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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光大证券简介 

1.1 光大证券概况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成立于 1996 年，是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首批三家创新试点公司之

一，也是“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光大集团”）的核心金融服务平台。2009

年 8 月 18 日，光大证券 A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1788”。2016 年 8 月 18 日，光大证券 H

股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主板，股票代码“6178”，正式成为 A+H 股上市券商。  

 

光大证券成立二十余年来，秉承“为国家图富强，为天下聚财富”的核心价值观和“综合化经营、国际化战略、

创新引领、合规稳健”的经营管理理念，持续深化金融改革，着力推动转型发展，多项主要经营指标位居国内上

市证券公司前列，资本及综合实力排名行业前十。继 2016 首次入选《财富》中国 500 强后，光大证券蝉联“年度

最佳证券公司”、亚洲品牌 500 强、中国品牌 500 强以及“年度最佳财富管理机构”等行业重要奖项，公司品牌形

象和社会影响力持续提升。  

 

光大证券总部位于上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在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 109 个城市设立了 13 家分公司，

证券营业部总数达到 203 家。目前公司托管资产近万亿元，服务客户逾 340 万户，依托线上线下全面布局，形成

了 7*24 小时的立体化用户服务体系。光大证券立足香港，服务全球，依托旗下光证国际现有资源，并充分整合新

鸿基金融集团业务，通过 4 家证券网点向境内外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产品与服务。  

 

作为全牌照证券公司，光大证券业务覆盖全面，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

券自营、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期权业务、代

销金融产品、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等。公司围绕零售客户、机构客户、金融同业与战略客户等市场主体，

真正回归金融本源，切实服务实体经济，以资本中介为纽带，着力打造经纪和财富管理、信用业务、机构证券业

务、投资管理及海外业务等业务板块。  

 

作为一家拥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上市公司，光大证券布局完善，目前拥有资产管理、期货、国际业务、公募及

私募基金、另类投资、融资租赁和互联网金融等 12 家子公司，业务链条较为完整，协同效应逐步显现，以金融综

合服务为特征的证券控股金融集团框架已基本形成。  

 

展望未来，光大证券将依托中国光大集团金控平台资源，通过去市场化、国际化、综合化经营等战略举措，走差

异化发展道路，争做投融资的安排者、市场的组织者、产品的创设者、流动性的提供者和风险的管理者，致力于

将公司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全能型投资银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光大证券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光大证券官方网站： http://www.ebs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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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笔试资料 

2.1 2016.11.24 最新笔经，坐标上海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75424-1-1.html 

 

攒人品帖！ 

光大的经验帖好少啊。光大也正是很奇怪啊，发个短信通知笔试，过了好几天才有进一步通知。今年的笔试是行

测，言语理解 20 个，数量关系 20 个，判断推理 20 个，好像还有个什么 20 个，lz 一下记不得了，资料分析 15

个，一共 90 分钟，。感觉时间很不够，计算特别多，不过 lz 行测也没怎么练习，不知道大牛做起来是什么感受。

然后专业知识 10 个，再就是性格测试。这就是今年的题型，祝大家好运啦。 

 

 

2.2 光大证券北京站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2909-1-1.html 

 

 

楼主报的项目经理助理岗，第一次写笔经，希望能帮到师弟师妹~~ 

笔试分为三部分，行测 70 题 70 分钟；英语 30 题，25 分钟；专业问题 35 题，30 分钟。最后还有一个性格测试，

20 分钟。 

行测就是通常的那些部分，言语理解，数学计算，图形推理等等，整体难度一般。1 分钟 1 道题。 

英语是 6 篇小阅读，比较简单，内容有计算机系统科普，机器人，其他的都是跟生活接近的。注意速度就好。 

专业问题多是公司法、公司挂牌相关的，人合/资合，半年报和年报何时披露，召开股东大会多久之前通知股东，

公司发生什么情况会暂定 3 个月保荐人推荐，股转系统何时成立这些。平时多看看相关的。 

性格测试做自己就 ok。 

最后，求面试通知~！ 

 

 

 

2.3 光大暑期实习 offer 发了吗？（附面经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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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69961-1-1.html 

 

 

光大暑期实习 offer 有人收到么，这次面试面的不太好，求人品爆发吧。最近找暑期也不是很顺利，眼看班里的同

学们都定下来，我也要努力好好找才行！ 

 

看到这边资料比较少，我来写点经验攒人品，也算是为后来人造福吧： 

面试题目:小组讨论： 

自我介绍，有 3 个词形容下自己； 

打车软件火爆中国的利弊，可以通过法律，司机群体，消费者群体，企业本身，产业结构等方面去分析 

也有自营部的同学面试题目是小米的成功秘诀之类。 

 

笔试:选择题+问答，选择主要是证从题目，问答我记得是 5 道： 

1.债券久期公式和计算 

2.对于新三板的理解 

3.流动性溢价的定义 

4.对于尽职调查的一些理解和要点 

 

最后一题开放式，问对创业的看法。 

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希望我能早日收获满意 offer 吧！ 

 

 

 

2.4 【照片完整版】光大证券 2013 年 11 月校招北京站笔试真题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4152-1-1.html 

 

 

昨天的笔试题，交卷时拍照留念，方便师弟师妹。 

 

总的来说，以宏观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知识为主，没有证券基础知识，有点奇怪，让人怀疑是不是从光大银行借过来的笔试

题啊！  

 

LZ 学法律的，所勾选答案不具有参考性，大家自己做吧。  

4.jpg (320.88 KB, 下载次数: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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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4 年校园招聘北京笔试题目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3723-1-1.html 

 

 

刚考完，回忆下大概内容攒 RP：） 

一共分两批考的，但是根据同学说两批考的是一张卷，HR 说明天就会出第一轮面试名单，速度赞一个~ 

一共 30 个单选 10 个多选 1 简答 1 论述  

论述题：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区别；风险；前景 

简答题：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优缺点 

单选多选内容大概包括：费雪方程式、IS-LM 曲线、弗里德曼货币经济学和凯恩斯货币经济学的区别 

还有一些金融行业具体的规定，例如哪些机构属于银监会监管，大额可转让存单特点等等，记得不是十分清楚了 

 

最后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 

 

 

 

2.6 2013 年深圳笔试 管培生题目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02964-1-1.html 

 

 

 2013 年深圳笔试管培生。 

    收到深圳笔试管培生的邮件，我是又喜又恨。因为我面试过光大证券一次了，是内部招的，但是二面被刷了。

结果我都忘记投了光大证券管培生的申请了，现在又来笔试。在学校里走的有点晚，去的时候正在发卷子。去了

感觉也没多少人，应该有不到 40 个，也不知道招聘多少个，看到那个监考的老总，对我笑了笑，应该是说，你

怎么又来了，我也暗想是啊，我又来了。哈哈。 

    发下题目，我就拼命做，感觉题目好多，有单选题，多选题，名词解释，和一个材料分析题目。 

    我收到笔试的前几天，看网上的题目北京卷，虽然形式一样，但不是一样的，分了 A B C D 卷子。深圳考的是

A 卷。 

    总体来说就是基础，考的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的基础，投资分析，基金等，如果你刚刚考了证券从业五门的话，

我觉得对你来说，那张试卷都是似曾相识，都能找到吧。 

    名词解释是 区分收入型基金跟增长型基金吧，是基金还是股票，我有点忘了。 

    论述题目， 是分析余额宝的好处，跟 证券有什么启示，这个跟北京卷子最后分析互联网金融本质上是一样

的，余额宝不就是互联网金融的一种形式吗，呵呵呵。 

    答完卷子出来后，看到那个老总。他还主动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还好，然后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出成绩？  他

说  卷子是放在人力资源部门去的，然后和上海那边一起。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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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光大证券广州站 12 年 4 月 7 日笔试题目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21571-1-1.html 

 

 

1、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区别 

2、经济周期和股价变动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3、你认为证券公司经济业务应如何开展差异化服务 

4、近期香港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均延长交易时间，你认为国内股市应该效仿吗，为什么？ 

5、你最喜欢的大学三门课程？为什么？ 

6 从中金研究员猝死、伦敦金融城中国区负责人的非正常死亡到申万研究员自杀等一系列反射出金融行业的竞争

压力，对于这一现象你是如何看待的？ 

 

 

2.8 2013 光大证券笔试题 北京站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89406-1-1.html 

 

 

今年的题跟论坛上的感觉挺不一样呀，20 道单选，10 道多选，3 道简答还有一道论述。 

简单题：1. 什么是刘易斯拐点？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 

              2. 影响需求的经济因素都有什么，简述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需求的 

              3. 公司自由现金流是什么?它和股权资本现金流的区别是什么？ 

论述题：如何看待微博，评价微博营销的优缺点。 

 

单选和多选主要感觉是基本的经济常识，去年个别题出现在了选择题里，比如杜邦。。。，希望有用：） 

找工作的各位亲，加油啦~ 

 

 

 

2.9 光大证券 2012 校园招聘成都站笔试题目（考场内带出来的真题）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1385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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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光大证券 2012 大连笔试题目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19527-1-1.html 

 

 

刚刚考完，第一次参加笔试，很是惊慌失措…… 

笔试时间 45 分钟，共 8 道简答题，不分先后顺序大致如下：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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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举例说明你所了解的证券行业创新类业务（大体这个意思吧，完全不了解，汗颜！） 

2. 某中西部证券公司总部要在东北地区设立分公司，共有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作为候选城市，请选择一个

地区向总部提出建议，并阐述原因。 

3. 请列举你最欣赏的几位财经界人物并阐明原因。 

4. 今年来全国出现区域性电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电力板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 请分析如何根据地域特点开展营业部的业务。 

6. 如果你能够轻易改变你的一个性格特点，那将是什么特点，为什么？ 

7. 给你三年的时间，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8. 举例说明你作为社团或团队负责人的成功事例。 

 

希望对后来人有所帮助…… 

 

 

2.11 2012 校园招聘上海站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48813-1-1.html 

 

 

笔试题目是八个简答题，一张白纸答题 50 分钟。 

 

1. 简答金融衍生品的几大类 2.影响股票价格的宏观经济因素 3.杜邦分析法分析企业盈利能力 4.CAPM模型的公

式和要素，以及 3 个核心假设 5.什么是黑天鹅事件，请举例 6.面对新事物，你成功的把握有多大，你的教育背

景对你有什么帮助（大意） 

 

7.你的三年职业生涯规划 8.对券商业务发展的建议 

 

 

2.12 光大证券 2012 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50437-1-1.html 

 

D 卷 

1-4 选 3 题 5-8 必做 

1 简述金融工程各项工具 

2 影响股票价格的宏观因素 

3 杜邦分析法 

4 CAPM 的三个假设 公式 

5 黑天鹅 概念 例子 和启示 

6 如果进入一个全新领域 对成功的把握性 

7 3-5 年职业发展目标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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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券商发展前景 

50 分钟 

 

后几题表述不太准确 欢迎补充 

 

 

 

第三章 面试资料 

3.1 面试分析师最终过了啊。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930-1-1.html 

 

 

第一次接到电话面试，主要是了解我的基本信息，然后通知我第二天去到营业部面试。 

第二天到了营业部，一个前台女孩子把我带到一个分析师的办公室，并进行面试。 

问了我几个问题： 

1. 问了我毕业论文的课题 

2. 问我有没有操盘，对股市的了解，和中国经济的了解 

3.如果让我写报告，接下来要做的步骤是怎样？ 

等等 

 

 

3.2 证券经纪人两轮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929-1-1.html 

 

 

一面：通过 51job 发现招人，然后带着简历去了。2 个面试官，都是证券经纪人。整个过程就花了 5 分钟。先让

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然后问我希望从事什么岗位。我说偏分析方向的。然后看到我考了 CFA，说 CFA 和证券

关系不大，问我有没有打算考证券从业资格证，我说也可以的。他说好的，那么请回家等通知。 

二面：打电话叫过去二面。其实只有经纪人的职位。当时我和另外一个 MM 一起。做了人格测试以后，没有再问

我们问题，而是用 PPT 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团队。最后说 6 月底考了从业资格证就可以上岗了。实习期 2500/月不

加提成，三个月后转入编制，2500+提成/月。 

面试官的问题： 

 

问你希望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工作？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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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光大证券量化分析师面试经过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928-1-1.html 

 

 

光大量化面试 量化岗位 

 

小朋友做过什么 project 啊？ 来我们一个一个问。哟，还做过实习呢，这个实习你都干嘛了？这个项目是啥，你

用什么做的啊？写过 python/matlab/java/r/vba 吗？来说说写过啥。来给你算算小明小红或者 X,Y,Z 的概率题。看

看你会不会做。哦，回归分析学过吗？ 来我们来讨论下回归分析的全套流程。不够硬是吗？我们来聊聊神经网络

/支持向量机吧。 

 

 

3.4 光大证券 - 财富经理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925-1-1.html 

 

 

 

光大证券的这次面试是群面，笔试结束时就说过这次招聘仅有一次面试，若面试通过就可以发放 offer。面试当天，

要求提前半小时签到，然后在一个会议室，工作人员会给每个签到的应聘者一个编号，然后等待面试。 

 

面试现场，我们是五个人一组，应聘者在中间围绕一个会议桌，考官在周围，我们那天面试官较多，大概有十个，

据说是各个营业部的负责人。我们的问题是：某保健品公司打算在 6 个月后推出某款产品，现在正在组织一个宣

传活动，打算邀请一些人参加一个 party,以促进公司产品的推广。一共给出了六个人员选择，但是要求只能邀请

其中五位，经费为 10 万元。问题：a、确定时间、地点、费用安排，给出理由；b、确定邀请人员，给出理由；c、

为受邀的 vip 会员挑选礼物，每人只能送一份，给出理由。 

 

 

 

3.5 光大证券 - 固定收益部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92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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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据学长学姐分享的招聘消息上的指示，把自己的简历发送到HR的邮箱，然后就不记得自己投过这家公司了。。。

（主要是也没那么想去）过了一周有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在人才库看见我了，正好发现我有相关

的实习经验，叫我过去面试。我正巧那几天有事，就问他能不能等我忙完了再去，然后我就成功地把面试拖到了

一周以后。 

到了公司会有两个（有的时候会有三个）部门的员工来面我，主要是问之前的实习经历、能做多久、每周来几天

等问题。专业问题主要是问我会不会写募集说明书之类的，但也没问得很详细。 

然后我就通过了。 

 

问我会不会写募集说明书 

我的之前实习经历 

我每周能来几天、可以坚持多久 

以后有没有来这里工作的意向（我说可能会。。。） 

 

 

 

3.6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工程实习生面经，攒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923-1-1.html 

 

今天顶着寒风去新闸路的光大总部面试金工实习生，研究所在三楼，上去了发现有个玻璃门，按了门铃没人来开

门，小杯具，后来从卫生间出来一个人帮我刷了卡才进去。 

进去先是金工的负责人面试，搞数学的人果然就是实在，完全不来什么虚的，一来就直奔主题，没啥自我介绍的。

先问了我的专业，然后对着我简历里写的学过的数学的各个方面来问我。问我统计懂不懂，数值方法学的怎么样，

C 语言怎么样，matlab 怎么样（MATLAB 太重要了，后文详细说），反正都是问专业问题的。后来看我被考的外焦

里嫩，就问问我做股票不，做了多久，买了些什么票，为什么买，还问我有没有看过投资的书，学数学对炒股有

用不。就是这类的问题，问了差不多了，后来我跟他说了我对于金工的热爱向往，表达了我一百二十分的诚意。

然后说他们有个华尔街回来的同事要跟我交流交流，然后我就被请到另外一件屋晾着了…… 

接下来是和这个华尔街做 hedge fund 的大牛面试。大牛一上来先问问我课多不多，现在在学着什么课，然后我说

在学 Shreve 的 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 II（号称金工圣经），我们一个老师说，华尔街的牛人桌上都有这

本书，所以我就说了，然后他问第一册学过么，我说学过，他问学了些啥，我说二叉树定价，他很不屑的反问“就

二叉树么”，我说是离散情况的定价，然后他说考考你，给了我一个 call option 的参数，我现在还记得 P0=100，

r=0.05，σ=20%，T=1，未来价格 120/90,概率是 0.5，我想了一下，发现好像 σ 是不用的嘛，我就问他 σ 不需

要给的嘛，他反问“我说过要用所有的参数了么”，囧啊，最后我算了一个支付贴现的期望 10/1.05，但是是用 0.5

的概率算的（应该是用风险中性概率的），后来被他看出来了，就问我这个期望是用什么概率算的，我一看才发现

错了，又算了一下中性的概率（p'=(1+r-d)/(u-d)），也是 0.5，这个题他算是满意了。要做金工的童鞋们，圣经要

好好看啊。后来又问我 matlab 用的怎么样，我说还行吧，然后他问知道“向量化计算”吗？我想了一下，大概明白

他的意思，我就说是用向量来做计算，不用循环这些，对吧。他肯定了一下，然后说考考你（OMG，又考我）。

说移动平均 MA 知道吧，给你一个 A=randn（100），算这个 A 的 MA（10），用向量计算。还好代数学的还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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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用一个矩阵右乘可以算，他肯定了一下，但是又说这个矩阵你怎么生成呢，我啥了，说要循环吧，他又很不

屑的说其实可以用一个三角矩阵来减的，我表示赞同，然后他说这个其实还是很复杂，知道 cunsum 这个函数不？

我庆幸前段时间做程序一直在用这个函数，然后他说用这个函数，两行语句就可以算出来，你写写。我 2B 了，

完全想不出来，想了半天他把公式写给我看。但是我还是没看懂，我太傻了，今晚再想想吧，要是有机会再去，

我肯定告诉他我知道怎么算了。后来，我又跟他谈了一下我最近在研究 Algorithmic Trading，我说我花了一个星

期看完了一本英文的 pairs trading。他问是哪本书，我囧了，不记得作者了，后来我大概说了一下书的内容，他

说我知道你看的是那本书了，牛人啊！！！ 然后他让我讲讲，我后来谈到了协整，他说什么跟什么协整？我晕死，

忘掉了，我又 balabala 的说了书里面的一些公式，他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回去再看看。 我说，恩，我也要

再看一遍。差不多就是问了这些啦，后来他问我有啥要问他的么，我听说他是在国外做 hedge fund 的，就问了他

点关于 hedg fund 的东西，他也还是很乐意跟我交流的。 

就是这些了，这个是我目前面过的最 tough 的面试，赞 RP 啦，希望能搞定这个实习。 

 

 

 

3.7 光大证券北京一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5977-1-1.html 

 

 

 

第四章 综合求职经验 

4.1 笔试加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927-1-1.html 

 

 

光大证券非技术类管理培训生 

 

头两轮是笔试+群面，笔试难度很大，群面比较轻松。笔试好像很多人都没做完，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就进面试

了，可能笔试分数占比重不高吧。笔试主要是行测+专业知识。行测里数学题量很多，而且比较复杂，很耗时间。

群面好像人数不定，我前面是 10 人一组的，到我们只有 5 人。题目是做一个模型，像乐高一样的，然后展示这

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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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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版，2018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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