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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陕西农信社

考前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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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考前寄语

自信

不要马马虎虎

不要三心二意

追求绝对的准确

追求相对的完美

就算一个字也要写好

才会真正的收获快乐

无论在任何时候

都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无论遇到任何羁绊

都要坚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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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行情纵览

“陕西信合”是陕西省辖内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农村合

作（商业）金融机构的集体简称。陕西信合属于地方性银行类金融机构。陕西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省联社）由陕西省辖内 107个县（市、区）农村合作（商业）金融机构自愿入股组

成，行使对全省农村合作（商业）金融机构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陕西信合诞生于 1951年 12月 1日。经过 60年的发展壮大，现已成为机构遍布城乡，

从业人员众多，客户群体广泛，业务规模居前，经营机制灵活，结算手段先进，服务功能齐

全的现代化金融机构，在陕西经济尤其是“三农”和县域经济的发展中担当着金融主力军的

重要作用。

农信社标志

使命

服务三农、改善民生

愿景

成为健康而富有活力的现代金融企业

施政方针

创新固本、求真务实

经营思想

风险防范优先、注重经济效益、持续协调发展。

“四个面向”的市场定位：面向“三农”、面向城市社区、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地方经

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24 小时客服电话

9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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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热点预测

一、言语篇

常考知识点一：主旨概括——递进复句

一级递进：

不但（不仅、不止、不光……）

而且（也 、还、更、甚至、尤其 、重要的是、关键的是、核心的是……）

二级递进：

不但……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

用法：

最后一层递进关系是重点

【单选】要想使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完善投资者保护方面的立法并加强

执法力度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尽快引入市值考核

机制，将国有大股东利益与广大中小股东利益有机统一在一起。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的是：

A.必须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B.必须尽快引入市值考核机制，有机统一大中小股东利益

C.在投资者保护方面，需要完善立法并加强执法力度

D.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有效保护

【答案】B。这是一道主旨概括题。表示递进关系的典型短语“更重要的是”引导文段

主旨句，精简压缩为必须尽快引入市值考核机制，统一大小股东利益。B项表述与之相符，

A项片面；C项是递进之前的语句，不是文段主要观点；D项无中生有。因此，本题答案为

B项。

常考知识点二：语句排序

考查点：考生的文字功底及逻辑思维能力。

提问方式：将以下 X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最连贯的是：

解题思路

1.选项入手，确定首句

2.结合选项，题干入手，把握特定句子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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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答案

解题技巧

1.确定首句

适合做首句：背景铺垫；观点援引；设问

不适合做首句：补充类描述：当然、也、又；反面论证：否则、不然、如果不、如果没

有……；指代类描述：这、那、这些、那些、此、彼……；因此、所以、总之、最终、终于

等引导的结论类描述

2.结合选项，把握特定句子之间的关系：关联词语衔接；话题一致；时间空间顺序；逻

辑关系

【单选】

①以知识为主导所得出的美丑的概念，是不真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②即如美丑而言，当天下人知道追求美的时候，就有了美丑的区分，就有了分别的见解。

③在老子看来，相反相成，是知识构成的特性，但并非世界本身所具有。

④老子并非反对人们追求美，但他认识这种追求美的方式，并不能得到真正的美。

⑤人为世界分出高下美丑，是在下判断，以人的理性确定世界的意义，这样的知识并不

符合世界的特性。

将以上 5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③⑤②①④

B.②④③①⑤

C.①③⑤④②

D.⑤④②③①

【答案】A。选项 B的首个序号②中“即如美丑而言”是一个例子论证的内容，故不适

合放在首句，所以，首先排除 B,⑤②必须在一起，②句是对⑤句的举例解释，因此本题选 A。

常考知识点三：语句表达——病句辨析

搭配不当：

压缩句子，提取主干；熟悉标志性的错误，如主谓搭配不当、动宾搭配不当等。

语序不当：

句子成分颠倒；注意关联词

成分残缺或赘余：

最后一层递进关系是重点



7 / 20

【单选】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陈景润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不仅是每个科技工作者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尤其

更值得今天每一个人学习。

B.选择最可靠、最恰当的材料，对一篇文章的成败，常常有很重要的作用。

C.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许多发达国家曾为此付出过社会伦理道德几乎崩溃的惨重代

价。

D.药物极易被机体吸收，从而克服了中药吸收慢、见效慢， 这是中药系列组方的最大

特点。

【答案】C。A项，“借鉴”一般与“方法”搭配，而且转折词使用不当；B项，“最

可靠、最恰当”与“成败”搭配不当，“成败”应改为“成功”；D项，“克服”一般与错

误、缺点、坏现象、不利条件等搭配，句中存在搭配不当的问题。故选 C。

二、判断篇

常考知识点一：翻译推理——推出关系

题型特征：题干中包含逻辑关联词，例如：如果…就…；只有…才…；且…且…；或…

或…

解题思路：先翻译，后推理。

翻译一（口诀：前推后，A→B）：如果…就…；只要 A，就 B；倘若 A，则 B；为了 A，

一定 B；凡是 A，都 B；A离不开/必须 B

翻译二（口诀：后推前，B→A）：只有 A才 B；不 A，不 B；除非 A，否则不 B；A

是 B的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基础/核心/关键

推理：逆否等价命题： A→B 等价于 —B→—A

（口诀：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肯后否前的得不到确定性结论）

【单选】

如果天气晴朗，我们就举办拔河比赛

如果风很大，我们就不举办拔河比赛

如果不举办拔河比赛，就举办演讲比赛

假定上面的陈述属实，实际情况我们正举办拔河比赛，则下面哪项必定为真（ ）。

I.天气晴朗；II.风不大；III.不举办演讲比赛



8 / 20

A.仅 I

B.仅 II

C.仅 I、III

D.I、II、II

【答案】B。翻译：天气晴朗→举办拔河比赛；风大→不举办拔河比赛→举办演讲。已

知正举办拔河比赛，所以可以确定风不大，因此，本题答案为 B选项。

常考知识点二：定义判断

题目特征：给定一个概念的定义，然后给出一组典型例证，要求你从中选出最符合或最

不符合题意的一项。注意：假设这个定义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

解题思路：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属于”还是“不属于”；

第二步：确定题干关键信息；

第三步：逐一比对选项，进行选项排除。注意词汇的感情色彩；注意常识类定义；注意

概念的宏观意义。

【单选】角色模糊是指个人所体验到的工作角色定位的不确定性，包括工作职责的不确

定、工作目标的不确定等，因此常造成工作流程上的混乱和工作效率的低下。根据上述定义，

下列属于角色模糊的是（ ）。

A.小陈刚当上小学老师，想跟学生做朋友，尽管她现在跟学生的关系很亲密，可她发现

学生们不怕她，不听话，甚至作业也不交

B.小张刚参加工作，满怀热情，一心想在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但却不

得不经常做些与其专业无关的工作，他因此觉得心理落差很大

C.张大夫身兼数职，是某医院骨科主任，同时又担任该医院的副院长、该地区医学会委

员等，工作繁忙使他日渐憔悴

D.苏丽刚升任客服部的副总监，有些事务她不知道是否该自己处理，如果处理了是否会

超出目前的权限，也不知道去问谁，对于这些事务她通常就不处理

【答案】D。关键词是“对工作职责的不确定“、“工作流程混乱”、“效率低下”。

B项、C项中没有提到效率降低或流程混乱，A项中小陈对自己的工作职责没有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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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量篇

常考知识点一：数学运算——行程问题

路程=速度×时间

【单选】小王步行的速度比跑步慢 50%，跑步的速度比骑车慢 50%。如果他骑车从 A

城去 B城，再步行返回 A城共需要 2小时。小王跑步从 A城到 B城需要（ ）分钟。

A.45

B.48

C.56

D.60

【答案】B。解法一：假定步行的速度为 1，则跑步和骑车的速度分别为 2、4。若骑车

从 A 地到 B 地的时间为 t，则跑步和步行的时间分别为 2t 和 4t，根据 t＋4t＝2 小时＝120

分钟，得到 t＝24分钟，则 2t＝48分钟。选择 B。

解法二：从 A城去 B城，再返回，平均速度为 ，所以 A城去 B城的路程为 1.6×60=96。

则跑步从 A城去 B城时间为 96/2=48分钟。选择 B。

常考知识点二：数学运算——利润折扣问题

总售价＝单价×销售量；

利润＝售价-成本；总利润＝总售价-总成本

【单选】募捐晚会售出 300元、400元、500元的门票共 2200张，门票收入 84万元，

其中 400元和 500元的门票张数相等。300元的门票售出多少张？（ ）

A.800

B.850

C.950

D.1000

【答案】D。可设 300元的门票售出 x张，400元的门票售出 y张，列算式为 x+2y=2200;

300x+(400+500)y=840000，解得 x=1000，y=600。故选 D。

四、资料篇

常考知识点一：简单计算

简单计算主要指读数后简单计算即可。

简单计算在每篇资料分析中几乎都有 1题以上，题型简单，务必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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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2008年长三角部分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情况表

表中七个城市 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与以下哪个最接近（ ）？

A.3.2万亿元

B.3.4万亿元

C.3.6万亿元

D.3.8万亿元

【答案】A。简单计算，

13698.15+3775+1573.29+2510.13+4781.16+3964.05+1815.3=32117.08，约 3.2万亿，选 A。

常考知识点二：现期比重

比重=部分值/整体值

整体值=部分值/比重

部分值=整体值×比重

【单选】2010年在 10个省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

工总人数为 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 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根据

2010年调查结果，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

A.4956万人

B.8487万人

C.12764万人

D.14533万人

【答案】D。比重计算，整体=部分值/比重=8487/58.4%=14533，选 D。

五、金融篇

常考知识点一：金融期权

一、定义

金融期权是赋予合约的购买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约定价格买入或卖出一定数量的某种

金融资产的权利的一种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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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类

（一）依据买方权利不同，可分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

看涨期权：买方有权在某一确定的时间或确定的时间之内，以确定的价格购买相关资产；

看跌期权：买方有权在某一确定时间或确定的时间之内，以确定的价格出售相关资产。

（二）依据合约中标的物的不同，可分为：外汇期权、利率期权、股指期权、股票期权

（三）依据履约时间，可分为：欧式期权，美式期权

欧式期权：只能到期日那天执行权利；美式期权：至到期日之间任意一天。

【单选】期权是一种可用来规避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但如果预计股市将在交易完成后

迅速上涨，那么以下（ ）交易收益最大。

A.买入看跌期权

B.卖出看涨期权

C.买入看涨期权

D.卖出看跌期权

【答案】C。看涨期权赋予买方有权在某一确定的时间或确定的时间之内，以确定的价

格选择购买或不购买相关资产，如果相关资产的市场价格高于合约的执行价格，那么买方执

行期权是有利的，因为他可以在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再卖掉，赚取差价。看跌期权赋予买方

有权在某一确定的时间或确定的时间之内，以确定的价格选择卖出或不买相关资产，如果相

关资产价格低于合约的执行价格，那么买方执行期权是有利，因为他可以合约价格出售资产，

赚取差价。

常考知识点二：信用工具

一、信用工具分类

按期限分
货币市场工具

商业票据、国库券、银行承兑汇票、

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回购协议

资本市场工具 股票、企业债券、长期国债。

按融资方式分

直接融资工具 国库券、企业债券、商业票据、股票

间接融资工具
银行债券、银行承兑汇票、可转让大

额定期存单、保险单

按投资者权利分
债权工具 债券

股权工具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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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工具 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按与实际信用活

动关系

原生金融工具 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存单等

衍生金融工具
远期、期货、期权、互换、信用衍生

工具。

按职能分

投资和筹资工

具

股票、债券

支付工具 票据

保值、投机工

具

期权、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

二、金融工具性质

金融工具的四个性质：期限性；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性。

流动性与其他成反比，其他两两正相关。

【单选】今年前三个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累计为 13.47万亿元，其中直接融资占比

的上升优化了融资结构，有利于缩短资金链条，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下列不属

于直接融资工具的是（ ）。

A.银行贷款

B.企业债券

C.公司股票

D.商业票据

【答案】A。银行贷款属于间接融资工具。

常考知识点三：货币政策三大法宝

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是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各个工具有

其优缺点，具体如下：

项目 优点 缺点

法定存款准备金

政策

1.央行具备完全的自主权；

2.对货币供应量的作用迅速；

3.对松紧信用较公平

1.作用猛烈，缺乏弹性；

2.政策效果受超额准备

金的影响

再贴现政策
1.有利于央行发挥最后贷款者

作用；

主动权不在央行而在商

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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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机动、灵活，还可调结构

3.风险小

公开市场业务

1.主动权在央行；

2.富有弹性；

3.可交叉进行，修正货币政策；

4.稳定证券市场

1.时滞较长；

2.干预因素多，政策效果

不确定

【单选】下列选项中，关于中央银行再贴现的特点的说法正确的是（ ）。

A.中央银行具有主动性

B.可以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微调

C.中央银行处于被动地位

D.有利于进行经常性、连续性操作

【答案】C。再贴现政策的优点有：有利于央行发挥最后贷款者作用，更机动、灵活，

可调结构和风险小；缺点是主动权不在央行而在商业银行，因此 A错误，C 正确。再贴现

是商业银行拿着未到期的票据向央行提前贴现，影响的基础货币，对货币供应量影响较大，

因此也不易经常性、连续性操作，故答案为 C。

六、经济篇

常考知识点一：财政政策

一、财政政策含义及其工具

（一）财政政策含义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

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

（二）财政政策工具

国家财政由政府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构成。

支出政策工具包括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支出直接影响总需求，决定总产

量。转移支付可通过个人可支配收入影响消费，进而影响总需求，决定总产量。

收入政策工具主要是税收。税收可以通过个人可支配收入影响消费，进而影响总需求，

决定总产量。

二、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

凯恩斯认为，当总需求水平过低时，政府应采取刺激总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当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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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水平过高时，政府应采取抑制总需求的紧缩性财政政策。

三、财政政策效果

当 LM曲线不变时：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 IS曲线右移，产出 y增加，利率 r上升；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导致 IS曲线左移，产出 y减少，利率 r降低。

【单选】宏观经济理论中的财政政策及其实现方式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

策，下列选项中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工具的是（ ）

A.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减少税收

B.增加政府支出、同时增加税收

C.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增加税收

D.增加政府支出、同时减少税收

【答案】D。财政政策常用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支出、税收，增加政府支出、减少

税收都可以使国民收入提高，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常考知识点二：市场失灵

一、市场失灵的定义

由于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而导致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或资源配置失当的情况。

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在一系列理想化假定条件下，可以导致整个经济达到一般均衡，导致资源

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实经济中，帕累托最优状态通常不能实现，存在着帕累托改

进的情况，这种情况被称为市场失灵。

二、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

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信息不对称等。

分类 正外部性（外部经济） 负外部性（外部不经济）

生产的外部性 生产的外部经济 生产的外部不经济

消费的外部性 消费的外部经济 消费的外部不经济

【单选】三废（废气、废水、废渣），对社会产生的效应属于（ ）

A.消费的正外部性

B.生产的正外部性

C.生产的负外部性

D.消费的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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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三废”均是由于生产造成的，且会对社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故属于生产

的负外部性。

七、会计篇

常考知识点一：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基本方法

（一）根据一个或几个总账科目的余额填列

1.根据一个总账账户余额直接填列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付票据

短期借款

实收资本

2.根据几个总账账户余额计算填列

“货币资金”项目＝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

（二）根据明细账户余额计算填列

“应收账款”项目＝两收明细借余（应收账款＋预收账款）

“应付账款”项目＝两付明细贷余（应付账款＋预付账款）

“预收款项”项目＝两收明细贷余

“预付款项”项目＝两付明细借余

（三）根据总账账户和明细账账户余额分析计算填列

“长期借款”项目，需要根据“长期借款”总账账户余额扣除“长期借款”账户所属的

明细账户中反映的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部分计算填列。

（四）根据有关科目余额减去其备抵科目余额后的净额填列

固定资产项目＝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项目＝无形资产－累计摊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五）综合运用上述填列方法分析填列

“存货”项目＝原材料＋周转材料＋在途物资（材料采购）＋委托加工物资＋生产成本

＋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存货跌价准备＋（－）材料成本差异

【多选】资产负债表中可以根据有关明细账的期末余额计算填列的项目是（ ）。

A.应收账款

B.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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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付账款

D.存货

【答案】AC。根据明细账的期末余额计算填列的项目主要指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

收账款和预付账款。

常考知识点二：外购存货的初始入账

一、存货的采购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

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注意：相关税费中的增值税（是否可以抵扣）。

二、不计入存货成本：

（1）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2）仓储费用（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费用）；

（3）不能归属于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其他支出。

【单选】乙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本月购进原材料 200公斤，货款为 6000元，增

值税为 1020元；发生的保险费 300元，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 130元。验收入库时发现数

量短缺 10%，经查属于运输途中合理损耗。该批原材料每公斤实际单位成本是（ ）。

A.37.5元

B.41.67元

C.35元

D.36元

【答案】C。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不扣减存货成本，但存货的实际数量减少，实际单

位成本 = 实际成本 ÷ 实际数量 = 6000÷ （200*（1 – 10%））= 35元。

常考知识点三：应收款项的核算影响因素

1.商业折扣对应收账款初始入账有影响。

2.应收账款核算内容包括：价款、增值税、代垫运杂费等。

3.现金折扣对应收账款初始入账没有影响。

4.现金折扣计入财务费用。

【单选】2014年 4月 8 日，甲企业销售给乙企业一批商品，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

价款 400万元，增值税税额 68万元，现金折扣条件为 2/10,1/20,n/30。假定计算现金折扣时

不考虑增值税。乙企业在 2014年 4月 24日付清贷款，甲企业实际收款金额为（ ）。

A.458.64万元

B.4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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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63.32万元

D.464万元

【答案】D

【解析】理解现金折扣条件的含义，即为 1至 10天还款有 2%的折扣，11至 20天还款

有 1%的折扣，21至 30天还款没有折扣；题中 4月 8日至 4月 24日，超过 10天不足 20天，

应享有 1%的现金折扣，即 400万元的 1%，4万元，所以 价款 400元部分可以收回 396万

元，除此之外，再收回增值税 68万元，总计 464万元 。

八、时政篇

常考知识点一：大政方针

1.【多选】区域经济发展三大战略是（ ）。

A.一带一路经济带

B.京津冀协同发展

C.长江经济带

D.珠江经济带

【答案】ABC。

2.2017年是香港回归 20周年，林郑月娥获得 777张有效选票，当选为香港第五任行政

长官人选，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后成为行政长官

【单选】2017年是香港回归 20周年，香港特首是（ ）。

A.何厚铧 B.崔世安

C.梁振英 D.林郑月娥

【答案】D。

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6.9%。

常考知识点二：人物

1.诺贝尔奖

生理学或医学奖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三名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尔

•扬，以表彰他们在研究生物钟运行的分子机制方面的成就。

物理学奖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雷纳•韦斯、巴里•巴里什和基普•索恩，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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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发现引力波作出的贡献。

【单选】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主要贡献是在（ ）方面。

A.黑洞辐射 B.超新星爆炸

C.引力波 D.宇宙黑暗森林理论

【答案】C。

化学奖

瑞士科学家雅克•杜博歇、美国科学家约阿希姆•弗兰克以及英国科学家理查德•亨德森，

以表彰他们在冷冻显微术领域的贡献。

文学奖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单选】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 ）。

A.石黑一雄 B.胖虎

C.大雄 D.莫言

【答案】A。

和平奖

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以表彰该组织致力于普

及核武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相关知识以及争取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努力。

【单选】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 ）。

A.奥巴马 B.特朗普

C.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组织 D.金正恩

【答案】C。

经济学奖

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凭借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摘取这一奖项。理论是

“通过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以及缺乏自制的后果，他展示了这些人性特征如何系统性地

影响个体决策以及市场结果。”

常考知识点三：科技

1.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区申请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第 51处世界遗产。

位于青海省。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中国福建省鼓浪屿，成为中国第 52处世界遗产。

2.复兴号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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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 400公里，在京沪线双向对开，84%的中国标准构造出我国高铁的核心竞争力。实

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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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笔试课程

2018 陕西信合课程 咨询电话：4000786677

班别 科目 课程安排 天数 学费

金领精讲班

行测+农信社

综合知识

言语：1 天 1 晚

判断：1 天 1 晚

数量：1 天 1 晚

经济金融：2 天 2 晚

财会：2 天 2 晚

法律：1 天 1 晚

英语和计算机为视频课程

8 天 8 晚

5800

金领精讲协

议班

10000，不过退 7000，

走读

金领精讲全

程协议班
8 天 8 晚+面试

14800 笔试不过退

11000，面试不过全退

专项特训
农信社综合知

识

法律：1 天 1 晚

经济金融：2 天 2 晚

财会：2 天 2 晚

英语和计算机为视频课程

5 天 5 晚 4280

金领培优班

农信社综合知

识

言语：2 天 2 晚

判断：2 天 2 晚

数量：2 天 2 晚

经济金融：3 天 3 晚

财会：2 天 2 晚

法律：2 天 2 晚

英语和计算机为视频课程

12 天 12 晚

7880

金领培优笔

试协议班
15800，不过退 12000

金领培优全

程协议班

12 天 12 晚+面

试

19800，笔试不过退

15800，面试不过全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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