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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广发证券简介 

1.1 广发证券概况 

广发证券官方网站 

http://www.gf.com.cn/ 

 

广发证券的前身是 1991 年 9 月 8 日成立的广东发展银行证券部，1993 年末公司成立，1996 年改制为广发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1 年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首批综合类证券公司，2004 年 12 月获得创新试点资格。 

公司（含子公司）现有证券营业部网点 223 个，数量列居国内券商前三，网点遍布全国。 

 公司被誉为资本市场上的“博士军团”，以人为本、突出的人才优势，促进了公司的持续发展。 

公司控股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期货有限公司、广发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5 家子公司，并参股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初步形成了跨越证券、基金、

期货、股权投资领域的金融控股集团架构。 

 “知识图强、求实奉献”是公司的核心理念，“稳健经营、规范管理”是公司的经营原则。公司高度重视健全内

部管理体制，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合规管理体系，经受住了多次市场重大变化的考验。 

 公司成长过程中，通过自身积累发展和多次市场化收购兼并行动，规模不断壮大，主要经营指标多年名列行

业前茅，是中国市场最具影响力的证券公司之一。 

  公司将不懈努力，力争成为资产质量优良、管理规范、经营稳健、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各项

业务指标及综合实力稳居国内前五名的国际性新型投资银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广发证券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广发证券官方网站： 

http://www.gf.com.cn/ 

 

第二章、广发证券笔试资料 

2.1 刚做完在线测评，跪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5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68214-1-1.html   

 

如题，基本上主要以考智商的题目的为主。作为工作过两年又出去读书的老人，我表示不得不服老了。。。。 

说真的，我觉得既然是专业性的券商暑期实习，为啥要考智商题呢？和专业服务没啥关系呀 = =！ 

2.2 为明天考试攒 RP，刚做完网测来发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6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6128-1-1.html  

 

我做的是财务类的，一共分为六部分，前两部分是性格啥的测试，不记正确答案与否。后边四部分就是行测题啦，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g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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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68214-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6128-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5 页 共 20 页 

没有图形类的题目，第一题就是同义词吧，第二题是数学应用题，第三题是数字找规律的，第四题就是根据材料

找有用信息简单计算就好了。整体来说，第一和第四很简单，但是中间数学应用和数字规律的挺难得。平时这块

是我的强项，但是今儿做的实在是不顺手，可能因为明天考试还没复习状态不对？更可能就是题目太难了！没做

的同学还是赶紧找小伙伴一起吧…… 

2.3【广发证券 2015 美国校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2495-1-1.html  

 

笔试貌似在一个月前 10 月初的时候吧，但是就这么静悄悄地过了一个月也不知道这次的招聘进行到哪一步了？ 

广发这次 2015 校招是国际部在负责，应该是广发现在需要扩张海外业务（貌似是以加拿大为首），要招聘一些海

外留学生。楼主已经拿到毕业证回国加入苦逼找工作党，收到广发笔试通知惊喜万分，看来楼主简历还不错。笔

试的内容就是两小时之内翻译一篇国内的研究报告，报告 30 页，是房地产行业的，楼猪没做过房地产行业的研究，

很多专业词比较陌生，不过好歹两小时把摘要还有一部分正文翻译了，要翻译全篇基本不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牛

人全篇翻译完的。翻译完之后就把报告发到 HR MM 邮箱，就走了。个人感觉这次就是英文水平测试吧，算不上

专业笔试，然后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下文，所以感觉这次的招聘组织得不是很专业，不知道是不是

已经定向招到人，只是组织个形式而已，有更多消息的同学可以过来交流下~ 

祝各位好运！ 

2.4 广发证券广州分公司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9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7084-1-1.html   

 

9 月 15 号参加了分公司的机构业务部的笔试。按照不同的岗位分为几个几个组。机构业务总共有 48 人参加笔试，

看到的招聘简章里，总共也就录取 4 个，实习具体人数不清楚。 

言归正传，这次机构业务分两个方向，一个是法律，一个是会计。我选的是会计。 

试题的结构是： 

1、基础知识（建议将证券投资分析好好看） 

2、会计（注会的难度） 

3、综合题（2 题，写自己的观点和论述的逻辑） 

发现关于分公司的笔试的信息一点都没有，这个可供后来人参考。刚刚收到周五面试的通知，攒人品来啦 

2.5 刚做完网测来发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6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6128-1-1.html 

 

我做的是财务类的，一共分为六部分，前两部分是性格啥的测试，不记正确答案与否。后边四部分就是行测题啦，

没有图形类的题目，第一题就是同义词吧，第二题是数学应用题，第三题是数字找规律的，第四题就是根据材料

找有用信息简单计算就好了。整体来说，第一和第四很简单，但是中间数学应用和数字规律的挺难得。平时这块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2495-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708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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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强项，但是今儿做的实在是不顺手，可能因为明天考试还没复习状态不对？更可能就是题目太难了！没做

的同学还是赶紧找小伙伴一起吧…… 

 

2.6 测评感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6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3698-1-1.html 

 

题型包括 

文字 

图形 

数字 

 

图形和数列是重点和难点啊 

2.7 系统开发岗 online test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6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3304-1-1.html 

 

刚做完测试，本人投的系统开发岗，应该跟大部分同学们投的是不同的，所以特别说一下，在线测评貌似岗

位都是相同的，开发岗的测评也是纯考智商行测类题型，没有技术问题。 

    具体题型参考下面这个帖子，今年实习岗和去年招聘测评考的居然一样，ORZ。。我就搬个砖，若造成原帖楼

主不便请告知~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83661-1-1.html  

    这两天要测的同学们加油！~ 

    特此发帖攒积人品~并祝后来者好运~ 

2.8 广发证券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83895-1-1.html 

 

刚做完广发的笔试，之前看了不少同学新鲜的笔试，我也来回馈下大家。 

首先，结合之前同学做的内容，可以肯定的是题目应该是随机抽的，我每一部分的顺序也和之前同学的不一样。（难道和报的部门

有关？？？） 

其次，说说笔试的内容吧，7 个部分每个部分 10 个题 10 分钟（最后一部分除外，为 7 个题 10 分钟）。内容大致有： 

语文：比如同意词，没有语病的 

数学应用题：很长的题目，很多无关的内容，只准关键词 

计算题：类似脑筋急转弯和小学奥数题，做的时候脑子要快 

数列：这个没办法，考基础的，本人遇到很多带小数点和分数的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3698-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330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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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推理：给一段短文，让你判断如最能消弱论点的是，不能推断出的是，等等 

图形规律：和 shl 的风格很不一样，感觉难一些，有几个图完全没 feel 

 

大致就是这些，做的时候数学部分感觉时间最紧，大家要注意。语文部分我觉得倒是不难时间也够。 

大致就记得这些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过笔试。最后，祝各位找工作的同学们都最终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共勉！！！ 

 

p.s. 今天是小光棍节，大家同乐。 

2.9 2013 在线测试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83661-1-1.html 

 

刚刚做完的，完全炮灰。。。。就像公务员行测，我之前全部都是做 PHL/SHL，对这种完全没有 sense 

 

70 分钟 7 部分，前六部分每部分 10 分钟/10 题，最后 10 分钟/7 题 

一 语文 

二 数学应用题 

三 数列 

四 逻辑推理 

五 图形规律（similar to shl logical) 

六 统计图表信息 

七 综合图形推理 

 

 

时间很紧，几个部分做不完。。 

准备做到同学加油！！ 

2.10 第一次发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84620-1-1.html 

 

跟很多人说的一样分为 7 个部分,但是后面的题我其实不太分的清楚种类, 每部分 10 分钟,10 道题,最后一部分 7 道题, 

觉得数学应用题都很简单,但压根没事件算,时间太紧了 

图形题越做越复杂,后面都在猜 

语文差感觉有些也模棱两可的 

然后有数列推理和找数据的题目,找数据的题目确实需要先看题再找不然很容易白看那么多 

然后就还有逻辑推理题和最后一部分我觉得也像应用题的题. 

希望好运~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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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广发笔试 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84233-1-1.html 

 

该说的大家都说了  7 个部分 

其实我个人觉得语文部分就有个别题目挺坑爹 

之后的数学，数列这些同学们就抓紧时间吧 感觉现在的笔试对于准备考公务员的同学很有优势啊 

我是炮灰了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对了 时间还剩一分钟的时候大家就别做了 

直接把不会的全选 B 或者 C 吧 

 

2.12 笔试炮灰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84251-1-1.html 

 

刚做完笔试。。。数学部分其实也不会太难。就是没时间呀没时间。。。。10 分钟 10 道题。。。不是不会做。。。是根本来

不及。又心态不好。每看一个题目，再看看时间，就静不下心来好好算。于是。。。每题都猜猜式的蒙的。。。呜呜~彻底炮灰了。 

大家看到题目，还是捡会做的好好做，做对一题是一题。大家其实情况都是一样，拼的就是做对的题数，不要想全部做完。不要像

我。会做的也没好好做。 

 

大家继续加了个油咧！ 

2.13 广发证券笔试（7 部分）+“一道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84118-1-1.html 

 

广发证券笔试刚做完，中间几个部分感觉时间挺紧张的，逻辑图形推理最后两个至今仍然不会做。 

 

数字推理和数学计算题感觉难度中等，时间很紧，如果熟悉的话做起来能好点，碰巧之前做了些数字推理的题，感觉方法一致。 

 

有道题：   5.1   6.2    7.7    （）   15.3 的题目，应该选择 C    12.6    

 

所有人的卷子都是一样的，还没有做的同学还是可以拉上之前做过的同学一起。。。 

愿都能进入下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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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广发证券面试资料 

3.1 2016【广发证券】校园招聘面试流程与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37-1-1.html 

 

未出学校的时候，老师模拟了各种各样的关于面试的场景，总觉得只有在面试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来，虚

拟的面试总是提不起精神。快毕业的那年，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到校园来进行校园招聘，说实话，这是我第一

次参加校园招聘的群面，虽然紧张，但是收获很大。今天就来讲讲我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校园招聘面试的流

程，想把自己的面试经验都分享给大家。 

 

其实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要来学校招聘的时候，老师就已经透底给我们，并让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学金融这

块的，当然是想找一份金融相关的工作，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很符合我们的一个要求。面试是以群面的方

式进行的，在一个大房间里面，五个人为一个组，然后周围坐了一圈的面试官进行群面，说实话，不紧张都是假

话，带着紧张的心理还是硬着头皮迎头面试。首先是每个人用一分钟来进行自我介绍，这样能对每个人做一个初

步的了解，自我介绍完之后就给到小组一个问题，在小组里进行探讨，探讨的时间是半个钟头，探讨完之后就让

每个人陈述自己的观点。我想陈述自己的观点无非是看我们的表达能力和我们的陈述能力。每个人表达完再推荐

一个代表来总结这个问题的观点。讨论的命题完了之后，面试官看看简历，根据简历问每个人一个问题，然后这

次面试就结束了。 

 

群面这种形式能够使得面试者更容易脱颖而出，当然也是依靠自己的实力来说话了。 

3.2 财富管理实习生面试经验(广州)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40-1-1.html 

 

第一轮面试首先是两个面试官，先让我做一分钟自我介绍后开始问问题，问的问题大部分是根据简历上的学校社

团工作问的，最后问了一个是为什么我想去广发证券工作 

第二轮是无领导群面 

 

 

1.根据简历上的大学社团进行提问 

2.为什么想来广发证券实习 

3.无领导小组讨论是列出几个证券公司，让大家讨论广发证券的优势 

3.3 信息技术部职员面试经验(广州) - 广发证券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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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41-1-1.html 

 

面试时候在深圳，前一天是宣讲会，后一天就安排面试。11 个人一起面试，两个 HR 主持并记录，持续约 1 小时。

给出论题，现场分成组各持一方观点，进行辩论。 

 

面试官问的问题： 

给出一个论题“自媒体让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先分别陈述观点，再自由辩论。最后说出一个解决

方案。 

3.4 投资银行部面试过程(南京)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42-1-1.html 

 

广发暑期实习投行部面试，在上海群面，上来显示一个辩论，正反方由面试官安排。辩论之后正反方一起进行无

领导小组讨论，讨论完成后发表观点。最后每个人自我介绍，考官针对简历提问。 

 

 

你的上一份实习主要工作是什么？ 

你用 3 个词描述自己的缺点？ 

你们准备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准备转而支持对方的观点？ 

你的奖学金能说说是什么回事么 

3.5 投行业务助理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43-1-1.html 

 

一面就已经很正式了，个人觉得不好对付，形式是 10 人群面，辩论+无领导+30s 自我介绍+抽问部分面试者，3

分钟阅读辩论题目材料，每人 1 分钟阐述己方观点，之后 20 分钟自由辩论，随后大家在统一立场的情况下就面

试官提出的问题进行无领导小组讨论。所有时间严格计时。 

 

 

因为我是法学专业的，投的是投行业务助理，所以在最后部分面试者抽问的环节，我被问到：你如何在投行业务

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3.6 数据分析面试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44-1-1.html 

 

面试官人很好，2 个面试官，1 男 1 女，就先问简历上的东西，然后会根据你回答的情况给你一些实质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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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让我可以熟悉 Hadoop，spark 这些大数据框架 

 

面试官问的问题： 

对数据库了解程度多少？如何合并两个表，主键，外键分别表示什么含义；还有就是问了在学校学过什么科目，

简历上的具体细节以及对以后职业规划 

3.7 广发证券投资银行专员面试流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45-1-1.html 

 

 

广发广发，真的要发了才能进的证券 

 

第一轮主要有四个环节：1.辩论赛形式：14 个人一个大组进去之前先按顺序站好，进去之后安排好的顺序就坐，

每个人前面有一个话题，根据坐的位置决定你是正方或者反方，两分钟的阅题和独立思考的时间，然后每个人一

分钟的自我观点陈述；陈述完毕之后两方进行自由辩论，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 

2.无领导小组讨论：就刚辨论的话题（通常以正方为准）讨论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3.自我介绍环节：每个人有 1 分钟的自我介绍，比较随意，就聊一聊性格，特长什么的就行。 

4.自由提问：这个环节比较轻松，是面试官根据自身的需求提出一些问题，所有人可以回答，会的就回答，不会

的不回答也没关系，基本上问的都是技术性的东西，比如 excel 用的好不好，统计软件会不会用等等。面试整个

持续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样子。 

3.8 广发证券实习生两轮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46-1-1.html 

 

通过了一面还有二面，比较紧张 

 

第一次面试是一对一，面试官比较友善，简单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会问你简历上的一些问题，然后问你对广发

证券的了解还有对岗位的理解，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面试。第二次面试是无领导小组面试，七人一组，问题好像

是从几家公司中选择你认为最值得合作的公司进行投资，可以从风险和收益等等不同的角度回答。我们那组有个

研究生师姐，比较懂面试，一开始就掌控全局又不当组长，当记录员最后还站起来发言。虽然我发言不多，当个

计时员，不过适当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会加分很多 

 

 

问对广发证券的了解还有对职位的理解 

答我说我看过广发的报表并且分析了一下报表且分析了一下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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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面试广发证券的 董事会秘书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47-1-1.html 

 

聊天式面试，需要全方位准备。 

 

从学习经历、实习经历、到性格优劣势，从对自我的认知、到对社会和职场的一些看法看似是简单的聊天，其实

是在了解面试者的三观和心态因为这是个非常需要软实力的岗位，所以聊天的内容也包含方方面面，想要答好确

实不易面试官都很好，也会分析一些职场感悟。 

面试官的问题： 

 

问你的优劣势是什么？ 

答你对 90 后独生子女的看法？ 

3.10 广发证券投行一面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48-1-1.html 

 

广发证券武汉地区投行一面。 

 

10 个人一组辩论，正反方各 5 人。面试官介绍完流程后，有 5 分钟时间阅读材料，然后每人先有 1 分钟陈诉自己

方的观点，接着是自由辩论，最后 1 分钟总结。个人觉得最开始的一分钟陈诉时间比较重要，一定要想好逻辑，

抓重点，这样能在第一时间给面试官留下好印象。 

 

 

问 1 分钟自我介绍。 

答控制好时间。说自己简历中的亮点，千万不要说自己性格怎样怎样，如果说了最好后面说证明的事例。我们组

好几个妹子一上来就说自己性格开朗活泼，踏实能干。没有亮点很难给面试官留下好印象。 

3.11 广发证券 2017 暑期实习一轮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49-1-1.html 

 

2017 年是在清华大学面，一组 12 人，拿着每人的名牌打乱顺序进去，进去后，6 人是正方 6 人反方，是辩论的

形式。桌上有辩论主题和材料，我这组是“遛娃师”的职业发展前景好不好。在 15-20 分钟内自由发言并试图驳倒、

说服对方，但是说的太多会被 hr 打断并给其他同学机会。第二阶段则是在这个论题上，两组人现在要合作给出遛

娃师时间的分配计划，10 分钟后推举一人用一分钟总结陈词。第三阶段是每个人自我介绍，然后 hr 再根据简历

问每个人一到两个问题，和结构化面试套路类似。整个面试流程为 50 分钟左右。如果面试通过会收到在线测评

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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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卖方研究和买方研究的区别？ 

答买方研究涉及实际操作和投资，有责任和压力 

 

3.12 投行 0610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6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69528-1-1.html  

 

_(:з」∠)_ 

面试形式： 

自我介绍+结合简历提问，无专业相关。 

【_(:з」∠)_希望对之后面的筒子有帮助】 

3.13 第一波研究岗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6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69317-1-1.html   

 

今天第一波 热呼呼的研究岗面试流程 

5 个人 30 分钟 自我介绍 简历问题 最后集体一个问题 

3 个面官 面官很专业~好想知道中间那个面试官是哪个小组的 想跟着他啊啊啊~~ 

小伙伴们加油~ 

3.14 暑期实习收到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7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6696-1-1.html 

 

风控模型岗，北京地区早上二面，刚接到电话通知通过了。特地来冒个泡。 

 

汇报一下面试的情况，两次面试，一面问的全是技术性的问题，二面大部分是简历相关的问题。感觉面试官都很

nice，也没发现任何地域和性别歧视，记得一面的时候见到很多女生，二面 3 个人中 2 男 1 女。硕士博士都有。

考察的范围也很广泛。被面到不太了解的知识点我回答得比较笼统，也没有被一直追问。所以过程很轻松。 

 

祝大家好运，暑期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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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广发暑期实习 北京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6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5014-1-1.html 

 

面试前的准备：三份广发网申系统上的简历，不过面试官还比较好，就算没有也没关系，自己做的简历也可

以。 

 

面试形式及内容： 

部门领导+HR 两位面试官 

3~5 人一组进去面试。但不是无领导小组讨论。 

1.自我介绍，1 分钟，不要超时 

2.挨个问每个人的相关实习经历 

3.挨个问一些对面试岗位工作内容的了解， 

比如 LZ 面的债券研究，就问了宏观研究方法、思路、有哪些量化指标等 

4.根据每人的回答情况追问 

5.其他面试官感兴趣的问题 

 

没有“行为面试”，比如优缺点之类的。整个过程中 HR 基本不说话。所以是以专业能力为主。 

但不同的面试官可能方法不同。还是尽量全面准备。 

最好了解一下近期相关热点新闻 

 

3.16 债券业务部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6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7985-1-1.html 

 

在这里看了好多小伙伴的经验，无论结果如何，也发一个攒攒人品 

12 号收到测评通知 13 号之前做完，13 号晚上做的，17 号收到 23 号下午面试。 

23 号下午去天津某广发营业部参加面试，之前看了很多面经，本以为是几个人一起被面，结果是单面，而且是跟

广州那边视频面，1 vs 8。 

后来我问了，只有这一次面试（就债券业务部而言）。 

最开始就是自我介绍，可以多说一些，介绍的详细一点，也没规定时间 

问的问题大概是从简历出发简单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就开始从债券业务部是属于投行性质的，各种特点你觉得你

会适合么？ 

1、经常加班、很累、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天之类，你承受的了么？ 

2、相信星座么？（相信）描述一下你星座的特征，（...) 那我们属于乙方，员工经常会受委屈，你这样的性格受

得了么？ 

3、说一下四大和证券工作的区别？ 

4、这个是在广东，能来广州么？ 

大概就记得这几个问题，前三个问题楼主都是结合之前的实习经验回答。 

总体来说，气氛还是挺好的，有说有笑，但是居然从头到位没有问专业性问题（难道是因为楼主是会计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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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2012.11.14 广发证券天津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99562-1-1.html 

 

地点在南开大学，卖方研究岗，5 人一组 vs 一个 HR mm。 

大概流程：每人自我介绍+HR 提问，时间 5 分钟左右。 

心得：1.广发的 HR 很赞，应该不是人力资源的 HR，行业分析、公司分析、宏观经济很精通。 

          2.提问基本是针对你的简历、学习经历、实习经历。感觉光谈自己干了什么不够，HR 希望听到

的是你从实习中自己学到了什么，对于行业，公司你自己的分析框架。 

          3.对于行研，基本都问到了你对哪个行业感兴趣，你实习是做哪个行业的研究的，这个听天由

命吧，也许你感兴趣的行业，今年广发没有招人计划。。 

 

希望能给后来人一点帮助吧，bless all 

 

3.18 11.16 西安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01693-1-1.html 

地点：西安交大 我申请的是投行业务岗~ 

5 人一组 两个面试官一男一女 

进去之前跟周围的同学们稍微聊了下天，得知早上有名大牛，N 多投行实习，说的头头是道神马的~然

后我们下午这波都没有什么投行实习经历，不过学校都很给力哇~ 

流程：A. 五个人轮流自我介绍一分钟； 

         B. 女面试官针对我们的自我介绍稍微问了下详细情况，我被问到上次很好的实习为什么没留下

来，还有重点问了下财务或者法律相关学习情况，有无证书（-_-|苦逼的楼主是木有考过证书的那类），

有个同学有计算机背景的就稍微问了下编程什么的。我个人分析觉得他们这个岗可能需要法律或者财务

常识比较多吧 0.0，楼主自豪的数量分析能力木有引起面试官 MM 的注意，于是很短就结束了，然后估

计要打酱油了 

        C. 之前忘记了，MM 还问了为神马我不选择风投或者私募（我很想说因为你们没招这岗位>_<），

我木有想到好答案~筒子们自己想一下怎么回答好了 

面试过程还算轻松，问题也很常规，不算为难人~大家如果有财务和法律背景的话应该能答的很好。。。

bless~ 

走之前跟同一拨进去面试的同学们互相留了电话(*^__^*) 嘻嘻，以后保持联系哇~ 

=0=期待人品爆发能进二面 

3.19 热乎乎的北京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9745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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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一大早起来就参加啦~~ 

    面试的形式是五个人一组，首先是轮流自我介绍；接着就是在挨个问问题。 

    对了，我们面试的是那个总裁办文秘岗，所以说最好各位准备下广发证券总裁的一些信息，会有问

道。 

    关于个人问题这个，主要会问问你的学生干部经历，问问你的优势和劣势；问问你对证券业的现状

的分析啊，证券业的结构啊…等等。可以假大空一点。不过我觉得那样不好，所以就说的没那么好听。

~~呼呼。HR 感觉人挺好的。 

     回来以后发现自己的牙齿黄黄的……好恶心……对了，广发还要求有一个月的实习期，然后决定是否

录用~~想年前搞完~~  

 

3.20 广发 投行业务(上海）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95191-1-1.html 

 

一大早起来去上财打酱油，好久没早起了，所以感觉早上时间很多，也来写面经攒人品，不知道下午还

有没有也面投行的。 

共两个面试间，今天早上应该集中都是投行业务的，跟之前同学说的一样，到达后先签到，然后外面有

几排座椅可以坐着等一下，早到的也可能被提到前面一组，然后 5 个人一组进去，四个面试官。先就自

己针对应聘岗位的亮点进行介绍，每个人一分钟左右；然后就是面试官看对谁有兴趣，就多问一些问题，

不过大部分都是问做过投行实习的经历，法律会计之类的都了解多少，考过什么 CFA，CPA 等等；还有

就是提了下广发在筹备的信德的 PE，投行、PE 更愿意去哪里，每个人轮流发表意见。感觉没做过投行

实习又没什么吸引面试官亮点的同学就比较吃亏，我们组有两个特别强的同学，各种 NB 实习，各种跟

IPO 项目。我这个打酱油的，亮点也没找好又是最后发言，感觉能说的都被前面的同学说了，也没有投

行的实习经历，随便被问了几个跟简历无关的问题就被打发了，有个同学甚至一个问题也没被问到。所

以我觉得自我介绍部分应该最重要，抓住面试官的兴趣。 

关于最后离开时的签到我感觉应该没那么重要，应该就是用来 check 一下是否符合安排好的名单，面试

官喜欢你的话不可能因为离开时没签到就不要你。不过大家能不忘肯定最好了，也方便 HR 的工作嘛。 

大家都加油，找到好工作，酱油党就先撤啦~ 

3.21 刚出炉还热乎的 2013 广发证券一面面经（上海）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94093-1-1.html 

 

进去先签到，面完再签一次。形式是分组群面，两个会议室一批批进去，一组 5 个人都是同一个岗位，

lz 那波三个复旦的一个交大的。。。面试官有两个，一男一女，好像是投行部的。。。？姐姐很漂亮啊

但不怎么说话，都是男同事从头问到尾是一个个问过去的，挨个问和单面差不多，气氛还不错的。面试

先是一分钟的自我介绍说明对应聘职位的优势，然后逐个针对简历上的内容提问，主要涉及实习经历，

对应聘职位的选择和了解还有工作地点的问题。期望工作地点几乎每个人都问了，有两个被问到广发总

部在哪居然都中招了=。=|||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做点准备工作，对广发和应聘职位了解得越详细越好。 

最后告诉十一月中下旬会有对应部门的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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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2011 广发证券暑期实习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5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17533-1-1.html 

 

 

投了 2011 年广发证券的暑期实习，岗位是行业研究。在上海财经大学第二教学楼面试的，就在第一教学楼的

后面一栋。估计是广发的员工亲自来面试的，而不是外包。所以时间上把握地不好，3：30 的面试到了 5：30 才

开始。面试是三个人一组，当然和单面差不多先让每个人自我介绍一下，主要是介绍一下相对于别人有些什么优

势。接下来是让你估计一下广发昨天赚了多少钱。第三题，是问你如何能联系上某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题目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啦。最后一题，是假如你参加某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你想把他们的董事长留下来，作为广

发的分析师问几个问题。你该怎么在短短几分钟内打动老总，让他和你约谈。 

基本上就是这样，我觉得主要就是考察一些基本的金融知识和应变能力啦 

3.23 广发暑期实习投行二面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6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23900-1-1.html 

俺是天津，今天刚面了投行二面，被调剂过去，也没有一定想去这个部门，所以面得比较轻松。二面是在广

发的营业部视频面，有一个男主持估计是 HR 部门的，男主持在屏幕里看不到，屏幕里看得到的是 3 个资本市场

部的领导（主持这样介绍的），他们才是面试官提问滴，每个人大概 10 多分钟吧天津这边一共二面面投行客户关

系岗的只有 3 个人（2 男 1 女），不知道命中率怎么样，希望大家分别报报自己所在的地方二面有几个人（几男

几女），除了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站以外，还有别的地方吗？这样可以看看入选的几率有多大~~P.S. HR 大哥，

投行客户关系岗究竟招几个人啊？祝大家好运~~ 

3.24 广发@北京行研面试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1 年 5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18541-1-1.html 

 

希望对以后的朋友们有用吧，@北京清华 12 号楼。 

我面的是机械行研。5 个人一组 pk。三个面机械，2 个面医药。（2 个清华，一个中科院，还有 2 个就是我们，咳

咳，but4 男，就我一个女生。。）主考官 2 个女研究员，一个机械，一个医药的。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挨

着自我介绍~突出自己的优势特点。（我第一次群殴啊。。紧张死了）然后第二个：问如果你们行业一个上市公司

出了一个新产品，你分析下这个新产品怎么给你们公司盈利带来的变化？然后我貌似回答的很不好。。举了两个

公司，想归纳的，but 被医药的女研给打断了，说我跑题了。。那个郁闷的啊。。然后会根据你的简历，随机的问

你问题。。。比如问我你们的这个股票池，你们怎么往里面放产品的，比如你写了这么多份报告，你举个例子，

用三句话概括你为什么推荐它。。。。but 我滔滔不绝，远远》三句话，郁闷了，又惹怒医药 boss 了。发现第一

次群面，不是败在别人。。。而是自己的问题，没有逻辑感，然后。。。说话貌似不精练。检讨，不过感谢广发

给我第一次群面的机会，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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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广发证券暑期实习面经 

今天找了大半天终于找到清华大学的就业指导中心，进去的时候把我安排最后三个人一组，哎，真够倒霉的。 

果不其然，倒霉的事情还在后面，等我们三个进去的时候，发现和我在一起的两个女孩都很厉害，一个清华博士，

一个清华硕士，而且在中金，瑞银这种牛地方实习过，对于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不过没关系，本来就是海面，

哥哥我也同有报希望。 

让我感觉到很不爽的是，在面我的时候，完全被那个 HR 姐姐打击的一无是处，我报的是资本市场部，然后开始

一步步问我资本市场的东西，问了之后，说为什么不报投行，我说我性格不适合投行（哥哥我报投行，你要嘛，

还问我为什么不报投行），因为前面一个女孩说性格温和，那个 HR 说性格温和不适合做投行，奶的到我这成了

性格温和适合做投行。还说我专业知识不够深，气的我都说我能喝酒，我脸皮厚，当时发现自己真的脸皮厚啦，

后来又教育我了好长时间，总之，最后对我不感兴趣后，除了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就没有行的，我都懒的反驳，

反驳也没有用！哎，打酱油也不让我打舒服！ 

 

 

第四章、广发证券求职综合经验 

4.1 热心答疑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91551-1-1.html 

 

Hi  各位准广发新同事，大家好，欢迎大家选择广发证券。本人是名热心围观群众，在广发证券总部工

作过几年，各个部门的同事都认识一些。又到了新一年的招聘季，每年这个时候论坛上都是热火朝天，

作为过来人，很明白大家的心情。之后如果有关公司的政策啥的问题，都可以问我，我尽量会回帖答复。

仅限于一些行业的和公司的无需保密的信息，只是方便大家准备面试，至于内幕的消息就算了。工作薪

金待遇啥的保密，不过请你相信，至少在同行业里面是很有竞争力的。还有 HR 姐姐的电话也不能说哈，

她们都很忙，还是不要骚扰她们了，有需要她们会联系你的。 

 

补充：回答不少问题了，大家最关心的都是岗位待遇发展前景如何啥的。童鞋们，要眼光要放长远，在

一个朝阳行业，一个本质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企，体制非常灵活的企业，有以创新为著称的灵活机制，

只要你不算差，在这里对个人无论薪酬待遇还是职业前景，都是非常好的，要对自己有信心。为什么没

人关心福利，住宿，餐饮，交通，这些与你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 

 

 

4.2 广发文化之我见 

匆忙间到广发证券工作已有将近 5 个月的时间，当要停下脚步回顾一下这段人生旅程上瞬间感受的时候，我

大脑中记忆的胶片不觉中退回到了更远的过去，翻出了毕业前的那些画面。  

记得那时很多同学都坚定地说绝对不去广州工作，因为那里治安太乱，又要远离家乡的亲人，当时我也是这

一团队的忠实成员。但后来广发证券的出现令我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中，去还是不去？经过几天的煎熬与挣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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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决然选择了广发，我给自己喊的口号是：为了梦想我拼了！现在来看我的选择是十二分的正确。  

广发证券有着浓厚的学者气息，尊重知识、重视人才，作风淳朴踏实但又不失锋芒。广发文化是一种踏实、

谦逊、友善的文化。在这里，你不需要伪装自己，只要敞开心扉，送出关怀，就会收到爱的回报。朋友，来吧！

只要你有追求、梦想作翅膀，广发证券将提供广阔的天空任你驰骋、翱翔。 

 

4.3 在广发实习的一些感受 

实习虽然短暂，但是过得很充实、很开心！感谢广发提供的这次机会让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在这样的一

个融洽和睦的大家庭中工作、学习、生活！ 工作中，公司指定专门的老师一对一的辅导，按照每个人的知识背景、

专业特长安排相应的工作研究任务，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践方面，我参加了部门相关业务的执行，在完成

任务的同时，体会并了解了证券公司的工作流程，提升了自己的实践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论方面，我做了目

前国内证券公司业务创新开展方面的前沿问题的研究，通过完成相应的研究报告进一步地提升了自己分析问题的

能力。   

生活上，我要特别感谢 HR 们，他们将大家的实习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不光不厌其烦地将大家的食宿问题

解决好，还适时地安排了大家周末广州游。让我们在实习之余有机会感受广州城的活力与魅力，充实了我们的实

习生活。   

喜欢公司的氛围：轻松、恬淡、自然；  

喜欢公司的员工：青春、务实、激情；  

这次实习经历将是值得我好好珍藏的一段回忆！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20 页 共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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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