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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考基本信息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秋季校园招聘一般在每年的 9月份开始，到次年的 1月份结束。 

2019年校园招聘时间自 2018年 8月 26日开始，时间将会持续到 2019年 1月份。秋招

招聘类型、招聘岗位一般较多，人数较多，一般涉及到总行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专业岗位（如

金融经济类、信息技术类、法律类、工程审计类等）；分行岗位主要包括通用岗位、柜员岗

位。具体招聘岗位及招聘条件详见各机构职位发布页面。 

二、招考条件 

2019 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秋季校园招聘报考条件如下： 

总行 

1.基本要求。遵纪守法、品德端正、身体健康、有较强事业心和较强沟通能力，具备合

作精神和艰苦创业精神。 

2.学历要求。境内院校应届毕业生须于 2019 年 8 月前毕业，须具有应届全日制普通高

等院校硕士研究生（含）以上学历、学位，报到时须获得国家认可的就业报到证、毕业证和

学位证。境外院校应届毕业生须于 2019 年 8 月前毕业，须具有境外正规高等院校硕士研究

生（含）以上学历、学位，报到时须获得教育部认证的学历学位认证证书。 

3.外语要求。须通过大学英语六级（CET6）考试（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新托福

（TOEFL-IBT）考试 85 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试 6.5 分及以上。主修语种为其他外

语的，应通过其他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以上外语考试成绩及证书须在有效期内。 

天津分行（柜员岗） 

1.基本要求。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德端正、身体健康、无不良记录。具有较强的沟

通协调和开拓创新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  

2.学历要求。境内院校应届毕业生须具有国家统招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含）

以上学历、学位，报到时须获得国家认可的就业报到证、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应届毕

业生须具有境外正规高等院校本科（含）以上学历、学位，报到时须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以

及国家教育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  

3.专业要求。以经济、金融、会计、法学、计算机等专业背景为主。  

4.外语要求。主修语种为英语的，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CET4）考试（成绩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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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以上），或托业（TOEIC）听读公开考试 630 分及以上，或新托福（TOEFL-IBT）考试

75 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试 5.5 分及以上。主修语种为其他外语的，应通过该语种

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英语专业毕业生应至少达到专业英语四级（含）以上水平；其他外语

专业毕业生应通过该语种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以上外语考试成绩及证书报到时须在有效期

内。 

内蒙古分行（通用类） 

1.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德端正、身体健康、无不良记录。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和开

拓创新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 

2.境内院校应届毕业生须具有国家统招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硕士研究生（含）以上学

历、学位，报到时须获得国家认可的就业报到证、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应届毕业生须

具有境外正规高等院校硕士研究生（含）以上学历、学位，报到时须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以

及国家教育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 

3.专业要求。以经济、金融、管理、统计、法学、计算机、信息、数学、物理、工程等

专业背景为主。 

4.外语要求。主修语种为英语的，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CET4）考试，或托业

（TOEIC）听读公开考试 630 分及以上，或新托福（TOEFL-IBT）考试 75 分及以上，或雅

思（IELTS）考试 5.5 分及以上。主修语种为其他外语的，应通过该语种相应的外语水平考

试。英语专业毕业生应至少达到专业英语四级（含）以上水平；其他外语专业毕业生应通过

该语种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以上外语考试成绩及证书报到时须在有效期内。 

以上是邮政储蓄银行 2019 年秋招的报考条件，不同分行的报考条件略有不同，比如总

行没有提到专业要求，而且外语要求是须通过大学英语六级（CET6）考试（成绩在 425 分

及以上），或新托福（TOEFL-IBT）考试 85 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试 6.5 分及以上。

主修语种为其他外语的，应通过其他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比如天津分行提到专业要求以经

济、金融、会计、法学、计算机等专业背景为主；内蒙古分行提到专业要求以经济、金融、

管理、统计、法学、计算机、信息、数学、物理、工程等专业背景为主，外语要求是主修语

种为英语的，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CET4）考试，或托业（TOEIC）听读公开考试 630

分及以上，或新托福（TOEFL-IBT）考试 75 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考试 5.5 分及以上。

主修语种为其他外语的，应通过该语种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英语专业毕业生应至少达到专

业英语四级（含）以上水平；其他外语专业毕业生应通过该语种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以上

外语考试成绩及证书报到时须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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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生自行搜索意向银行的历年公告，明确该银行报考条件。秋招新公告发布后华图金

领人也会通过官网、公众号等渠道进行汇总、发布，请小伙伴们多多留意。 

三、招考流程 

各大银行的招考流程基本类似，大体包括“网申—筛选—笔试—面试”等环节，小伙伴

们一定要关注银行动态，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 

下面是 2019 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招考的流程图，具体以银行公告为准，仅供小伙伴们

参考。 

 

 

具体流程环节时间截点： 

 

 

序号 流程 时间 链接 

1 发布公告 2018 年 8 月 27 日 

http://psbc2019.zhao

pin.com/job.html 

2 网上报名 2018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30 日 

3 笔试 2018 年 10 月下旬 

4 面试 另行通知 

http://psbc2019.zhaopin.com/job.html
http://psbc2019.zhaopin.com/jo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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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 3 年邮政储蓄银行考试时间一览表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考试形式 

2017 年 11 月 4 日 14:00-16:30 

机考 2016 年 11 月 6 日 9:00-11:30 

2015 年 12 月 13 日 14:00-16:30 

五、考情考务分析 

（一）考题分布一览表 

2018 年邮政储蓄银行秋招考试科目 

序号 科目 

1 英语 

2 行测 

3 综合知识 

1.英语 

现今的银行中，对外汇等业务的处理，要求银行员工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因而英语是

笔试考查不可或缺的科目。邮政储蓄银行英语考察题型是选词填空和阅读理解，近似于四六

级对于文章主旨或者细节的考察。 

英语各题型、题量分布如下： 

科目 测试内容 题量 总计 

英语 

选词填空 15 

35 

阅读理解 20 

2.行测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主要考查与职业密切相关的、适合通过客观化测验方式进行考查的基

本素质和能力要素，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等部分，邮政储

蓄银行还考查思维逻辑，类似于数量运算，主要是测试考生的快速反应。 

行测各题型、题量分布如下： 

科目 测试内容 题量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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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 

言语理解 15 

60 

数量运算 10 

判断推理 15 

思维逻辑 10 

资料分析 10 

3.综合知识 

综合知识以客观题的形式考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部分是银行、金融方面的基础知

识；一部分是常识、时政、邮政储蓄银行的相关知识（譬如发展历史、主要产品、经营理念

等等）等。 

综合知识各题型、题量分布如下： 

科目 测试内容 题量 总计 

综合知识 

会计 6 

60 

经济 8 

金融 8 

法律 8 

信息科技 6 

时政 10 

邮储银行知识 8 

（二）考情趋势分析 

各大银行招考笔试题量、题型、难度等各不相同，但综合近几年邮政储蓄的考题来看，

总体还是出现以下的考情趋势： 

（一）考试科目众多，涉及内容广泛 

不论报考的何种岗位，笔试基本都会考查小伙伴们行测、综合知识（经济、金融、会计、

管理、常识、计算机、法律等）和英语三部分知识，考查范围广，对考生的知识面要求较高。 

（二）难度适中，题量加大 

根据报考银行、职位的不同，各部分的题量可能略有差别，不过总体来看，笔试题目本

身总体难度并不深、同一银行不同年份套卷中各部分题量占套卷整体比重相对稳定，但是总

题量一般稳步提升，基本都在百题以上。近三年来邮政储蓄银行的真题各部分科目题量整体

占比变动不大，但考试时间有限、题量大，这就需要小伙伴根据考试特点提前准备考试，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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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充足的时间备考。 

（三）试题更加标准化，侧重客观题 

综合近几年考题，现在银行招考的笔试试题逐渐转向以客观题（单选题、多选题）为主

的题型。这种考查方式更加科学、效率，预计 2019 年银行秋招笔试会更加标准化、客观化。 

六、备考指导建议 

（一）学而不厌，厚积薄发 

①注重积累，拓宽知识面 

多关注近一年时政新闻，特别是有关财政政务方面的信息，如：中美贸易战；重点关注

金融行业的最新动态和行业热点，如：是否出现行业整合，利率变化等；也可以登陆意向银

行官方网站，浏览最近所发布的文章，关注该行的基本信息和行情。 

②行测练题，熟能生巧 

可参考公务员备考书籍，言语理解、判断推理、数量关系、资料分析等模块均要复习到。 

第一阶段，系统学习。通过市面上的书籍或课程进行统一学习建立每个模块的相关知识

框架； 

第二阶段，真题演练。通过 APP或真题书籍进行单模块刷题及整体刷题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大规模练习并注意错题整理； 

第三阶段，将刷题过程中重复错的知识点进行整理和学习，反复练习，使得做题速度和

正确率进一步提升。 

第四阶段，可以通过华图金领官网、金领人 APP 等搜寻考试真题进行练习。 

③专业学习，必不可少 

掌握基础专业知识，包括金融、经济、会计等相关知识。 

金融推荐书目：《货币银行学》 

经济推荐书目：《西方经济学》 

会计推荐书目：《基础会计》、《银行会计》 

④有的放矢，突破英语 

小伙伴们从小就学习英语，大学里面应该没有把英语还给老师吧？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

在大学里考取了英语四六级证甚至更高级别的证书，在这里老师提醒大家，银行笔试基本会



银行备考交流 qq 群：701040956 

 7 / 10 

考查英语，但是和四六级等英语考试有所区别、不同银行的考法差别也较大。希望小伙伴们

先通过历年真题明确该行英语考情，再有的放矢的着手准备。 

（二）注意细节，敬小慎微 

①完善简历 

简历投递是走向银行工作岗位的第一道关口，火眼金睛的 HR 小姐姐们会比照招考职位

要求对大家的简历进行筛选。由于自身不重视、未按要求填写等原因，每年都有许多同学饮

恨简历筛选环节，非常可惜。希望小伙伴们按照银行具体要求完善好自己的简历，如果对某

些问题不清楚的，应马上咨询报考单位或者当地华图。华图金领人也会开设相关“网申指导”

课程，小伙伴们可以关注、学习。 

②明确报考流程 

不同银行报考流程可能有所区别，一定要留意邮件、短信、电话等通知，并多多关注银

行招考官网信息，牢记模拟考试啦、打印准考证啊等的时间、地点等信息。 

③注意考试方式 

银行笔试有在线考试、指定考点机试、指定考点笔试等方式。如果一直拿着纸质材料复

习，突然上机考试可能有些不适应，反之亦然。小伙伴们一定要提前明确自己的考试方式，

做好针对性的练习。 

七、岗位选择技巧 

（一）专业优先原则 

选岗时，最好选择与专业相符的岗位报考。如计算机专业，可选择计算机岗，竞争压力

较其他专业的会减少许多，在考试时也能赢得更多机会。之后录取，也能发挥专业优势，更

好的胜任工作。 

（二）招考比例优先原则 

不同银行、岗位招考人数差异较大，若对职位无特殊要求的考生，可选择招考人数较多

的岗位，相对而言，入围面试的概率会大一些。 

（三）限制条件优先原则 

限制条件越多，能报考人数则越少，对自己来说会越有利。在考生自身符合条件的前提

下，尽可能选择一些限制更多的岗位进行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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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围分数较低原则 

观察银行岗位近几年入围分数，对于把握不大的学生而言，可综合选择入围分数较低的

岗位报考，则进入面试机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