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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
曾经有一位 90 后的大三女

生参加实习生面试，穿着休闲，T

恤、牛仔裤、运动鞋，因为需要实

习生尽快到岗，所以经过一番常

规面试问答后。面试官向姑娘

提出：“能否明天开始实习？”对

此，应聘者很意外，表示：“这两

天不方便。”

面试官询问：“是学校有安

排吗？那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实

习？”结果应聘者回答：“学校没

有安排，是我最近鼻子过敏，地

铁人太多，我会一直打喷嚏，没

法坐地铁就上不了班，只能再等

两周了”。

面 试 官 继 续 微 笑 告 知 ：

“银行实习需要穿着正装，希

望正式实习时注意。”结果该

应聘者反问：“正装我没有的，

上 班 还 需 要 这 个 ？ 我 会 不 习

惯的。”

●人事主管点评
有些在校学生张扬自己个

性，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但面试毕竟是一次双方选择的
机会，一味突出自己，不考虑应
聘单位的实际情况，往往很难成
功。

实习的意义在于与社会接
触的过程，将学校学到的东西运
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增强自己的
工作经验，锻炼人际交往及应变
能力，为以后正式进入职场增加

“敲门砖”。
作为银行人事主管，想给应

聘者的建议是，首先对自己的个
性、兴趣爱好、优劣势做一个客
观分析，最好结合自己所学专
业，给自己做一个职业规划，选
择好未来想进入的工作行业、以
及工作岗位，然后根据这个职位
的任职要求，努力提升自己各方
面的能力。如果确定想进入银

行体系工作，那么就请百分之百
接受银行的管理、认同银行的企
业文化，就该从着装、礼仪、工作
态度各个方面向银行的要求靠
拢，这样才能做到一次成功的面
试，也能帮助你顺利拿到更多的
企业offer。
故事二

一次校园招聘的无领导小

组讨论环节，在面试官宣布规则

及流程后，考生开始阅读讨论材

料，这是一个两难式的讨论题，

要求考生在两种互有利弊的答

案中选择其一。

阅读材料完毕后，A 考生主

动请缨要求担任计时员，负责整

个团队讨论的时间控制；B 考生

表示自己速记能力突出，可以帮

团队作记录。

计时员、记录员确定后，小

组讨论正式开始，C考生首先发

言，针对讨论议题，抓住重点阐

明自己观点，选择答案一。D考

生随后发言，认为C考生的观点

有偏颇，应该选择答案二。C考

生不甘示弱，抢过发言权，对自

己的观点进一步阐述，并直接批

评D。

讨论一开始，就火药味十

足，C、D 二人争锋相对，一方发

言，另一方马上反驳。之后发言

的其余考生又分别对该论题发

表看法，有支持C的、也有支持D

的。

眼看讨论时间将近，小组讨

论的结果还没最后统一，僵持不

下之时，负责记录的B考生发言，

将通过整理的考生意见一一复

述，并表示根据记录，本着少数

服从多数的原则，答案二应该是

本组的讨论结果。

这时讨论时间也到了，团队

投票由B考生作为代表负责小组

总结。而整场讨论过程中，负责

计时的A考生只是保持沉默，未

发表任何观点。

●人事主管点评
无领导小组讨论作为一种

测评工具，面试官通过观察，对
考生的组织协调能力、语言表达
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多维度进
行评估。考生要学会利用发言
的机会，尽可能多地展现自己的
能力。上述事件中A考生没有发
表自己的意见，面试官无从评
价，只能推测他是一个没有团队
合作意识的人，也不愿意与别人
沟通交流。而故事中的 C、D 二
人，愿意表达自己，但遇到与自
己意见不同时，就一味反驳，不
愿意倾听对方意见，也是不可取
的。考生组成一个临时团队，为
了达成共同的目标，就一定会有
取舍，有想法、会表达，懂得尊重
他人的考生才能得到面试官更
多的亲睐。

银行HR支招求职季校招“秘籍”

实习经验与专业证书是加分项
银行多年来是应届毕业生最青睐的就业方向之一，那么什么样的人是HR眼中的金融人才呢？青年报记者日前走访了交通银行上

海市分行、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及部分银行从业人士，发现银行校招重点考察的求职者个人能力素质、个人发展潜力是否和岗位匹配，这
主要将在笔试和面试环节得以体现，求职者以往的实践经历是重要的加分项，而最忌讳的是“妈宝儿”。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毕业生面试时所不知道的事

周培骏 制图

“交行上海市分行每年校招
岗位一般来说，主要有三大类：
招聘营运岗、营销岗、信息技术
岗。”交行上海分行的人事介绍
说，这三类工作各自岗位要求，
实际工作内容差别很大。因此
各家银行特别关注求职者个人
能力素质、个人发展潜力是否和
岗位匹配。银行校招流程一般
是三个步骤：网申、笔试和面试，
不同的银行之间存在着一些小
的差异。以交通银行为例，校招
网申时间一般在每年的9、10月
份，笔试在11月初，如果通过，
两周之后可获得面试通知。

学历和专业依旧是网申的
敲门砖。一般银行校招门槛是
要求国内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
以上的应届毕业生，并能够在当
年7月底之前获得报到证、毕业
证、学位证书。如果境外院校本
科以上归国留学生，需能够在当
年7月底之前从境外院校获得毕
业证书（须经国家教育部认证）。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HR表示，
他们校招以教育部直属重点院
校或财经类重点院校为主。根
据国家规定的专业分类，主要招
收金融学、经济学、法学、管理
学、文学、工学、理学等专业门类
的毕业生，并根据实际需要少量
招收其他相关专业的毕业生。

一位城商行从业人士则向
记者介绍，该行校招，学校一般
要求211或者985，第一学历本
科以上（专升本，一般只有社招
可能）。专业排序一般是金融、
管理、语言类、科技类（主要是
IT），另外根据需要少量招收其
他相关专业的毕业生。

交行上海市分行的人事介绍，
该行所有简历都将会接受人工检

阅。分行校招不会将学历作为唯
一的“门槛”，学历以外的“软实力”
成为评判应聘者的更重要标准。

初夏阳光灿烂之际，各家银
行纷纷发布了暑期实习招募
令。这其实是银行在帮助大学
生提前了解银行业务，同时增加
银行网申时的筹码。银行建议
大三生就要关注起银行的暑期
实习广告。

“尽管暑期实习只有两个
月，但含金量很高，人事部门会
请各部门老总与实习生交流，交
流职场经验、产品开发设计与金
融市场的看法。另外还有专门
的老师给实习生带教，还会布置
一些课题调查给实习生。”交行
上海市分行的人事表示，该行的
暑期实习含金量很高，甚至有实
习生直接拿银行布置的课题调
查作为毕业论文的案例。

不少城商行从业人士也向
记者介绍，他们会在暑期实习后
会给实习生写评语，一般拿到

“合格”的评语，入围该行笔试、
面试都有优先权。此外，如果考
出金融从业资格证、基金从业资
格证等证件，也是大学生进入金
融机构的加分项。

一般来说，笔试和面试是银
行校招最关键的环节。那么银
行主要考哪些内容呢？

“银行招聘笔试内容一般由
几大模块组成，大体有行政职业
能力测试、外语、银行专业知识、
综合知识、性格测试等。”交行人
事表示，笔试一般2个多小时，很
多学生考完后表示题目很多，但

难度不大。
“我们曾经遇到过海归笔试

者却语言不过关的情况。”城商行
的人士认为笔试环节非常重要，
近年来众多海归选择进入金融机
构，但少部分有学历注水现象。

对于面试，各家银行基本大
同小异。广发银行人事则介绍，
该行面试一般分为初试和复试两
个环节。其中初试环节多采用无
领导小组讨论、结构化或半结构
化面试的方式；复试环节由分行
有关行领导和相关部门、支行负
责人组成的专业面试官团队采用
综合面试的方式共同完成。

该人士介绍，现在网上面经
很多，许多应届毕业生参加面试
时的表现活脱脱一个“面霸”，回
答问题满满的套路，作为用人单
位则希望应届生能够将自己真
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即使表达的

观点不太成熟，稍许有些紧张，
在面试官眼中都很正常，切忌千
篇一律。

此外面试需要随机应变。
很多时候应聘者参加面试，需要
同时面对多位面试官，即使面试
官表现出足够的亲和，但“一对
多”的面试场景往往会给应聘者
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而面试的
成败大多取决于求职者是否能
机智果断，随机应变，能当场把
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所
以，对于心理素质没那么强大的
同学，在面试前建议先做深呼
吸，给自己做好足够的心理建设
和心理暗示，避免紧张怯场，有
助于面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
如果面试形式是答辩式，应把目
光投向提问者，表示认真聆听；
如果是群面，分配给每个应聘者
的时间很短，事先准备的材料可

能用不上，这时最好的方法是根
据面试官的提问在脑海里重新
组合材料，言简意赅地作答，切
忌长篇大论。

交行上海市分行的人事则
提醒，家长在孩子招聘过程中最
好避免大包大揽。“近年来，我在
校招中时发现有一个现象：‘妈宝
儿’多了。很多时候我们与学生
的沟通、反馈都是通过家长来完
成的，一些最基本的沟通，比如更
改面试时间，咨询薪资待遇甚至
辞职都是家长出面沟通。”她甚至
遇到过家长陪着大学生来面试，
并在面试室外换衣服、梳头的情
况。银行柜面轮班吃饭，有一次
客户较多，一位大学生中午1点
多才吃上饭，第二天家长就致电
银行领导，质问为何让孩子如此
晚才吃饭。这些“妈宝儿”显然会
给银行留下负面印象。

敲门砖

重点学校和专业学历

加分项

实习经历与各类资格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