简

单，不过笔试也刷掉了将近 400 人剩下 120 人左右。楼主很不淡定啊，没有编制啊怎么这

么多人竞争呢，下午 1 点左右直接一面，分成 15 个人一组。首先是自我介绍，其次问了一

个旅客大闹泰国航空的题目看你是否支持旅游局的处罚规定。最后是关于在郊区建造各种机

构优先顺序的。首先我想说的一面实在太 low 了，两个考官一个玩手机一个上厕所，抢着说

话和声音洪亮就 ok 了吧。二面的时候，因为早上的一场面试给各种海龟研究生虐的不行连

饭都没吃，恍恍惚惚的进去了，考官各种盘问啊，一个问题盘问了三遍，感觉完全是俩张绍

刚啊。反正二面非常不理想，回去的路上感觉一点力气都没了，连面试结果什么时候出来都

忘了问。不过到了现在还没通知应该希望不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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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苏州银行综合求职资料 

4.1 2020 春招总行 IT 岗笔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4 月 0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8843-1-1.html 

本人某 211 数学专业的，看到信息科技岗就报了。 

笔试： 

 

1.    第一部分就是基础知识，主要有逻辑推理（图形+数列），数学运算，言

语理解，资料分析，还有苏州银行相关（除了基础的，问了目前资产相当于

创立时的多少倍，记不得了） 

2.   专业知识，主要有三个部分 编程（代码阅读） 网络技术（看不懂，子网

掩码啥的，没学过） 数据结构（队列、栈，二叉树、图论、简单算法、排

序（快排、冒泡）等） 

3. 英语，5 个阅读，中等难度，但是注意是乱序的。 

面试： 

本来以为笔试凉了，结果第二天看到要面试。。。。面试形式，多对 1（在线等待了非常久，

说好的上午 10 点，一直等到了 12 点，也没有明确的排队信息，又饿又困。。。） 

主要针对你的简历问问题，其他的会问为什么选择苏银，自我介绍，优势劣势等，稍作准备

即可。 

 

 

LZ 已经是凉的了，本来以为会需要数据处理这方面的人的，看来还是只要会编程的，或者

有 CS 背景。 

 

希望大家都能拿到想要 offer,毕竟今年形势这么烂，碰到的不好的 offer 都拒，希望能拿到

自己的 dream offer。 

4.2 苏州银行 2020 春招信息科技类岗位第一批开始笔面试

啦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4 月 0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8611-1-1.html 

2020 年苏州银行春招信息科技类岗位第一批开始笔面试啦 

  苏州银行 2020 年春招网申即将在 4 月 12 日截止 

  小苏快马加鞭开始组织分批次笔面试啦！ 

  第一批信息科技类小伙伴你们准备好了吗！ 

  应聘其他岗位和未收到通知的 

  信息科技类小伙伴们不要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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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急切的想遇见优秀的你， 

  后续场次安排我们将加快安排， 

  请务必关注哦！ 

  关于信息科技岗位      笔试&面试 

  首先恭喜收到笔试通知的同学 

  优秀如你，未来正发光 

  但在疫情影响下求职的你 

  心中是否仍充满疑虑和担忧 

  笔试考什么，没方向？ 

  第一次线上面试心里没底？ 

  不过童鞋，别方 

  贴心的小苏已为你准备了一份 

  信息科技类岗位笔试&面试大礼包 

  赶快收藏起来吧～ 

  笔试攻略 

  笔试时间 

  本次笔试将于 2020 年 4 月 1 日 19:00 开始，考试时长为 90 分钟，请参与笔试的同学，

提前做好安排，准时参加考试。 

  笔试形式 

  在线笔试 

  本次笔试为在线笔试，只支持有摄像头和麦克风的 PC 端作答，不支持手机和 ipad 等移

动设备。 

  提前准备 

  正式笔试有严格的统一开考时间和结束时间，请根据收到的笔试通知，提前至少 30 分

钟进入准备。考试开始后 20 分钟登录系统视为迟到，成绩无效。 

  严格限时 

  本次笔试严格限时，请把握好答题速度。考试结束时，系统将终止答题，请准时参加考

试。 

  笔试准备 

  本次笔试全程视频监控，请确保你的电脑安装了谷歌 Chrome 浏览器(为保证考试效果，

建议选择谷歌 63 及以上版本浏览器)、摄像头和麦克风，保证考试正常开展。 

  确保网络连接顺畅，网速应在 100KB/S 以上，如校园网无法进入，请提前寻找其他作

答网络环境。 

  笔试全程开启摄像头和麦克风，请确保没有外界干扰。 

  注意事项 

  正确登录 

  正式登录后，请输入身份证号码，并拍照存档（清晰、正面），系统后台会进行人脸识

别验证。 

诚信作答 

  考试期间，我们同时安排了监考老师和智能系统两种监考形式。若在考试期间出现不当

举止，监考老师和智能系统将会对你提出警告或判定作弊并记录在册。请诚信作答，对个人

行为负责。 

  遵守纪律 

  考试期间不允许使用手机、计算器等任何通讯设备和辅助工具，提前关闭与考试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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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系统和网页，以避免弹窗过多，被系统误判为作弊。请遵守考试纪律，全程确保没

有外界干扰。 

作弊行为 

  请重点关注如下行为，一旦出现将可能被视为作弊，经综合判定为作弊者，考试成绩作

零分处理。 

笔试内容 

  大家最关心的考试内容来啦～ 

笔试样题 

  综合能力类 

  数学运用 

  2,11,14,( ) 34 

  A.18 B.21C.24 D.27 

  言语理解 

  对于一个经历过贫困童年的富翁来说，他的消费行为有时显得，对于大金额的支出，他

会随随便便，甚至显得有些铺张浪费；对于小金额的支出，他则不得不与自己的吝啬性作斗

争。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变幻莫测 积重难返 B、出人意料 与生俱来 

  C、反复无常 根深蒂固 D、不可思议 始终如一 

  资料分析 

  记者从国家主管部门了解到，2006 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91443 亿元，同比

增长 10.9%，增速比去年同期快 0.9 个百分点，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跃.... 

  1.2005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多少？（  ） 

  A、9% B、10% C、11.8% D、12.9% 

  常识判断 

  下列历史文化遗址位于我国最南边的是： 

  A、半坡遗址 B、周口店遗址 C、河姆渡遗址 D、大汶口遗址 

  图形推理 

每道题包含六个图形和四个选项，请把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具有各自的共同

规律或者特征，并从四个选项中选出分类正确的一项。 

  A、①③⑤，②④⑥ B、①②③，④⑤⑥ C、①②⑤，③④⑥ D、①②⑥，③④⑤ 

  逻辑推理 

  当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数字化阅读越来越流行。更多的人愿意利用电脑、手机

以及各种阅读器来阅读电子图书。而且电子图书具有存储量大、检索快捷、便于保存、成本

低廉等优点。因此，王研究员认为，传统的纸质图书将最终会被电子图书所取代。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王研究员的观点? 

  A、阅读电子图书虽然有很多方便之处，但相对于阅读纸质图书，更容易损害视力 

  B、有些读者习惯阅读纸质图书，不愿意采用数字化方式阅读 

  C、许多畅销图书刚一出版，短期内就会售完，可见，纸质图书还是有很大市场的 

  D、通常情况下，只有在纸质图书出版的前提下才允许流通相应的电子图书 

  专业知识类 

  计算机相关知识 

  IP 地址 192.168.44.67 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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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类 B、B 类 C、C 类 D、D 类 

  在 Java 中，由 Java 编译器自动导入，而无需在程序中用 import 导入的包是 

  A、java_applet B、java_awt C、java_util D、java_lang 

  苏州银行企业文化和发展历程 

  苏州银行的经营理念、企业愿景、企业文化和发展历程等 

  （以上样题仅供参考，不是最终试题） 

  特殊情况应急措施 

  如在笔试过程中遇断网断电或不小心关闭了考试页面的情况，同学们不必惊慌，你可再

次登录笔试页面继续作答，系统会自动保存作答进度。 

  如果答题网页卡住或无法正常进入下一部分，请你检查网络连接并刷新网页后再次尝试。 

  如有你解决不了的系统问题，请拨打第三方公司 24 小时客服电话：400 650 6886 进行

咨询。 

  笔试结束后 

  收到我们面试邀约的小伙伴 

  恭喜你进入面试环节 

  距我们相见又近了一步 

  接下来为你介绍面试攻略~ 

  本次面试采取的是线上远程面试哦 

  面试时间：2020 年 4 月 3 日全天 

  具体安排随后会以短信或邮件的形式下发 

  第一次参加线上面试的同学 

  不必太担忧 

  小苏在此奉上三大招式 

  助你面试不崩，收获心仪 offer 

  STEP1：旭日初升 

  报名面试 

  1.收到面试短信邀请，尽快点击链接回复是否参加 

  2.进入面试报名页面，上传真人头像和个人简历 

3.电脑或手机下载 ZOOM 客户端 

  （无需注册账号，无需输入会议 ID） 

 

STEP2：藏龙盘岭 

  准备面试 

  1.面试当天，请点击邀请链接，提前 30 分钟进入面试大厅 

  2.进入面试大厅，等候排号，实时更新 

  3.若面试即将开始，考生仍未上线，将会收到系统提醒，请尽快上线 

  4. 面试迟到者，需在面试大厅重新申请面试排队 

  STEP3：巨鹏亮翅 

  开始面试 

  1.面试开始后，在面试大厅点击“进入面试”，zoom 客户端自动被打开 

2. IOS:开启视频预览对话框、加入并打开视频、允许设备语音加入 

  Android：界面左下角打开音频视频权限 

  Windows：打开音频视频权限 

  3. 自动进入面试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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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面试结束后，点击右上角“离开”，退出会议室，结束面试 

  注意事项 

  提前下载 ZOOM 客户端 

  电脑端：可通过面试通知邮件内提供的官网地址下载 

  手机端：可通过下载链接跳转应用市场下载 

  使用 ZOOM 面试前正确配置权限 

  请检查设备，并允许 ZOOM 打开使用“音频和视频”功能 

  提前上线 

  面试当天，请提前 30 分钟上线等候面试 

  迟到只能选择过号重排甚至错过面试 

  保持网络畅通 

  请提前选择稳定的网络环境，避免因网络中断影响面试 

  注意面试仪容 

  个人着装给面试官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切忌衣冠不整，懒散无神 

  尽量选择专业干练，或极具亲和力的着装 

4.3 2017 苏州银行 IT 类校招 初面+笔试+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0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4218-1-1.html 

初面，在宣讲会结束后第二天举行，大概就是介绍下自己的情况，以后的规划之类，问了个

为啥银行在走下坡路还进来的问题。这一关可能没怎么卡人，只是了解下就业意愿。 

笔试，IT 类的和业务类的仅在专业知识部分有区别，其它基本一样，都是行测+专业知识+

英语+苏州银行文化。 

终面，是群面，在苏州银行总部举行。与其它群面不一样的是，它辩论的色彩更浓厚。1-6

是正，7-12 是反方。具体流程别的帖子介绍了很多，不赘述。需要提一下的是最后的 HR

提问。过程大致这样：全场表现最好的两位，为啥；最不好的两位，为啥；对自己的评价，

为啥；对应的 HR 去找表现最不好的，问对自己的评价，自己的贡献。最后的 HR 提问是最

关键的环节，能否准确客观的评价队友和自己至关重要。我在第二环节 20 分钟的辩论中完

全没参与讨论，当最后 HR 问对自己的评价的时候，阐明了自己在前一阶段小组讨论中起主

导作用，以及自己擅长合作、不擅长对抗，认为“小组分工不同，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并得到旁边队友的证实。尤其是队友在回答 HR 重新组队愿意找谁时，首选队友是我，真是

非常给面子啊。在此谢过。 

 

全部流程走下来，对苏州银行的印象好了不少，整个过程很严谨规范。笔试的规范程度跟高

考一个感觉，后面终面签到就收手机，面试也完全随机分组、编号，不清楚后面有没有黑箱

操作，至少从面上看是挺规范的。 

然而，手里有更好的 offer，所以没选择这里，摊手。 

PS:面了几个证券、银行之类的，总体感觉对技术的要求都不高，笔试面试的流程和要点都

能从往年帖子中找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苏州银行的特色是笔试考了苏州银行的文化，包括

创建时间、农转商、文化理念等等，  群面的特点是正反辩论 ，这些特色的点往年的帖子

都有提到，然而我都是过后才看到，囧。建议大家笔、面之前先百度，说不定会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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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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