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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瑞银集团简介 

1.1瑞银集团概况  

瑞银集团英文官方网站: 

http://www.ubs.com/ 

瑞银集团中国网站:  

http://www.ubs.com/4/sc/index.html 

  

瑞银集团简介 

欧洲最大的金融控股集团：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nited Bank of Switzerland,英文简称 UBS,中文简称瑞银

集团）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瑞银集团）1998 年由瑞士联合银行及瑞士银行集团合并而成。2001 年年底总资产 1．1

8 万亿瑞士法郎，资产负债表外管理资产超过 2．0 万亿瑞士法郎。2002 年净利润 35 亿瑞士法郎。  

  瑞士银行在 50 个国家共设有 95 个分行，全世界的雇员大约共有 49000 名。  

  瑞士联合银行是著名的金融服务企业，是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企业，最大的投资担保银行，在私人服

务方面也居于领先地位，为四百多万个人和企业提供服务。  

  瑞士联合银行为广大的客户提供一系列的产品和服务。银行的核心服务是资产管理、投资担保、科学

研究以及商业零售服务，瑞士联合银行将服务内容的革新、全球的广泛发展与经济的稳定联系起来，实现

优质的服务。  

  旗下由瑞银华宝、瑞银机构资产管理与瑞银瑞士私人银行三大分支机构组成，瑞银机构资产管理目前

拥有的客户资产超过 1 万亿美元。2000 年瑞士银行收购了美国第四大证券经纪商普惠公司。  

  1995 年瑞士银行以 13．9 亿美元的代价收购英国最大的投资银行华宝集团的投资银行业务，形成瑞

银华宝公司。瑞银华宝是欧洲最大的投资银行集团，2002 年收入 123．7 亿瑞士法郎，税前收入约 13．7

亿瑞士法郎。  

  瑞银华宝曾担任 3 家 H 股公司海外上市的全球协调人，同时是香港的三大股票经纪商之一。  

  据日内瓦金融中心（Geneva Financial Center）董事史蒂夫伯纳德说：“如果从安全方面来讲，瑞士

（银行的安全性）非常强，比新加坡或其它地方都强。”  

  伯纳德表示，对许多投资者来说，奉行银行保密制度的瑞士绝对是一个理想之所。“因为（银行业上）

遵循不歧视惯例，瑞士一直以来都是很吸引人的地方。”  

  瑞银集团是瑞士银行业中的佼佼者，并被《欧洲货币》从 2004 至 2007 年连续四年评为全球最佳

私人银行，被《金融亚洲》从 2002 至 2006 年连续五年评为亚洲最佳私人银行。 

1.2瑞银三大业务 

  瑞银集团的业务主要包括财富管理、投资银行及证券和资产管理三大块。  

  在财富管理方面，瑞银是全球领先的财富管理机构。集团拥有超过 140 年的财富管理经验和遍布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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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庞大网络；在美国，瑞银是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  

  瑞银财富管理业务主要是为高端客户提供量身订造的全面服务，业务涵盖资产管理到遗产规划、企业

融资顾问和艺术品投资服务等。  

  投资银行及证券方面，瑞银在股票、股票挂钩和股票衍生产品方面（包括一手和二手市场）稳居领导

地位，于各主要的业界排行榜上长期高居前列位置。  

  固定收益方面，瑞银在业界遥遥领先。外汇业务方面，瑞银在全球多个主要的业界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投资银行业务方面，瑞银为世界各地的企业客户提供顾问服务及执行能力。其所有的业务都是以客户为中

心的，提供着创新的产品、高质量的研究和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渠道。  

  同时，瑞银是首屈一指的资产管理机构，为世界各地的金融中介机构及机构投资者提供多种传统及另

类投资管理方案。  

  瑞银曾获得《全球投资者杂志》环球股票类别 2005 年度卓越投资大奖；被《南华早报》和标准普尔

联合评为香港地区近五年最佳基金管理公司；获得 2005 年度香港、日本、瑞士理柏最佳基金奖。 

1.3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地位 

  瑞士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在瑞士有两大东西其它国家难以匹敌，一是

钟表，二是银行。2004 年年底，瑞士人均金融资产超过 165000 欧元，在岸(onshore)金融资产总计超过 1

万亿欧元。瑞士也是全球最大的离岸(offshore)金融中心，持有全球 30%的离岸货币，总额接近 2 万亿欧

元。瑞士还是全球名副其实的银行王国，银行产业是瑞士第一大支柱产业。2004 年，瑞士金融产业创造

了瑞士 GDP 的 14%，银行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同样属于金融强国的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两倍。瑞士的

银行管理着全球 1/4 到 1/3 的国际投资私人财富，所以在私人银行服务和财富管理两大金融领域，瑞士银

行占有极大的市场份额。银行产业还是瑞士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产业，人均产出超过 35 万欧元，比瑞士国

内平均劳动生产率高出 3 倍以上。  

  瑞士的银行体系由州立银行(Cantonal banks)、大银行(Big banks)、地方和储蓄银行(Regional ba

nks & savings banks)、信用合作银行(Raiffeisen banks)和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其它银行(Other bank

s)组成。2003 年，瑞士全国银行总数达 378 家。  

  支撑瑞士银行产业的是它的“大银行”。经过 1993 年和 1997 年两次重量级的“大象联姻”，1993 年

瑞士信贷银行与民族银行合并、1997 年瑞士联合银行与瑞士银行公司合并，如今的瑞士“大银行”仅存

两家，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 AG)以及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是现今瑞士最大的银行，也是全球屈指可数的金融机构之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瑞士庞大的银行产业和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实际上主要是靠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来支撑的。在瑞士国内，

瑞士联合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均接近瑞士整个银行业资产和负债的 40%，雇员数占银行雇员总数的 30%以上。

在国际上，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私人银行，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商，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商，

在全球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领域的地位如日中天。很多时候，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就是瑞士银行产业的象征

和代名词。  

  自从 1997 年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成立以来，资本和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业绩持续增长，全球影响力大

大增强，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由一家仅仅在欧元区内有一定影响的银行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有力竞争

者。2005 年一跃成为全球资产规模排名第一的全球金融业龙头老大。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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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成功经验已引起分析家们极大地关注，其优秀的管理技术和企业文化得到人们的一

致赞赏，以致国外有分析家认为：“如果说今天的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有什么弱点，那就是它成功太多和太

久”。  

  为什么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2005 年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提出的发展战略作出了很

好的注脚，即：“同一个信念，同一个团队，同一个目标，同一个 UBS(One belief, One team, One foc

us, now, One UBS)”。  

  从表面看，这只是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一个形象广告或品牌战略，它决定放弃过去花重金获得的华宝

和普惠等品牌，而使用统一的 UBS 品牌。但是，对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

“四个一工程”是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成功之道。  

1.4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发展 

  1997 年的瑞士联合银行(UBS)与同样历史悠久也同样属于当时瑞士“大银行”的瑞士银行公司(SBC)

进行了瑞士银行史上最大的合并。这是一桩引起当时全球银行业轰动的合并案例，合并的直接结果是产生

了一家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有崭新的品牌形象的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 AG)。当时，新的瑞士联合银

行集团的总资产达到 10160 亿瑞士法郎，员工总数 27611 人，有分行 357 家，分布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

合并使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银行和全球第 4 大银行，管理的客户资产达到 13200 亿瑞士

法郎，奠定了其全球最大的私人银行和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的地位。  

  瑞士联合银行与瑞士银行公司为什么要合并？在瑞士国内，瑞士联合银行历史上的百年老对手瑞士信

贷集团与民族银行进行了合并，瑞士联合银行失去了瑞士银行业龙头老大的地位，瑞士银行公司失去的市

场份额更大，只有两家银行主动联合，才能夺回失去的霸主地位；在国际方面，英国汇丰银行对米特兰银

行[的收购已经完成并组建了汇丰控股，日本的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的合并也早已结束，组建了新的东京

三菱金融集团，德意志银行对美国信孚银行的收购接近尾声，美国的花旗银行、摩根银行和美洲银行都在

紧锣密鼓商谈对其他美国银行的收购事宜，新一轮全球银行业购并高潮即将到来。面对内外竞争压力，瑞

士联合银行和瑞士银行公司选择适当的购并成为必然。  

  1998 年，两大银行合并完成后，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董事会首先完成了对业务部门的改组，将银行

的业务部门划分成私人和公司客户管理(UBS Private and Corporate Clients)、资产管理(UBS Asset M

anagement)、私人银行(UBS Private Banking)、投资银行(UBS Investment Banking)和私人产权(UBS P

rivate Equity)等 5 大部门，放弃了 SBC 品牌而统一使用 UBS 品牌，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度过了磨合期。

  

  但是，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生不逢时，正遇上美国高新技术泡沫破裂，原瑞士银行公司在美国市场对冲

基金的投资损失惨重，特别是持有大量头寸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的破产，造成了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超过 10 亿美元的巨额损失。不过，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是一家善于吸取

教训的银行，这一次的失败带来了它在投资决策上的重大改变和此后的巨大成功。  

  1999 年，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继续对原有业务进行整顿，在金融市场上有进有退。鉴于保险业利润微

薄和前景不明，它首先中止了与瑞士再保险长达 10 年的合作协议，出售了持有的瑞士再保险股份及与瑞

士再保险的合资的企业，从此主动退出保险业的历程。为了避免由于业务重叠产生内部冲突和效率损失，

它又将原 UBS 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出售给标准渣打银行，并出售已经持有的 Argor Heraeus SA 的 7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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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为了发挥比较优势，它加大了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的投入，收购了美洲银行的欧洲和亚洲私人

银行业务，并扩充了旗下华宝公司(UBS Warburg Dillon Read)的交易大楼，使它成为欧洲最大的证券交

易场所，还收购了百慕大有名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Global Asset Management)，并将其并入它的私人银

行。为了在美国金融市场站稳脚跟，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对原有 UBS 和 SBC 在美国纽约证交所发行的股票进

行了置换，重新以美国存托债券(ADR)方式发行 UBS AG 的股票，并且大获成功，此举使 UBS AG 成为第一

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非美国金融集团。  

  2000 年，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在两方面继续进行业务调整：一是收缩瑞士本土的业务，扩充美国市

场的业务，出售几家业务重心在瑞士的机构，收购几家美国公司，完善集团在美国的业务布局；二是继续

收缩保险业务，再一次出售原来持有的几家保险公司股份，同时加大在电子网络及相关业务的投入，成为

第一家能够提供全面的网上银行业务的瑞士银行。  

  2001 年，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最大动作是以 120 亿美元的价格完成对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普惠公司 

(PaineWebber)的收购，并将其改组为瑞银普惠(UBS PaineWebber)。普惠是一家老牌的投资银行，在美国

紧跟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和 JP 摩根，是美国证券市场公认的一级交易商，在资产管理和证券经纪等

方面犹有盛名。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此举无疑进一步扩展和巩固了它在利润丰厚的美国投资银行领域的地

位。由于对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前景看好，收购消息宣布的当天，普惠的股票就上涨了 40%。当然，此次购

并也给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管理层带来一个重大的难题，就是怎样有效地整合旗下的瑞银华宝和]]瑞银普

惠]]两大投资银行，从而减少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摩擦形成的内耗。  

  2003 年和 2004 年，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没有进行大的收购行动，它的主要工作是加大自身具有比较优

势的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等业务的投入，同时扩大代理外汇交易和债券交易的市场份额。风险管理机制的

完善和围绕其产品和服务的第三方分销基础设施(Bank for Banks)的建立也是这两年管理层关注的重点。

事实证明，这两年的调整卓有成效。  

  2005 年 6 月，瑞银集团正式发布公告，宣布了所有业务采用统一品牌的策略，其中包括瑞银普惠和

瑞银华宝，都将划归单一的 UBS 品牌名下。原有的四大业务品牌：瑞银华宝(UBS Warburg)(投资银行业务)、

瑞银普惠(UBS PaineWebber)(投资银行业务)、瑞士银行私人银行(UBS Private Banking)(私人银行和资

产管理业务)、瑞银环球资产管理(UBS Global Asset Management)(国际业务)将重组为以瑞银(UBS)命名

的三大业务：瑞银财富管理(UBS Wealth Management)、瑞银环球资产管理(UBS Global Asset Manageme

nt)及瑞银投资银行(UBS Investment Bank)。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在全球发起了题为“四个同一”的公司形

象广告。正式宣布放弃华宝和普惠两大品牌。这一决定反映出该公司已决意打造能匹敌花旗集团(Citigr

oup)和汇丰控股(HSBC)的全球金融服务品牌。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 2001-2005 年度按照资产规模排名一直稳居全球前 10 强，四年中它的位次不断前

移，终于在 2005 年度坐上全球银行头把交椅。瑞士联合银行集团与其它银行的扩张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其它银行的扩张基本上都依赖于银行购并，而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虽然也有购并行动，但与其它银行相比，

它的扩张主要依赖的是业务的增长。因此，它的核心一级资本增长较慢，而资产排名上升较快。使瑞士联

合银行集团名闻天下它的，是它的高而稳定的利润回报，与花旗集团等美国银行相比，每年 60 亿美元的

税前利润、20%的资本利润率和不到 1%的资产回报率也许有些低，但它是一家欧洲银行，在欧洲各大银行

中，它的利润和回报首屈一指，只有汇丰控股与它基本在同一个档次。由于受到合并前一些不良资产的影

响，初期的不良贷款率确实有些高，经过初期的整顿和处置，它的不良贷款率，已经只剩下不到 3%的水

平，反映了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较高的不良贷款消化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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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当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组建时，瑞士联合银行集团与瑞士信贷集团基本处于同一档次，业务

收入都在 220 亿瑞士法郎左右，到 2000 年，两大银行开始拉开距离，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营业收入超过

370 亿瑞士法郎，而瑞士信贷集团却只有 330 亿，已经相差 40 亿瑞士法郎。特别是 2001 年，美国股市泡

沫破裂，大规模投资于美国对冲基金的瑞士信贷集团遭受了巨大损失，业务规模严重萎缩，业务收入下降

到只剩下 250 亿瑞士法郎，而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由于从 1998 年对冲基金投资的失败中得到教训，及时从

对冲基金撤离，后来又严格限制对对冲基金和泡沫过多的电子、通讯、网络(TMT)等产业的投资，基本躲

过了美国股票市场的危机，业务收入接近 330 亿瑞士法郎，足足超过瑞士信贷集团 100 多亿元。虽然 2002

年和 2003 年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业务也有些滑坡，那主要是这两年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不景气、投

资银行业务规模急速下降所致，到 2005 年第一季度，按年率计算，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收入达到 380 亿

瑞士法郎，而瑞士信贷集团只有不到 330 亿瑞士法郎。 

1.5 瑞银集团的成功经验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无疑是全球最成功的银行之一，足可以与当今全球最强大的花旗集团及汇丰控股媲

美，这与它的市场选择、业务取舍、团队精神、风险控制等因素密不可分。  

  市场选择  

   1998 年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成立伊始，不过是一家在瑞士有绝对市场份额、在欧洲有一定影响的金

融机构，虽然客户遍及全球，但业务范围主要局限在瑞士国内，在国际金融市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和发

言权。而瑞士国内市场相对狭小、饱和度高，要谋求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未来的发展，向外扩张成为必然。

欧洲本土虽然轻车熟路，也有相当的业务基础，但经济不甚景气，各国银行业的集中度相当高，进入前景

不太明朗，瑞士联合银行采用了“守”的战略，只谋求巩固欧洲这一片基本阵地。亚洲当时正遭受金融危

机冲击，市场相对有限且进入难度较大，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将其摆在次要位置。美国金融市场庞大，进入

壁垒少而自由度高，所以，瑞士联合银行集团高层毫不犹豫选择了美国市场。近几年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

一区位发展战略的正确性，经过几年拓展，美国成了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利润的重要来源地，美国市场对瑞

士联合银行集团的利润贡献率都远远超过 1/3。2004 年来自美洲(95%以上的业务在美国)市场的利润首次

超过来自瑞士本土的利润，达到 38.91%，按照目前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在美国市场的进展，2005 年这一比

例肯定超过 40%。有理由相信，美国市场对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利润贡献率还会越来越大。  

  业务取舍  

  仅仅进入美国市场并不能保证一家银行能够像瑞士联合银行集团一样成功，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成功的

另一砝码是在业务领域有进有退，张驰有道。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行业取舍的基本原则是：进入自身有比较优势的业务领域，放弃自身有比较劣势的

业务；进入前景明朗的业务，放弃前景不明的业务；进入业务互补的业务，放弃业务重叠的业务；进入利

润不高但收益稳定的业务，放弃可能高收益但肯定高风险的业务；扩大代理业务，减少自营业务；在公司

业务和私人业务的选择中，重点发展私人业务。  

  对于任何银行的管理高层，要进入某些业务或实施某些收购比较容易，而要主动放弃某些初期拥有的

业务却非常困难，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管理高层在业务取舍方面显示了非常的魄力。  

  首先，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是全球第一家原来曾经拥有大量保险业务有主动退出的大银行，在其它许多

银行还在热衷于对保险业的进入而实施全能化时，瑞士联合银行集团选择了主动退出。  

  第二，瑞士联合银行集团主动放弃了高收益证券和对冲基金投资，几乎完全撤出这两大投资银行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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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鹜的领域，也大量减持了泡沫过多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股份，基本躲过了美国股灾。  

  第三，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购并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在选择合适的购并对象实施购并时将其整合进自

身业务，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收购普惠公司(Paine Webber)，看重的是它的美国著名零售经纪商(Retail B

rokerage)的特殊地位。普惠主要以市政债券承销(Municipal Bond Underwriting)而闻名，是行业的领头

羊，但是，尽管这一业务有相当的市场规模，由于利润偏低，普惠公司对于其它银行没有多少吸引力，瑞

士联合银行集团的这一收购初期也不被大多数分析家看好，而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认定了普惠，因为普惠的

业务与华宝的业务几乎没有重叠，是一笔互补性很强的交易，收购使它能够在美国市场获得新的盈利空间。

现在分析家们认为：“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这笔交易未来有很好的前景，它不仅仅只是填补了瑞士联合银

行集团资产聚集的缺口，而且可以通过普惠帮助银行整体成长。有助于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建立公认度和吸

引出色的专业人才”。  

  由于自营业务存在巨大风险，但代理业务几乎没有风险，所以，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近几年便主攻代理

业务。在代理外汇交易领域，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商，处理全球交易量的大约 1

2%，瑞士联合银行集团也是美国最大的股票交易商，根据汤姆森金融(Thomson Financial)提供的数据，

占全球交易量的九分之一。  

  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没有团队精神的企业会由于内耗降低效率和丧失竞争力，瑞

士联合银行成功的关键，是由于它打造了一个单一的企业文化，它吸收的大量的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企业

的人才，唱的都是 UBS 的同一曲谱。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深知，谁经营品牌，谁累积财富。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注重单一品牌的打造，199

8 年它就放弃人家视为“金字招聘”的 SBC 品牌，而全力树立 UBS 品牌，2005 年，它又将放弃华宝和普惠

两大品牌，这无疑有助于整合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这部庞大的金融机器。  

  实行单一品牌有利于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团队精神的培养，不会像瑞士信贷集团一样在集团内出现独立

王国，也不会出现专业人才各伺其主而产生内耗。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员工心中只有公司利益，员工们相

互协作，业务协同发展，有效地促进了集团的整体壮大。  

  当然，只是实施单一品牌战略并不是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团队精神培养的全部。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忠实

人才的合力配置，做到人尽其材，在适当的位置上发挥才能。  

  风险管理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近几年的成功，与它对风险的严格管理和控制密不可分，有分析家形容现在的瑞士

联合银行集团对待风险“就像白发老太太一样谨慎小心”。  

  在业务取舍上，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宁愿选择利润率偏低但收益稳定的业务，在客户取舍上，瑞士联合

银行集团重点拓展高净值(HNW)客户，即不止是关注客户的交易规模，也同样关注它们为公司带来的利润，

所以它重点发展私人银行业务，以较少的资本滚动了庞大的资产，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回报率。有资料反映，

近几年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低风险的私人银行业务利润已经与投资银行业务并驾齐驱，占到公司总利润的

40%。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风险管理成功的一大诀窍是套期保值产品的开发和运用。它聘任了大批套期保值业

务专家，开发了一批有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衍生产品，广泛运用于各种具有风险的业务之中。  

  在金融分析家的印象中，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风险管理高度集中，而且极其保守。瑞士联合银行集团

不助长任何对风险的偏好。很多分析家还认为：“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是风险的局外人”。什么地方有风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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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它就不会卷入、或将其头寸套期保值甚至不建立任何业务关系。  

  正是由于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对风险的谨慎态度，保证了它在全球经济并不甚景气、欧洲银行效益普遍

不佳的大环境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6 瑞银打造全球知名私人理财品牌 

  瑞银集团的市场资本总额已经达到了 875 亿美元，位居欧洲大陆银行的首位。通过改变经营艺术，瑞

银集团已经成为全球最盈利的金融机构之一。2005 年第 1 季度，瑞银集团的净利润达到 22 亿美元，净资

产收益率达到了 32.4%。摩根斯坦利预测说，2005 年瑞银集团的税前利润将达到 89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

长 8%，今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也将超过花旗、高盛和瑞士信贷等许多国际大投行。  

  不过，瑞银集团并没有指望成为像花旗、汇丰这样的金融超市，私人财产管理仍将是其核心业务。

与全球投资银行业由几大投行操纵不同的是，财产管理市场仍旧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这个总价值约为

30 万亿美元的市场，瑞银集团的市场份额只有大约 3%。不过瑞银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Peter A. Wuffli 很

自信地表示，随着监管成本的不断增加，将有越来越多小规模财产管理机构成为瑞银集团的收购对象，“现

在是我们的黄金时期”。 

1.7 瑞银加快购并步伐打造理财帝国 

  瑞银集团的管理层认识到，如果他们能将其核心业务——私人财产管理业务进行更新和精简，并改善

投资绩效，那么他们就能创造一个全球闻名的理财品牌。像所有替阔佬提供理财服务的私人银行一样，瑞

银集团强调资产管理能力，其业务范围相当广泛：从帮助客户管理庞大的家族资产(如投资规划等)，到提

供避税建议、参谋遗产遗赠问题，甚至还提供收藏鉴定，代表客户到拍卖场所竞标古董，得标之后，财务

顾问还会帮客户用古董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再用借款投资生利。此外，近年来瑞银集团还对私人理财业务

进行了整顿，让客户无论在香港、纽约还是在苏黎世都能享受整齐划一的服务。  

  瑞银集团的触角已经伸到了世界各地。对所有的被收购方都直接针对各自国家的高端客户。比较重要

的几次收购行动包括：2003 年 7 月，瑞银兼并了劳埃德银行在法国的私人财产管理业务；2003 年 10 月，

美林银行德国分部的私人财产管理业务划归瑞银旗下；2004 年年初瑞银一次买进两家英国私人财产管理

机构--Goodman Harris 和 Laing & Cruickshank。而美国运通在卢森堡的私人银行业务也已落入瑞银手

中。  

  瑞银集团目前正在进行的并购并不是没有风险，随着它对国外机构并购数量的增加，它必须解决后者

对它的信任问题,而且它还面临来自花旗、汇丰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压力。毕竟，30 万亿美元对于

任何银行来说都是一个让人垂涎的巨大市场。以至于很多银行的经营策略都已逐步从零售业务转向了财产

管理。花旗银行去年甚至已经打出“花旗银行等于财产管理”的广告。而财产管理中的高端客户群更是成

为几家国际金融巨头近几年来争夺的焦点。根据毕马威国际会计事务所 2003 年对世界 186 家著名金融机

构做的调查统计，1/3 的被调查银行表示将在今后 3 年里加强私人财产管理业务，至少兼并一家财产管理

机构。银行兼并活动的首要目的是扩大市场份额，其次才是提高营业额和信息的合并。被调查的 30 家瑞

士金融机构中，有同样意愿的银行高达 60%。但像瑞银集团这样一年时间兼并 5 次，实在也是绝无仅有。

  

  负责收购事项的瑞银财产管理公司董事会成员马塞尔·罗纳表示，欧洲私人银行理财业务年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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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高达 35%，年均盈利增长 12%到 15%，远优于一般的零售银行业务，不过由于连续收购，瑞银的财产管

理业务目前并不盈利，去年瑞银集团欧洲离岸私人银行业务还亏损了约 1.86 亿美元，根据最乐观的估计，

瑞银在此项业务上盈利也要等到 2006 年底。不过首席执行官 Wuffli 表示：私人理财本来就是“一个需要

长期承诺的业务”。马塞尔·罗纳也表示，集团并不后悔之前进行的一系列收购行为，因为从长期来看这

有利于巩固瑞银在欧洲私人财产管理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并很好地应对行业竞争对手的挑战。 

1.8 瑞银的全球品牌推广策略 

  并购后的整合：“one UBS”  

  瑞银集团为了加强和客户及媒体的联系，其公司网站包括英、德、法、意大利等四国语言。尽管在《瑞

士商业月刊》的调查中，“UBS”是该国管理最佳的公司品牌，但该公司在欧洲以外的北美和亚太地区的知

名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收购普惠不仅使瑞银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品牌知名度从 2000 年的不到 10 个百分

点上升至 2002 年的 40%（在个人富豪中）、55%（在机构客户中），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该公司在美国的团

队发展，和吸引了优秀人才加盟。  

  瑞银集团为了简化品牌形象，向客户更准确地传达整合业务模式，提高市场推广效果，在对分布于 1

4 个国家的机构和个人客户调查后，2002 年 11 月宣布该公司自 2003 年 6 月起正式启用“UBS”作为旗下

机构全球统一的品牌标识，覆盖所有主要业务部门。至此，集团旗下瑞银华宝和瑞银普惠分别更名为 “瑞

银投资银行”（UBS Investment Bank）和“瑞银财富管理公司”（UBS Wealth Management），“华宝”与

“普惠”两大环球金融市场上著名机构的标志从此消失；而针对细分目标市场的特定品牌（例如 O'Conno

r）则予以保留——强大的品牌形象成为瑞银组织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化品牌策略：“You and us”  

   近年来，随着并购交易的增多，环球金融机构的品牌呈现“单一化”的发展趋势：全球性银行集团，

花旗、汇丰控股、瑞士信贷等，都在收购完成后进行品牌重建；摩根大通也从 2005 年 4 月起将著名的资

产管理品牌“富林明”（Fleming）从其下属基金公司名字中去除，只有区域性银行，例如苏格兰皇家银行

等，保留了多品牌策略。  

  理念的超越：挚友的问候  

  “瑞银与您，环球伙伴，同步一心。”——“You and us”的品牌推广主题突出了瑞银集团以客户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和运用全球业务资源提供个性化金融解决方案的承诺。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员工和客户

的偏好多样性，瑞银特地设计了 7 种不同的电视和平面媒体广告实施方案。不同于传统银行广告中单纯推

销金融机构的具体产品和服务，“You and us”的主旨希望体现的是瑞银和客户亲密无间的信赖关系和强

大的公司资源。同时，广告语的声音也力求人性化。  

  [编辑]对地区性差异的把握：提高亲和力和认知度  

  在理念确定后，瑞银的广告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客户的文化差异和需求来专门设计，比如英文广告

语就安排了美国口音（面向美国）和英国口音（面向美国以外市场）。文化和语言的差异给“You and us”

的品牌推广带来相当的挑战：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瑞银的品牌推广也面临复杂的局面。调查显示，

由于含义容易混淆，日本人非常不喜欢用片假名音译外国语言；因此面向日本市场的宣传语会另外设计与

发布。瑞银执行董事、亚太区品牌管理主管黄颖欣指出，在日本的推广活动中，客户与公司关系的设想必

须得到对本地市场承诺的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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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瑞银集团在中国 

  瑞银集团的中国业务在欧资投行中开始最早。早在 1965 年，瑞银就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成为第一

家在亚太地区开设分支机构的瑞士银行。1985 年，该公司开始在内地开展企业融资业务，如 1987 年，瑞

银华宝作为全球经纪人，为中国银行发行了第一笔欧洲美元债券；瑞银华宝企业融资部主导了中国首次 B

股发行（电真空）、第一家和第二家中国海外可转换债券的发行（中纺机和南玻）和首次 H 股的全球二级

配售（仪征化纤）；瑞银华宝项目融资部还担任了中国第一个 BOT 项目——广西来宾的中方财务顾问，该

项交易获得《金融亚洲》1996 年最佳项目融资奖。  

  瑞银在 QFII 与中国证券研究领域优势明显：2003 年 5 月，瑞银成为在华首家取得 QFII 资格的境外

投资机构。在已获批准的近 30 家 QFII（总额 40 亿美元）中，瑞银凭借拥有的 8 亿美元投资额度高居榜

首。  

  2004 年 2 月，瑞银把投资策略部主管洪树坚提升为环球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区主席，彰显“集团所有

业务将以中国为核心市场的决心”。瑞银债券及利率衍生产品中国区主管金纪湘指出，从全球来看，该公

司最大的客户群是保险公司。随着中国保险市场的快速成长，瑞银将提供国际投融资全方位的服务。此外，

瑞银在内地的第一家分行——北京分行于同年 8 月开业。2005 年 2 月，瑞银北京分行又获准经营衍生产

品交易业务。该行广州代表处也于 6 月正式设立，作为瑞银在华南地区的业务联络总部。  

  中国证监会于 2005 年 4 月批准瑞银集团通过购入深圳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的股份，与国家开

发投资公司控股的国投弘泰信托投资公司组建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更名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

金为 1 亿元人民币）。这也是政策放宽后内地基金市场上首家外资持股达到 49％的基金公司。随着中国市

场的进一步开放，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国投瑞银将开展更多的投资管理业务，包括养老金管理等。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将会为新公司的业务拓展带来更多机会。  

  2005 年 9 月，瑞银重组北京证券的方案获得国务院审批通过，拟出资 17 亿元人民币，收购北京

证券 3 亿股份，在重组后的新公司中瑞银持股比例将达 20%，这使得该公司成为北京证券的第一大股东。

瑞银因此成为首家通过直接收购获得内地证券综合业务牌照的外资公司。瑞银环球资产管理主席兼 CEO

费冠恒（John Fraser）预计，未来 20 年，中国将成该公司最重要的市场和收入来源。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瑞银集团的概况，你可以访问瑞银集团官方网站：http://www.ubs.com/ 

 

第二章 瑞银集团网申、笔试资料 

2.1 刚做完 OT 感想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2498-1-1.html 

很多了人都写了感受了，估计我是最晚做完题目了。。不过我也写写吧 

 

刚做完 OT，做之前把论坛和百度文库里找到的题目都看了一遍，谢谢各位的贡献了！！！！ 

做得时候发现有很多重复的题目，谢天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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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发现了三道没见过的，不知道是不是新题目 

当时太紧张没有截图。。。sorry 

 

不知道 hr 是如何评估的，也算是尽力而为了，我也把我看过的资料整理链接放在这里吧。 

 

附上百度找到的题，碰巧我做得里面有出现。。大家也可以多搜搜百度。。 

http://wenku.baidu.com/view/44029700e53a580216fcfea4.html?re=view 

 

论坛的帖子：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 ... 6orderby%3Ddateline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 ... 6orderby%3Ddateline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 ... 6orderby%3Ddateline 

 

 

 

2.2 20160907 新鲜笔经，附我做的 Nu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9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2691-1-1.html 

第一次发帖有些紧张 

 

就在刚才我在学校对面的咖啡厅做完了三天前就给我发的 OT 邀请。 

这几天一边看 CPA 一边没事的时候准备这个，一开始没好好看邮件，看到论坛里其他人的笔经才知道竟然只有 N，

没有 L 

于是看了许多 N 的题目。 

 

我申的是 2107talent 那个，具体叫啥忘了。。申了太多家了。。 

题目为 25 分钟，18 道题。时间妥妥的够啊，大家不要着急，最好做完每道题在检查一下，每道题做两遍时间也

够真的！ 

我做完了还有 8 分钟，哭哭！可是也不能回去检查了！哭哭！ 

 

题目内容有电话公里数那个、三个季度销售额那个，剩下的不记得了，反正都是常规简单的题目，而且都是些老

梗。 

之前有算汇率的题目，但是英国脱欧了估计老题都不能用了，所以我一道汇率题目都没有。 

 

总之题目简单，时间够用。大家把精力用在别的事上吧，这个真的不用付出太多精力，真的。 

附件是我做的题，祝大家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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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6 08 24，Online test 刚做完，就提醒一句：做真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8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1353-1-1.html 

今天早上做的 online test，只有 N 部分，25 分钟。 

正式开始前有 15 分钟去做 8 道练习题。结果 8 中 8 。。。也比较简单 

 

正式开始做，很多都是历年真题。仔细做一遍历年真题，心中有数，就问题不大。 

 

系统邮件提示说:If you did well, our recruitment team will take a look at your application and contact you soon. 

So, if you don't hear from us immediately, don't worry: it's because we're still considering your application. 

 

 

边工作边准备。攒人品，发新人贴，希望帮到大家，也希望自己能走的远一点，当做经历也算是不错的。 

 

https://pan.baidu.com/s/1i4Op89Z 

需要真题的请自行下载哈，邮件是在回复不过来。论坛里面也可以搜到。感谢前人栽树，这份资料看了两遍。 

 

 

大家加油！ 

 

 

 

  

2.4 2016/4/13 在线测评刚做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4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8674-1-1.html  

 

numerical 计算题都是原题 基本没变  做完 18 道题后还剩 8 分钟   但是要仔细看题  问题会有一点变化  题目都

是和论坛的题库一样的  所以要先熟悉题目是很重要的 

logical  我不知道你们随机抽到的题是怎么样    我的题目跟论坛的找的题目 基本差不多  有一道新题 没见

过  其他都是原题  逻辑题是刚好做完 时间是刚好       

 

2.5  瑞银 OT 2016-03-31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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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867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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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7219-1-1.html  

 

踩着截止日做完测试，逻辑推理和数学推理几乎全部原题，最多各有两道新题，而且特别简单，建议大家搜索坛

子里的瑞银应聘大礼包，题目全部包括在内，而且数字都没改。如果认真把礼包里的题做完，时间会特别充裕。

因为九成以上是原题所以没必要截图了。最后祝各位取得好成绩！ 

 

2.6  新鲜热乎的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4819-1-1.html  

 

刷了三四天论坛里的题就去做了，好多原题啊！！而且时间绰绰有余，特别是 NUMERICAL，一开始还紧张得要命，

只要好好刷题库一定没问题的，LOGIC 的刷几套题下来思维也就自然形成了。 

不用太担心，good luck to everyone! 

2.7  刚做完 logic 考试来回报坛子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2915-1-1.html  

 

logic 实际的题目比 pratice 题目要多好多  大家要注意时间然后快点做。我最后做到脑袋都懵掉，后面几个都乱选

的 

 

2.8  2015.11 OT 部分截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7218-1-1.html  

 

申请 2016 Summer Intern，压着 DDL 做完了网申和 OT。发送部分截图攒人品~ 

 

UBS OT 2015.zip 

635.42 KB, 下载次数: 212 

 

UBS OT 2015.zip 

635.42 KB, 下载次数: 134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7219-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4819-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2915-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7218-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zODE3fDU0N2Q4NTBhfDE0NjQ3Njc4MjN8NTQzNjA5M3wyMDA3MjE4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zODE2fDAyZDhiOWJhfDE0NjQ3Njc4MjN8NTQzNjA5M3wyMDA3Mj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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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15 年 10 月 31 日 刚做的 UBS 几道 Logic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7271-1-1.html  

 

刚做的 5 道题=  =其他的有的是之前出现了 还有的是时间紧张 忘记截图了= =希望能帮到大家。。 

 

UBS2015.10.31.zip 

427.73 KB, 下载次数: 523 

 

2.10  20151026UBSOT 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3815-1-1.html  

 

UBS 的题都不难，做 N1，N2，N3 练习题就足够了，确实是比四大的 OT 要简单，num 做完最后还剩五六分

钟，logical 做完还有 10 分钟。。。 

我有些题是我之前没见过的就放在附件啦 

顺便想问下大家这道题是怎么做的呢~？ 

 

感 觉 除 了 箭 头 方 向 以 外 ， 位 置 的 变 换 不 太 好 找 规 律 呢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7271-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yNDMyfGFiNmRiMDUzfDE0NjQ3Njk3MTl8NTQzNjA5M3wxOTk3Mjcx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381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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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S 新题.doc (620 KB, 下载次数: 397)  

2.11   log 题库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3112-1-1.html  

 

今天考完 ot 攒人品分享一下自己吐血整理的 log 题库，附有答案 

弱弱问一句，大概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的 ot 挂了没，做得时候感觉不太好估计要了挂吧 

 

希望各位考试顺利吧 

 

http://pan.baidu.com/s/1mgw8HBU 

2.12   2015/10 月 22 号 新更正一道 NUM 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1864-1-1.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xODM1fDExOGFjYzZkfDE0NjQ3Njk3MjF8NTQzNjA5M3wxOTkzODE1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3112-1-1.html
http://pan.baidu.com/s/1mgw8HBU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186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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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才写在线测试，好晚啊，不过谢谢之前大家发的题目还是比较准的，重复率比较高，时间 NUM 绝对够的。 

Logical 的话其实是要思考一下，70%的论坛里的题目有 COVER 到。大家要好好做哈。（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败在了小细节上，还自己在这开心着呢^^） 

今天在做 PRACTICE 的时候，有一道题，不知道有么有人说过，但是我一开始按照人家答案写的，选 400，系统

说是错的。 后来选了 cannot say. 说我做对了。系统说的对，那就是对的！！！其他的题目正确率还比较高，这个

比较容易错，所以我觉得这题需要说一下。 

 

欢迎讨论！ 祝大家找工作顺利^^ 

题目.png (172.39 KB, 下载次数: 41) 

例题 

 

 

2.13  UBS 今天做了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1221-1-1.html  

 

今天做了 UBS 的 OT，申请的比较晚，已经截止了才做  

选了中文，总体比较简单，N 的部分可以提前答完，L 时间也是够用的，感觉比四大的简单不少。。。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xMzQ3fDBjZGJlZTcwfDE0NjQ3Njk3MjR8NTQzNjA5M3wxOTkxODY0&nothumb=yes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122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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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一看以往的题目就行，没什么变化，附件是我看过的资料，需要的自行下载吧~ 

在论坛第一次发帖，借论坛神力攒 RP 了，期望今年校招有个好结果吧，大家加油！  

 

UBS 2016 Oct - Num.pdf 

1.64 MB, 下载次数: 890 

 

2.14  UBS 2016 Oct Logic + Numerical 网测真题刚做完 logic 考试来

回报坛子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0344-1-1.html  

 

在这里感谢各位前辈分享的网测真题！！! 

这是刚刚做完的真题，反馈给 yingjiesheng！ 

网测只要练习多几次就好了，逻辑最后有三道新题请参阅 （漏了一题，抱歉了，但是是旧题）。 

最后祝各位成功！睡觉去了 zzzzzzz 

 

UBS 2016 Oct - Num.pdf 

1.64 MB, 下载次数: 2289 

 

UBS 2016 Oct - Logic.pdf.zip 

2.79 MB, 下载次数: 2128 

 

2.15 10.18 新出炉瑞银逻辑新题三道另付我自己纠错过的 N 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2915-1-1.html  

 

正式做题之前下载了应届生上诸位前辈的总结，在正式做之前练习了一会，还是很有用的，做的时候发现三道新

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另一个是我下的 NUM 资料，但是感觉有些好像不太对就自己改了几个答案，和大家共勉！ 最后求人品哈哈！  

 

1018逻辑新.doc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xMjA3fDkyZjQ4ZWI2fDE0NjQ3Njk3MjN8NTQzNjA5M3wxOTkxMjIx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0344-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xMDIwfDA4MmU5NDVkfDE0NjQ3NzAwMzN8NTQzNjA5M3wxOTkwMzQ0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xMDIxfDRiZWQ1NjlmfDE0NjQ3NzAwMzN8NTQzNjA5M3wxOTkwMzQ0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2915-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wOTM3fGMwZTUwNGY4fDE0NjQ3NzAxMzh8NTQzNjA5M3wxOTg5Nz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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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5 KB, 下载次数: 1633 

 

shl num.rar 

2.76 MB, 下载次数: 1456 

 

2.16 2016 新出炉 OT，附三道新逻辑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4899-1-1.html  

 

刷了好几天的题，今天终于做了 UBS 的 OT，数学部分没啥特别的，25 分钟 18 题，我遇到的全是之前大家总结

过的，所以时间肯定够，只要认真算一遍没问题。逻辑部分遇到大概三道新题，其实时间也够，但我当时遇到新

题有些慌张，有一题就没看清提交了，其实做完全部题后还剩时间，大家一定要分配好时间，既不能在一个题上

面花太久，也不能仓促提交。下面是我照的三个题，我选 ACB。 

就是不知道 UBS 下一步是什么了，目前只收到做完 OT 的确认邮件，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人收到 interview 啥的。。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wOTM4fDc0MjM0NTY2fDE0NjQ3NzAxMzh8NTQzNjA5M3wxOTg5NzI0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489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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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2016ot 做完分享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9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4390-1-1.html  

 

之前用了好多大牛整理的资料看了两天，所以回来攒攒 rp 希望自己能过吧。 

numeric 部分不难，有几道题都有印象，比如人口 GDP 还有 Operating cash flow 之类的，不过 lz 不记数字的不

知道是不是原数。所以大家还是自己按按计算器，时间还算充裕。原谅 lz 太紧张也不会截屏。 

logic 部分也眼熟很多，有几道一看就眼晕的。别浪费太多时间，lz 是压着最后一分答完的，也不知道结果如何。 

另外有筒子知道它什么时候发邮件告知结果么？目前还没收到。 

最后希望大家都多做做坛子里大牛整理的题，克服紧张。不过刚打开的一瞬间还是手有点抖的哈~深呼吸然后仔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439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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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题，容易有很多陷阱。 

至于中文还是英文的问题，貌似可以选中文，不过 lz 用的英文，之前看坛子里有筒子说怕中文翻译有差别，而且

练习题都是做的英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选英文吧。 

最后的最后，大家 good luck 

2.18 2016intern 笔经攻略新鲜出炉！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9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1564-1-1.html  

 

首先不要被瑞银的邮件坑了，本人本着不到最后一个天不笔试的原则，虽然邮件说 within 8 day 

然而其实真的大概只有 5、6 天就下达最后通牒了，所以不要像我一样太天真以为就是只要第 8 天做就好。  

时间方面，也不要被坑啊  

其实 Logical 是 24 题，共 25 分钟；Num 是 18 题，共 25 分钟。注意哦！可以中文答题！可以中文答题！可以中

文答题！ 

还有邮件上说什么每部分 45 分钟简直是坑人的好吗！  

恩恩，还好时间非常充足，其实也就是昨天开练笔经。 

Logic 比较多考到那些，上一个图是外圈，变成下一个图的小圈；或者上一个图是小格子，变成下一个图的正方形。 

貌似做了好多都是这种，建议坛子多联系一下！ 

SHL 的试题感觉都大同小异，之前申请四大也刷了无数遍这样的题，所以总体感觉还行。当然，不要过于轻敌。 

难度的话，相信我，只要好好练笔经绝对没有问题！！！我做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新题，哦哦！ 

还有，论坛里好好看一下 2016 年新题那些疑惑的帖子，有些坛子解题思路真的好棒！ 

因为有好几道题，我都不大理解，然而翻一翻手上刚练的试题！竟然一模一样有答案。 

好吧，像我这么懒的人，直接算都不算，请不要学我。 

好吧鉴于前人的强大经验，我想说具体 N 和 L 的试题，请到这个强大的帖子下载！ 练好里面的肯定没问

题哦！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8274-1-1.html 

2.19 新题 logic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9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0600-1-1.html  

 

多数还是 往年题  就几道新题，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156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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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来得截图，就这个一个，希望对大家有用。 

1.png (0 Bytes, 下载次数: 28) 

 

 

 

2.20 今上午刚做完 2016 年的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9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0600-1-1.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4NTk2fGY1YWQ2MzBmfDE0NjQ3NzAxNDZ8NTQzNjA5M3wxOTgwNjAw&nothumb=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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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天国翼风 于 2015-9-11 12:01 编辑 

 

攒下人品 简单说一下我今上午刚刚做完的 2016 年的 OT： 

 

首先，logical 部分，时间有点紧，没来得及截图，大体说一下情况吧。我考的题型在论坛里见过不少，有的换了

问法，差不多有 8~10 道是新题，有的简单有的需要时间考虑，个人感觉偏难吧，论坛里的题目要做，然后要有

个好的状态，状态很重要！ 

 

其次，numerical 部分，往年的题干，可能换了换问法。 

 

最后祝大家测试顺利！ 

 

2.21 2016_UBS_网测新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9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9055-1-1.html  

 

刚刚做完 UBS2016 网测。 

需要提前练习的资料只要把论坛里 UBS 历年网测题做一遍就没问题，这个资源很多，大家很容易可以搜集到。 

 

上传三个 Logical 新题供 2016 后面网测的童靴。 

 

另外我自己总结的 Logical 的几条规律超级实用和省时，供大家参考： 

135/246 原则：135 图有规律可循，246 图有规律可循； 

14/25/36 原则：1 和 4 是对应的，2 和 5 是对应的，所以 6 的样子只要看 3 就可以做出来； 

12/34/56 原则：和上面一样，所以只要看 5 就能推出 6； 

123456 原则：就是按顺序变了 

 

新题：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905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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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题由 吃吃 于 2015-9-8 17:48 设置高亮 

2016_ubs_new logical1.png (19.72 KB, 下载次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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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016GTP 网测 Logic 新题&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9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8274-1-1.html  

 

先说一下经验。。 

开始申的时候其实迷迷糊糊的，把 resume 和 cover letter 传上去，然后把那几道 open questions 随便答了一下就

提交了……后来才知道 open questions 貌似很重要！！！_(:з」∠)_ 

大概两天后收到了 UBS 的网测邮件 

当时糊里糊涂的点开链接，看邮件里建议先做练习，但是链接实在是太慢，于是就尝试在度受上搜索了一下 UBS

的测试题……呵呵呵不搜不知道一搜真是吓一跳，居然有辣么多资源！！！ 

资源几乎全是应届生 bbs 上的！谢谢之前的前辈们的分享，所以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本来打算打开就做的，看到那么多经验贴说建议先做练习，于是就默默地关了网测页面。。。开始上网下载各种资

料_(:з」∠)_ 

做了四五天。。这几天几乎没干别的，天天对着电脑看 logic。。num 部分也看了看。。 

刚刚终于去做了。。。结果还是遇到了好多新题简直哭瞎了 QAQ 

因为怕时间不够，所以题目没有都截下来，截下来的这几道是我之前在题库中没有看到的，然后还有两道也没看

到，但是没有截下来，实在有点紧张。 

N 部分 18 道题基本都是原题，考了能源部分、两个电话公司那个、地理问题、汇率和某公司营业额等，印象不全，

但是全是原题，最多换了个数，所以还好。 

L 部分 24 道题，难易程度不等，有好几道新题我开始一看都有点蒙，但是也都耐下心做了，只是不知道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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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的 A 

 

这几道题，说是新题，其实都出现过类似的，只是图形不一样，但是规律大差不差。 

我的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答案，只当参考可以，不要当真。。 

最后谢谢应届生论坛。。。我估计我是跪了。。。 

还有决定正式测试之前忽然发现自己好像申错了岗位。。。并不知道 client solution 是什么→_→ 

所以。。对后面收到电面不抱太大希望了。。 

祝大家好运！ 

以及本来想传我用的所有资料。。但是论坛最大允许 2MB。。我下载的资料是 26MB 左右。。。 

 

忽然想起来我们还有度受网盘这种高端的东西！！！邮件真是发不出去啊 GMAIL 在国内很难用（还有那个叫我哥的

我不是哥→_→）！哔了狗。。发了一半才想起来好像可以用网盘。。。请原谅我这低成狗的智商。。 

度盘地址：http://pan.baidu.com/s/1o6tJcfC 

没有提取码！没有提取码！没有提取码！重三 OK！ 

去下载吧小伙伴们 w 给你们爱的鼓励。。我先衮了~挥！ 

 

2.23 SHL Logic 难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810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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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做了几套 SHL 的逻辑，有两道题怎么也解不出来。求大神们的解题思路！ 

 

谢谢大家！  

 

Screen Shot 2015-03-29 at 2.11.25 pm.png (0 Bytes, 下载次数: 2) 

第一题 

 

Screen Shot 2015-03-29 at 2.11.12 pm.png (41.07 KB, 下载次数: 0) 

第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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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下移左移循环 

    Q2，同理 

 

2.24 UBS Uk competency based interview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2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3053-1-1.html 

 

Questions, 15 min 

why ubs?  

why banking? 

tell me when you failed to meet the deadline. 

if i gave you 1M dollars, what would you invest? 

give me an example when you led a team.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us? 

 

I had it two weeks ago, informed pass one week ago.... going to the assessment centre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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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还没做网测的一定要看 刚做过的 UBS numerical + logical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1102-1-1.html 

 

刚刚做了 UBS 的 numerical 和 logical。Numerical 部分和其他外资比较像 但是题比较新，是我目前从没见过

的题目。大概 25 分钟 20 道题目，具体数目不记得了，大概一个图有 3-4 个问题。相比其他外资，UBS 的 numerical

非常的注重计算，有的需要三步才能出结果。我大概提前了 3 分钟结束的这部分。 

对于 Logical 我真的挺无语的。我在做这个之前刚刚做过从 BBS 上下的 logical24 道题目的题库，但是在我的 test

里面只有不到 5 个是题库里有的。我做过较多外资的 Logical 但是 UBS 是我做过的最复杂的 目前没有之一！25

分钟 24 道题目，后面三个连选都没有时间选，19 20 两个 丝毫找不到规律。我做 3 年前 PWC 笔试的 logical 的

时候很淡定提前好久做完的，今天彻底被 UBS 折磨了，有的根本毫无规律！还有 UBS logical 非常喜欢考重叠。 就

是两个或者 3 个同时以各自的规律变化；尤其某一个形状，以/为例，他可能每次动一格 也可能隔一次动一格 也

可能第一次动一格 第二次不动 第三第四又动。。。这尼玛到底是什么规律！看缘分答题目吗。。 

给后来人的忠告：如果对自己实力有信心，却偏偏碰到了自己完全摸不清的题目时，果断放弃，别连蒙的时间都

不剩。 

还有 UBS test 的界面字非常小！我放大了百分比但是又被自动缩回去了。。。尤其做 numerical 的时候 小的程度

让人想要暴走。。。有的时候缩放到一定比例 笔画不就会变得不直吗 （你懂的 我的描述。。） 那个界面上的字就

有这个趋势。。。 

最后 good luck 我估计炮灰了。。 

 

2.26 SHL-Logical-讨论几道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7505-1-1.html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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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截图 20141122224450.png (229.97 KB, 下载次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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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 吧？ 

第一题看每行黑正方形的移动，第一行 1，2，2,3,3，那接下来应该回到 2，第二行和第三行以此类推。 

第二题黑箭头逆时针旋转 90 度，180 度，90 度，180 度，白箭头顺时针旋转 90 度，180 度，黑球不知道是怎么

回事。。 

第三题箭头自身顺时针旋转 90 度，同时在方框内逆时针转动。 

 

2.27 logical 两道新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3396-1-1.html 

 

做完了 online test～numerical 好像没什么新题，logical 就两道新题，整体都挺简单的（如果我做的是对的

话....1.c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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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自己总结的关于 Logic 的一些 TIPS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9683-1-1.html 

 

一、格子内有两个不同的图形：分别看这两个图形的移动规律，比如方向、移动到第几个格子，记下来。最后组

合在一起。 

二、点与点：1、看点与点的乘积是否一致。2、某部分点的旋转，旋转后某部分点会不会减少或增加。 

三、点与图内其他图形的关系：1、点对应图内某图形所在的位置。2、点对应图内某图案的数量加减。 

四、边数 

五、不确定的，先看答案选项。排除与题目已经出现的图案相同的选项（一般是错的）。剩下的几个图案，找出

其中的异处，从这里入手回题干找规律。 

六、对称。1、注意可能是一、三对称，或者一、四对称。2、可能是图案对应数量关系的对称。如 123321 等。 

七、注意看格子里每个图案的颜色有几个，比如一般是 1 黑两白，或一白两黑，这个也可以在题目做完后 check

一下。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968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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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页 共 79 页 

八、两个或三个图形一起看规律。 

九、箭头。出现多个箭头，先以一个箭头为准看比较快。找出箭头对应哪些关系。 

十、图形边框变形问题。个人建议外围写 3，中间写 2，内部写 1，然后记录变化情况：3-1,2-3,1-2.类似。注意，

边框变形可能会隔一个图形变。 

 

拖到现在才把 OT 做完也是醉了- -Logic 遇到新题，然后来不及做两题，没抱希望了。 

总结点经验留给后人，也算是这段时间在应届生找资源的回报吧。 

 

2.29 2014.10.30 刚出炉的 numerical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8022-1-1.html 

 

赶着 deadline 交了网申又赶着 deadline 交了 online test， logical 没有遇到新题但是感觉时间刚够就没有来得及截图。 

numerical 也没有新题，感觉时间非常充足。 

 

对了，提一句 SHL 的系统，幸亏我还留了点时间，不然这个服务器怎么都登录不上，chrome 不行，IE 不行，把我急坏了。最后竟然还是

360 给力啊。 

 

不知道瑞银整个招聘流程如何？ online test 过了之后是什么，有人知道吗？笔试还是 AC 啊？ 

 

 

 

 

UBS 10-30 Numerical.pdf 

900.1 KB, 下载次数: 1491 

2014-10-30 UBS Numerical 

 

 

2.30 【10.29 日做完 OT】攒人品帖子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7734-1-1.html 

 

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数字题目，一个是逻辑图形题，可以选择中文。时间很充足，大家不用紧张，分享一些我看过的原题。 

 

2011_UBS_网测逻辑题答案及详解.pdf 

256.4 KB, 下载次数: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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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TEST1.rar 

2.89 MB, 下载次数: 270 

 

shl num.rar 

2.76 MB, 下载次数: 273 

 

UBS Logic new.doc 

462.55 KB, 下载次数: 245 

 

UBS_2013_Logical.doc 

1.06 MB, 下载次数: 282 

 

 

2.31 刚做 OT,发几题 logic 新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6867-1-1.html 

 

刚刚做完 OT，发几题我没在大家发的 logic 题库里看到的，也可能是旧题但是我没有看到哈, numerical 我遇到的都是旧题，大部分是换汤不

换药的那种，谢过论坛上无私分享的各位~~~祝大家好运~~ 

 

file:///C:\Users\ylrsj\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82855806\QQ\WinTemp\RichOle\FUI}YCEIS{9X6SSV9~G7))8.jpg 

 

 

2014logic 新题.doc 

382.5 KB, 下载次数: 812 

 

2.32 作为新人的第一帖——谈谈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6108-1-1.html 

 

网申结束后受到了 UBS 投递过来的 Online Test,相信绝大部分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收到后开始在论坛里寻找

各种资源，首先很感谢各位好心人的分享，基本上我很容易就找到了 11-14 的 numerical test 试题，logic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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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很多，我找了 3 套下载，这里我就上传了，因为都是论坛首页里有的，所以就不重复，发帖主要是为了分享

一下我的做题心得。我是在 10.23 号完成的 OT（本来想当天下午发的，结果弄别的之后就忘了，才想起来，看还

有一点用就发了，就当是分享），21 号收到的链接，其实也就稍微准备了一下而已（有 8 天时间做，所以大家不

需要着急）。期间我总共完成了大概 2 套 NT,3 套 LT，相信相比很多人算少的，但是这个测试过程我都是非常流畅

的做下来了，应该错误在 1-2 道之间。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归纳题型！ 

先说 LT，总结下来主要就是形状的里外变换，图形的有规律移动，以及颜色数量的有规律变化，以及一种比较特

殊的分层。这里着重说一下分层，特点是通常有一根线作为分割，使得图形以上部或下部指示变换。 

所以 Logical 并不难，但大家要记得一般从前 3 张找到规律，后 3 张只是规律的应用。 

然后是 NT，这部分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计算不难，大家都会，主要是审题和阅图，做到图和题对应就行，其

次就是一定要多做，多熟悉，熟能生巧在这非常重要。 

就说这么多吧，希望大家能做到自己最好的，顺利通过，也希望我能收到去面试的通知。  

 

2.33 20141028 online assessmen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5808-1-1.html 

 

刚刚做完的。 

嗯 pad 照的不是很清晰，见谅。 

后附答案，如果错，望指正。 

 

大家加油～ 

 

online 

本主题由 oocl 于 2014-10-28 22:04 审核通过 

 

UBS-1028-log-practice.pdf 

1.04 MB, 下载次数: 904 

 

UBS-1028-log-test.pdf 

825.29 KB, 下载次数: 908 

 

UBS-1028-num-practice.pdf 

333.64 KB, 下载次数: 697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580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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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misc&action=viewthreadmod&tid=1895808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5NjE2fDFjOTA4ZDA5fDE0MzIxODQ3NTh8NTIxNzI2M3wxODk1ODA4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5NjIwfDJjNzRiOGNmfDE0MzIxODQ3NTh8NTIxNzI2M3wxODk1ODA4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5NjE4fGZhZWJiMjhkfDE0MzIxODQ3NTh8NTIxNzI2M3wxODk1OD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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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1028-num-test.pdf 

1.57 MB, 下载次数: 1337 

 

2.34 20141026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3965-1-1.html 

 

LZ 是压着 deadline 交的网申，第二天收到了 OT，所以说明只要在 DDL 前交掉网申，OT 是可以在 DDL 后

做的~ 

NumericalLZ 复 习 的 是 HSBC 的 题 库 ， 没 有 新 题 ， 资 料 大 家 可 以 看 这 个 帖

子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8428-1-1.html； 

Logic 是把坛子里所有 Logic 的题目刷了一遍，包括各种求助贴，做的时候遇到了 3-4 题新题。 

总的来说 Num 和 Log 时间还够，就先写辣么多，求进下一轮 QAQ 

 

2.35 2014-10-20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9986-1-1.html 

 

刚刚做完的 OT，数学 25 分钟 18 道题，不难，题型和题库里的基本一致；逻辑 25 分钟 24 道题，有几道真的不会  

 

详见附件~有几道题一紧张忘记截图了  

 

Logical 20141020.doc 

1.72 MB, 下载次数: 826 

 

Numerical 20141020.doc 

959.5 KB, 下载次数: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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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2014 UBS logical 新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8433-1-1.html 

 

今天刚刚做完 UBS 的 online test~ 感觉 logical 部分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之前很有必要把题目都熟悉一遍。感觉题库的重复率也不是很高。

附件里是我整理的一份 2014 logical 新题，大家加油啦~  

2014 

 

UBS 2014 logical.pdf 

703.55 KB, 下载次数: 2419 

 

 

2.37 UBS 新题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3396-1-1.html 

 

 UBS-new logic.pdf (265.49 KB, 下载次数: 832)  

 

最后一题碰到了个新的，胡蒙的，望各位指点 

 

 

2.38  刚刚做完 2015 ot，附上两个 num 新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3263-1-1.html 

 

我一路 next 下去，当准备返回截图，修改验证时，既然回不去了。 

而且很多新题，分明是不让截图的节奏。 

 

logical 新题很多，但是套路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而且 

本主题由 吃吃 于 2014-10-9 15:50 审核通过 

Untitled1.png (32.44 KB, 下载次数: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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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tledb.png (29 KB, 下载次数: 60) 

 

 

 

第三章 瑞银集团面试资料 

3.1 2017 Corporate Center 第一轮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2 日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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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2194-1-1.html 

楼主是四天前接到 UBS 的电话安排电面，于是昨天就准时拨过去开始了电面。面试官是一男一女，应该都是

Corporate Center 里面 CEO office 的。面试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自我介绍+面试官提问+向面试官问问题 

第一部分： 

楼主自我介绍用的英文，所以接下来的部分面试官就默认都用的英文...说了五十分钟英语到最后真是口干舌燥+

欲哭无泪.... 

自我介绍完男面试官问了楼主 Why UBS, Why Corporate Center 这两个问题，前一个楼主答得还可以，因为真的

是很喜欢他们家，但是后一个答案，面试官一直说觉得楼主背景更适合做 front office，所以一直再追问楼主申请

back office 的真正原因...感觉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好， 最后也没能说服面试官 TAT 

第二部分： 

主要是男面试官提问，问了一些关于 teamwork, leadership 有关的 behavorial questions，比较发散，经常是楼主

例子里面提到了某个点，面试官就会接着这个点继续延伸到其他问题，感觉压力还真是有点大...这部分楼主感觉

被问了至少有 10 个问题，但很多都是根据例子衍生的，很难提前准备。楼主面的时候也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偶尔有反应不过来的例子，面试官也会很耐心地解释，或者给一点思考时间，所以觉得 UBS 的人真的都蛮 nice

的~ 

第三部分： 

楼主问了面试官觉得哪个 quality 对这个岗位最重要，面试官好像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了一下 UBS 的 core 

capabilities，然后给了点 feedback 给楼主，然后面试就结束了，大概 50min 左右。 

总结： 

楼主因为一开始脑子有点懵自己选的英文于是接下来快一个小时就都说的英语....现在想想真想拿快板砖拍自

己....不知道正常情况下是半英半中还是全中，建议大家慎重选择语言~ 

Behavioral question 应该每个人碰到的都不太一样，建议最好面试前多准备一些相关的例子，到时候看哪个相近

就可以套进去说~ 

楼主觉得有点遗憾的还是第一部分没有答好 Why position 的问题，其实这是楼主的第一个 IB 面试所以真的很珍

惜，也很喜欢 UBS 家，而且楼主自己并不是很喜欢 front office 的工作。但是可能由于语言问题加上当时被面试

官 challenge 了一下，所以没答好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不知道楼主的 UBS 之旅会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止步，因

为面试官有明确说觉得楼主的背景和经历很适合这个部门，但....是否能进后面一轮只能看缘分了。 

 

这个帖子是楼主今年招聘季的第一个帖子，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场面试，也经历了挫折和低谷，所以希望能够借

这篇帖子帮助一下一起备战 UBS 的小伙伴，同时也记录一下自己第一次的 IB 面经。总的来说真的很喜欢 UBS 和

他家的 GTP 项目，面试官给人的感觉也非常好，所以希望这篇帖子能帮助到大家。 

 

 

 

3.2  2017 GTP Corporate Center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1619-1-1.html 

回馈 yjs 啦～ 

 

楼主今天刚刚结束电面，距离当初完成 OT 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半月。。所以还没等超过一个半月的童鞋可以再等

等。。楼主 985 本，985+海外双硕，因为是文科专业，所以申的是 Operation，但是电面时候听面试官的意思貌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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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由于要轮岗，而且 UBS Group 在中国有不一样的具体的 entity，所以轮岗结束后分到哪个 entity 的哪个 position

还真不一定，不过一定也是中后台就对了。 

 

电面之前会有电话通知先预约时间，我是提前了一天，电面说是半小时，但是楼主面了大概 50 分钟，中英文都

有，基本是面试官想用英文就突然切换英文模式了。面试官听起来人挺好的，完全没有 challenging 的语气什么的，

没有要求自我介绍，基本是围绕我的各种实习和求学经历来的，也相应提了一些 teamwork 和 behavior 之类的问

题，没有 tech，中后台应该是不会提这种问题的吧。 

 

因为是 Operation，所以可能大神们会觉得工作内容有点无聊，事实上可能是会有些无聊，而且轮岗后的去向也是

不确定的，总体来说一次电面也不能解决所有疑惑，因为提问时间毕竟有限嘛～希望能有后续交流的机会啦，能

涨涨见识也是好的～ 

 

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如果我正好知道都会尽力回答的～ 

 

 

 

 

 

3.3  发个 UBSS 的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1124-1-1.html 

直接打电话过来，没有发邮件预约时间，没什么准备直接就开始面。 

全程中文，总计五十多分钟。 

 

面试难度很大，至少问了 20 分钟 Tech，全部是会计相关，包括如何编制损溢表，如何编制利润表，以及给了个

情景写借贷记账的分录，我是金融专业，会计本来就只会个皮毛，结果金融相关的完全没问，问得全是会计，甚

至问到了商誉在中美会计处理得差异，以及 04 年以前商誉算作无形资产，04 年之后不算了，毕竟不是会计专业

没考过 CPA，完全不会。还有利息如何处理进三大费用，依旧不会。 

 

问了速算微积分。 

 

问了租赁有哪两种。（我完全没有做过跟这个相关的实习，就是想起来就问） 

 

问了如果你是小券商老板你怎么带公司发展（我一个面 entry level 的想都没想过）。 

 

问了反正都是画 ppt，投行为什么不雇佣廉价劳动力。 

 

总之问了很多挺让人崩溃的问题，非常难。 

 

目测我是要挂了，祝大家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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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UBSS 2017 Summer CCS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74881-1-1.html 

面完过来发帖攒 RP 啦。是北京打过来的，面官直接说全程中文，还是有点懵的，先自我介绍，然后就一直

问实习经历，然后 Why banking why UBS，最后来了个 behavior，全程无 tech。第一轮是两个面官，面了第二个，

感觉应该是挂了，面官跟第一个风格很不一样，非常冷 ，不知道是故意弄成压力面还是怎样，说是

competency-based interview，但是还是问简历，教育经历呀，实习经历呀，没有 behavior 的问题，LZ 问题答得

也不咋地，反正面下来心情降到冰点。 

12.14 收到预约 AC 面的邮件，简直不敢相信 ，求小伙伴们私信微信交流哈 

 

 

 

 

3.5  HK UBS talent lab 電面面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4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0598-1-1.html  

 

剛剛 phone interview 完 talent lab program，看到版上好像都沒有什麽人在討論，決定貢獻一下。可小弟的中打

不快，以下用英文 

It was a very typical phone interview, around 30 min. Interviewers from UBS tend to be nicer and easier to 

connect with compared with other banks. I've phone interviewed with HSBC and others, they are just reading 

questions from screens and record your answers, whereas UBS is like chatting with you and genuinely want to 

know about you. 

 

 

So first is the "tell me about yourself question", I believe every interview will start with this one Lol. 

Then she asked my experience in a venture capital firm (CV based questions), and why I choose the VC industry. 

And since I am interning during the semester, she asked how I manage my time. 

 

Next, because I'm double major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e asked me when have I developed interest in 

finance. I have been a finance person since the beginning so this is quite easy for me to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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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she came back to the VC firm question again, asking me am I considering a career path in the PE/VC 

industry. I said my focus have always been entering the banking industry after graduation, and interning in a VC 

firm allows me to know about alternative investment vehiecles, which will give me a broader sense in the finance 

industry. 

 

Then the typical "what do you know about UBS", do your research!! 

 

and here's the weird part, she asked my language skills and chat with me in Cantonese. Nothing specific, just chit 

chat, and I have a good impression since UBS is like really connecting with you. 

 

after that, she asked about my weaknesses. Since I've covered my strengths before, she didn't ask my strengths, 

but you should prepare it as well. 

 

then she wanted me to evaluate myself and tell her what function I'm most suitable for. I said my strength will be 

best utilized in the middle and back  office, particular in the researching end. I also mentioned the financial 

products such as equities,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and foriegn exchange.  

 

she then followed up and asked what kind of products do I think I am most suitable for.  

 

and no competency based questions, which is surprising. 

 

lastly, she asked an open-ended, brain-teaser-like question, "If you are the sole survivor of a plane crash, what 

would you do". 

 

and that's about it, you can ask questions afterwards and have a little bit of a chit chat. She said that this is a 

competitive program, so UBS really wants the most eager students and declining an offer is a big no-no. 

 

Alright, hope my sharing can help you. 

 

3.6  UBS HK CCS 2016 Summer 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0829-1-1.html  

 

回馈应届生。。UBS 一面是两个电面，都在半小时左右，banker 直接来约时间。 

 

楼主是 11月 18号收到 ubs一个 analyst的邮件约接下来这几天面试，然后 20号早上收到另一个 associate director

的电话直接约在当天下午 4 点面。 

 

两次面试的问题主要有： 

 

Self-Intro 

Why do you want to do I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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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UBS 

How to deal with a difficult person in a team 

Do you have any situation when you were challenged, but atthe same time you think your idea should be correct 

What was your thought process when you try to persuade aperson 

Tell me about an experience when you need to change yourplan to work on some urgent tasks 

Technical: a high P/E company is trying to acquire a lowP/E company with all stocks, will this be dilutive or accretive 

to the high P/Ecompany? 

Can you talk about the interview experience with CreditSuisse from the competition you've participated?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is experience (of the interview)? 

Any other questions. 

 

 

Self-Intro 

Why do you want to apply to UBS? 

You’ve had internship in both PE and investment bank, so doyou also plan to apply to other asset management / 

research / PE for yourinternship?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the next five years 

Are you the no.1 in your province? Why do you choose to come toHong Kong? 

Do you follow the market? 

I see you did a lot of research in another internship, tell mewhat’s your view on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major players. 

You won the Champion of another competition, didyou do a lot of valuation in that competi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DCF and comps? How do you comparethe two? 

Do you think it’s possible for a really bad company to havepositive cash flows in the projection period? 

What’s usually your role in a team work? What’s thefeedback of your team member towards you? 

You know it’s very important in investment bank to manageexpectation and meet the deadline. Tell me about a time 

when you almost missedthe deadline and how do you manage expectation. 

Are you also interviewing with other banks? What would youdo if all these banks give you offers? 

Any questions for me? 

 

主要都是 competency based 和基于 cv 来问。楼主刚好之前在 recruitment talk 上和那个 associate director 聊了

很久，面试时提起来他还记得我哈哈。不过也是那一个电面在关于 m&a 的 technical 问题上花了很久，楼主最后

把分析的 process 答对了但总体来说还是答得不太好。。。以及楼主大二时有参加 UBS Insights 所以不用再网申，

直接把 cv 发给 hr，但结果一面时发现面试官竟然拿的是旧 cv==。。所以本来以为已经进不了下一轮，结果大概

一周后收到 ac 邀请哈哈，感觉是 recruitment talk 上留下的好印象起了帮助呢。。 

ac 有四项 activities: numerical test, translation test, case study presentation & interview...不过楼主有拿到另外

的 offer 就没有继续 ubs 下去啦。。大家 good luck! 

3.7 2016 GTP (Group Technology) HK Superday 面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946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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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這次人品爆發，拿到 superday，又鑑於甚少看到 ubs superday 的面經，尤其是 technology，決定碼之而後快，

來篇長面經造福後輩。  

 

申請職位：2016 Graduate Trainee Programme - Group Technology - HK 

 

Superday 日期：2015 年 12 月初 

lz 背景簡介：學校－港中文，專業－系統工程管理（類似信管），實習－券商＋政府＋咨詢，成績－全系 top5%，

活動－校內活動＋ubs 比賽，整體並不突出，但發展均衡。  

 

整體流程簡介：ubs效率還是不錯的，lz在 9月 22日申請，9月 23日收到 online test，11月 2日收到phone interview

通知，11 月 7 日完成 phone interview，11 月 20 日收到 superday 通知，12 月 8 日 superday。 

 

建議－申請： 

ubs 的申請部份需要填寫 3 個 open question，建議認真回答，並且儘量體現你對 ubs 的了解及你對 ubs 的熱愛，

lz 後來跟 hr 聊了下發現她們確實會留意。 

 

建議－online test： 

logic＋numerical，題目在應屆生裡找 shl 的就是了，ubs 的 test 應該是最簡單的了，只有 logic 和 numerical，比

四大好做多了，做前練幾題找找手感就可以。注意保證正確率，雖然簡單，但不能因此輕視，應該全對才有可能

進入下一輪。 

 

面經－phone interview： 

 

 梗概：phone interview 會先由 hr 發來通知郵件，後由 line manager 和你約定時間，不需要擔心突擊面，

ubs 從來沒這癖好。lz因為在 line manager 給出的 timeslot期間有考試，詢問能否提前一天面，line manager

也是欣然答應。line manager 會準時打來，建議找個安靜信號好的地方等電話，全長約 30-40 分鐘。btw, 

line manager 的英文太好聽了。 

 問題：全是 behaviour question，不會有 technical question。 

1. self introduction 

2. why ubs？ 

3. why this position？ 

4. challenge outside school life？ 

5. what is your least favourite course? why? 

6. Any experiences about a successful project or an unsucessful project? 

7. Something about internship experiences? 

8. How to show that UBS is anti-discrimination in the recuirment process? (lz 沒答好，不過迅速跟 line 

manger 切入另一個話題，算是拉回點分數） 

 

面經－sup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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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Numerical Test (20min), Technical Inverview (Individual 30min), Behaviour Interview (Individual 

30min), Group Interview (40min). 整體大概 3.5 小時，中間會有 break。 

 整體簡介：lz 這一組一共六個人，除 lz 外都是強理工科背景，一內地本科(cs)+港大 master(cs), 一內地

本科(ee)+港大 phd(ee), 一印度同學港大(cs), 一印度同學科大(cs), 一印尼同學科大(cs).  

 建議－Numerical Test: 20min20 題，難度比 shl 稍難，紙質題目，可以回頭改，自備計算器。建議前一天

做一做熟悉手感，做完還是沒壓力的。 

 面經－Technical Interview: hr 會提供資料，兩個 topic，每個 topic 大概 3 句話介紹背景，兩個挑一個即

可，10min 準備時間。lz 誤以為是 interviewer 挑 topic，兩個 topic 都準備，導致準備不足，建議準備前跟

hr 詢問清楚，勿留下遺憾。   Interviewers 是一個 line manager 和一個 senior manager，問題因

為保密協議不方便透露，但重點不在考察 technical knowledge，主要考察分析能力，圍繞 bank 的某些

technical situation 下制定 action plan，重點在分析是否全面。 

 面經－Behaviour Interview: interviewer 是一個 senior manager，非常 nice，全是簡歷問題，放輕鬆放心

聊就可以了。 

 面經－Group Interview: case study=case reading(15min)+discussion&presentation(20min)+Q&A(5min). 

case 有 11 頁，大概是產品評估，略帶 technical knowledge，相比 lz 遇過的 conculting case 要複雜，而

且時間趕，大概在還剩 5min 的時候 hr 會添加要求，關於 ceo 發了封 email 改變要求，需要制定新 plan。

所以大家務必控制時間，建議 10min 就把結論給定下來，剩餘 5min 準備 presentation 和應對特殊情況，

即使有個人意見，只要與結論出入不大即可不提，以完成任務為重。我們組出現 bug，還剩 5min 有同學

改變主意，然後兩個同學跳出來支持，lz 無言以對，直接導致我們 presen 佔用 q&a 的時間，最終 manager

和 senior manager 決定不進行 q&a。so 目測全組跪。  

 

總結：這次也是難得的經歷，從背景上看 ubs 還是偏向工科背景強的同學，著重考察分析能力和應變能力，對

technical 和 business 的知識面要求廣，若同學有興趣最好找 intern 時便針對這方面的職位，作深入瞭解，有益無

害。最後還是求一發 rp 爆發，畢竟這是一個神奇的網站。  

3.8  UBS 伦敦 securities sales 暑期实习 AC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5136-1-1.html  

 

10 月中旬网申提交马上 online test，交完测试第二天喊我电面，电面第二天喊我周五去 AC，我傻逼了给推迟了。

然后过了 2 周，在面一家 prop trading 的时候 HR 打电话，说你在哪儿，我说我准备去中国城吃饭。她说，现在

AC 呢。。。你怎么不来。。。我：。。。。。。你没告诉我啊。HR：那我下次喊你，88。后来在 JP 的一次活动

上碰到一个人告诉我她也是我第一次 AC 的时候想要推迟，但是 HR 跟她讲位置不多了，让她一定要去。我就想泥

煤。。。后来过了两周喊我去 AC 了。structure：numerical，case presentation, 2 one to one, 和 group discussion。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513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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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页 共 79 页 

数学考试挺难的，比网上的难感觉，没有题库。case 的话基本 20 分钟读 10 页纸。group discussion 我就不懂了，

平时在 career service 的 mock 里我都是 conversation leader，但是跟 10 个老外，大部分母语，20 分钟的时间真

的太 aggressive 了，非常非常 aggressive，我只讲了几个我的观点，有个亚裔的 BBC 一句话都没讲上。。。后来

的 feedback 是 1 对 1 非常 strong，case presentation 和 group 一般。 

 

面试人员的背景： 2 个 king's college london 的，剑桥牛津华威曼大 lse 和 cass 和 imperial 

 

3.9   First Round UBS CCS IBD Phone Interview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1047-1-1.html  

 

第一次发贴贡献一下给论坛: 

 

中午大概面了一个小时,面试官是一个非常 Nice 的学长,面试中也分享了很多他的经验和看法.收益颇多. 

 

Question List: 

1. Walk me through your resume. 

2. Why UBS? 

3. Tell me more about XXX IPO you just mentioned. 

3. Where else do you receive interviews? What's special about UBS? 

4. During xxx, were you involved in an IPO? any financial modelling experience? 

5. Tell me more about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XXX. 

6. What is Embedded Value for an insurance company? 

7. Difference between IFRS & Embedded Value. 

8. Risk discount rate of Solvency II? 

9. Which insurance companies use SII, which do not? 

10. How do you value a company? What about banks or high growth companies? 

11. Why in M&A, use precedent transactions rather than trading comps? 

12. How to get WACC? 

13. What are the CoC for Chinese companies, how to derive the number? 

14. Tell me a team experience. 

15. Tell me an experience that you overcame challeges and succeed. 

接下来部分是中文 

16. 你来自哪儿? 

17. 有没有问题呢? 

 

面试的过程像是面试更像是讨论,很多时候我答的点不一定完全正确面试官都会一一告诉我他的想法和分析, 我们也有不少关于中外保险行业的讨论.问题里的

很多点不一定要理解或准备尤其是 Embedded Value 和 SII 的部分,那些都是保险业相关的知识. 

 

祝大家好运!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104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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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页 共 79 页 

 

3.10  2016 Summer 1st round interview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7814-1-1.html  

 

 我被问到的以及朋友被问到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why banking 

2.why UBS 

3.what is the most difficult decision u made in the last 12 months 

4.what was the most complex project u did  

5. tell me 2 companies you think should be merged 

6. tell me an example when u missed the deadline 

7. tell me your most great achievement 

8.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us? 

9. if i gave you 1M dollars, what would you invest? 

 

3.11  2015/11/16 - UBS 電面,HK GT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6699-1-1.html  

 

剛面完   interviewer 是其中一個 business line manager 

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問題  why UBS, self intro, 問一些 resume 相關問題 等... 

因為是 business line 的 manager,  建議先看看相關資料 

樓主報的是 risk    面的是 WM manager, 問了些關於 WM 的問題 

 

最後問了關於 GTP recruitment process 

先是 HR shortlist 10 candidates 然後再由 line manager shortlist 2 out of 10 去 AC 

 

祝大家好運  

3.12  UBS London 2016 Summer Intern telephone interview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087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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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 division 是 CCS 

9 月底面的，等了三周等来了拒信=,,=不过的确面的不是很好。 

发来攒个人品吧，建议就是 keep calm and get well prepared. Good luck! 

 

1.     Why banking 

2.     Why UBS 

3.     Do you know any recentdeal of UBS? 

4.     Which two companies uthink should be merged? 

5.     Tell me a time that youmiss the deadline. 

6.     What’s the most difficultdecision you made in last 12 months. 

7.     Which situation in thepast you think you can improve? 

8.     Tell me a situation thatyou meet the conflict and how you deal with it (multi task) 

 

3.13  SH Securities 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9924-1-1.html  

 

LZ9 月底网申，做了 OT，一直无消息。上周接到电话约电面时间，直接没反应过来 UBS 是啥…… 

今天上午 10：30-11：00 电面，很守时，也正好 30Min。 

两位女士，感觉是 HR，不是投研部门的人，问的也是常规性的问题，很扣细节，一直让 LZ 具体具体再具体……

可是也就是在 wind 上查查数据写写报告的实习经历，哪有那么多的 failure，wrong decision 或者 result 啊…… 

先一半中文，后一半英文，基本就是又重新问了一遍实习有啥感受有啥错误有啥改正有啥收获……反正 LZ 已跪，

对外资也不抱什么期望了……攒攒人品希望找工作最后有个不太差的结果把！ 

 

3.14  UK Risk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5947-1-1.html 

 

第一次发帖，是想回馈一下这个论坛，因为帮助不少，看到这里木有太多 UK 方面的经验贴，于是想说来补

充一下  

 

报的是伦敦的 risk 的暑期实习。LZ 是 UK 大学理工科背景，自认为 CV 弱所以认认真真改了很多遍 open questions。

OT 是 numerical 和 logical 各 24 道，建议大家多在论坛里搜搜题。 

Telephone interview: 大概一两周后收到通知，15 分钟，一共就五六道题。被问了各种 why（为什么这个公司为

什么这个行业），然后就是 competency（刚看到论坛里之前有一个 2015 UK 电面的帖，跟我被问的差不多，大家

可以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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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过了两周收到邮件说可以去 AC 了。是 LZ 的 IB 处女 AC，所以很紧张 。开始是 numerical test，20

分钟 20 题，题不难，但要快做。然后是 presentation，给一些资料（不到 10 面纸吧），关于一个真实存在的公司，

给 30 分钟时间阅读然后可以在 flip chart 上准备 presentation。建议是读材料要快点，不用每句话都读，大概了

解到意思然后会 explain 就行。材料本身并不绕，公司的优缺点机会挑战什么的也都蛮清晰。我用了 15-20 分钟

粗略读一遍材料，然后 10 分钟写 flip chart+在心里过一遍，10 分钟 present（LZ 看了三次表一次没看进去，然

后大概差不多六七分钟就讲完了因为怕超时 ，然后被问了 5 道题左右，比较 general 的有如果重来一遍你

觉得你会做什么改进。然后 Interview，20 分钟左右，一个 competency（都很 standard，木有刁难问题，我被问

到了你有没有遇到什么 communication 上的 problem），一个 commercial（其实也是 competency，搀和一点点

commercial 方面的问题，除了让说一个你感兴趣的新闻，我准备的神马国家大事 market news 包括 UBS 股价之

类都没用上，面我的是 op risk 的，有问好比你觉得怎么衡量 op risk management 的 successfulness 啊之类，但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我报的 risk 包含 op risk，所以没准备 ，好在他人超好，看我在思考给我解释了一遍这

个 risk 干嘛，我想了一会儿说可以分析对比 adverse event 发生的数量/频率之类，他后来肯定了我这个答案，所

以童鞋们要淡定）。最后是 group discussion，和 presentation 相似的材料，四人一组。中间 10-15 分钟的时候会

有新 task，所以要把握好时间。我觉得我那天碰到的人都比较 nice，也没人一直在 lead 或者一直想说话。旁边有

两个 assessor 一直在记录，我起身的时候视线扫到我的名字下面写了不少东西，心里才有点放心 。 

 

 

啊另外，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 UBS HR is super nice！陪我等 interview 的时候还跟我聊天给我鼓励，特别 sweet！

整个 application process 我觉得最大的还是对心理的考验，千万记住要把握住当下的，过去的就过去了。 

 

最后，祝大家 good luck！ 期待与各位 london 相见~（也希望自己 internship 顺利啊啊啊 T.T）感谢给过

帮助的所有人（in case 你们能看到）！  

 

3.15 UBS HK intern 电面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8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3403-1-1.html 

 

7 月底 winter intern program deadline 之前几天投的简历，当时抱着随便试试的心态，都不记得 apply 的是

哪个 department。只上传了 resume，连 CV 都没写。3 天以后收到邮让做 online test， online test 做完一周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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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约电面时间，两轮电面都是直接由 IBD-Corporate Client Solutions 的 associate director 直接联系的。 就问

了一下 behaviour 的问题， 一开始让我 introduce myself，然后绕着我的简历大致的问了些问题， 然后就聊 why 

ubs， why investment banking， why HK， difficulty about teamwork 差不多就这些。两轮都聊了近半小时。 

电面完了就没消息了，看隔壁帖子有说去悉尼的 AC 面试了，我估计我就思密达了，但是上来 share 一下经历。

祝大家好运~ 

 

3.16 UBS Emerging Talent Programme (Telephone Interview + AC)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4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91592-1-1.html 

 

楼主 1月份申的ETP，经过 online test + telephone interview + AC之后终于收到 offer

了！！ 

超激动！！！！ 

 

1. Online Test 

Online Test 没神马好说的 

多看看其他帖子里的 Numerical + Logical 

基本都有 cover 到 

UBS 用的是 SHL 所以难度还 okay 跟 citi 和 RBS 的完全不能比 

 

2. Telephone Interview 

Telephone 因为 Morgan Stanley 的悲惨经历准备了好多 Technical 

结果基本都没问 

问的都是 competency 

举几个例子 

Why UBS? 

Why ETP? 

Describe a time when you managed a demanding task 之类的 

最后有个 mini case study，也不是很难 

 

3. Assessment Centre 

1st year 的 AC 真的轻松很多 

一个关于之前写的 essay 的 presentation (10min) 

然后 2 个 interview 

因为报的是 IBD 所以 interviewers 都是 investment bank 的 

而且刚好都是 oxbridge 的所以聊了很多 

基本都是聊天为主 

问的 80%以上都是 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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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本的 technical like recent news in banking / recent deals / what's IB about 

都没问特别难的 technical 

 

总之祝申请 UBS 和其他 bank 的大家 good luck!! 

  

3.17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6733-1-1.html 

 

After a discussion with some insiders, 

 

The full time interview in HK will be started a month later, so no worry if you do not receive any emails 

or phone calls recently. 

 

The internship programs in several divisions are conducted in a rolling basis, therefore make sure that 

you apply earlier. 

  

3.18 电面面经更新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5750-1-1.html 

 

明天就电话面试了，我刚刚重新看邮件的时候发现我回邮件的时候把要给我面试的人（business manager）

的名字拼错了  

这种傻逼错误应该怎么办啊。。。。 

我要不要明天一接电话就给 BM 道歉啊。。。还是就干脆不提免得人家本来没认真看我提了反而弄巧成拙？ 

我自己觉得是老实点道歉比较好，可是是应该在在一接电话的时候就道歉，还是面试完了说这事？ 

太傻比了无限自责中。。。。  

北京时间明早就面试了，请各位有经验的大神们支招呀~~~。。。。 

 

 

已电面。准时北京时间 8:30，分秒不差。 

1. 自我介绍 

2.举例说明你刚刚所夸你自己的那些形容词。。。。。。。。。 

3.你是如何在工作中或得 XXX 技能的？ 

3.为什么要去 XXX（LZ 实习的第一个地方）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6733-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575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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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页 共 79 页 

4.为什么要去 B 州实习？你不是在 A 州上学吗？ 

5.在之前在美国和在中国工作最大不同是什么？怎么解决？举例。。。 

5.你的 weakness 是什么？  

7.对这职位有什么问题。。。 

 

需要约一周的时候才会有消息，所以上来发面经攒人品。。。Finger crossed 

BTW 哎楼主到最后还是没提把名字拼错这事，因为我查了下英美拼写方式不一样，我多了个字母也是对的。。。就

算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3.19 烈日炎炎，下午刚给瑞银跪了，细细讲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7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8027-1-1.html 

 

 楼主昨天接到电话去面试，其实楼主是五月份投的简历了。汗～～写此面试经历，攒个人品～～ 

    上海今天很热，热到还没到公司刚下地铁就湿身了。。。 

    瑞银的衍生品部门，给我面试的是一个刚从香港过来的老师，男，估摸三十来岁。和蔼可亲，终于

知道为什么大家经常说外企的人很 nice，真的很 nice 的。。首先简单的自我介绍，我说了一下本科经历

和研究生经历，主要的实习。楼主之前有过券商的研究部和固定收益部实习，不过老师没太在意我的经

历，估计没勾起他的兴趣，就问我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是数学题，问从 1 加到 100、所有的数字之和是多少。（即 56 是 5+6=11，99 是 9+9=18）。

面试官没给我草稿纸，我问"是叫我口算吗？＂，面试官一笑，遂给我一张草稿纸。我算的答案是 20 个

1 加到 9 再加 1。可楼主当时傻逼了，认为 1+2+3+----9=55。！！汗，其实应该是 45。目测低级错误害

死人啊。 

    第二个问题是逻辑题，问有 64 匹马，每次最多赛跑 8 匹马，想要找出最快的 4 匹马，要多少轮？楼

主以一个普通人的智商说最多需要 15 轮，但肯定有更快的方法。但是楼主没想出来。。。纠结了一会儿，

友好的面试官提示了我，说如果找出最快的一匹马要几轮。（此处省略思维过程若干。。。）楼主受到启发

后算出来需要 11 轮可以找出最快的四匹马。（面试官的这个启发还是很重要的，此处省略问题的解答，

很常见的逻辑题，相信广大论坛的同学比我智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期权定价的，问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有哪些，如果是一揽子产品，那么影响因素

会增加多少。又若如果是最小的两个产品，min（a，b），则影响因素又是什么。。楼主期权的知识不是

很懂，所以答的一般。 

    然后面试官问楼主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想问的，楼主就问了问这个部门的产品情况。面试官很和蔼很

详细的回答了。感觉真的好有亲和力。 

    此刻面试算是基本完成。面试官和楼主是本科校友，所以又聊了聊母校。。总之这次面试给我的感觉

就是面试官很好，楼主很挫逼。。。希望有其他面试的同学可以相互交流。 

    新手发帖，还望指教啊！ 

  

3.20  UBS 面经续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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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98424-1-1.html 

 

刚刚面完瑞银的面试，跟童鞋们说一说我的经历。 

 

首先是做网申时做的数学题，略有不同，但格式都是一样的，同是 SHL 出的。20 分钟做 20 道题，时间

很紧，我没有做完，开始的时候题比较简单，用太多时间检查了，以至于最后没有时间坐后面的难题。

其实多做做这个网站上前辈们的样题，就大概有谱了。 

 

然后是作报告，具体分析一个类似瑞银的公司，要做 SWOT Analysis， 还要做近期和远期的战略计划。

了解投行每一个部门是干什么的，然后每个部门怎么合作招揽顾客很重要。可以将利用该银行的理财与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的关系来销售投行部的产品。 

 

最后是面试，问题大概有强项，弱项，以前的工作经验，多半是 fit questions，然后夹杂一两道 technical 

questions. 我得到的评价就是需要说出具体所做的事情，并且 skill set 得到了怎样的锻炼。 

 

希望这简短的描述对大家有帮助-有问题可以提问，会根据我的经验回答。积攒人品，还不知道消息，

所以 fingers crossed  

 

3.21 emerging talent program HK AC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4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88136-1-1.html 

 

前段时间开始找 summer intern，应届生真的帮了楼主很多！礼拜二去了 UBS 的 AC, 现在写个面经

回馈大家。希望能对明年申请的同学起到一点儿帮助！！ 

 

简单背景：楼主 HKU year 1， 2015 年毕业，AC 之前也就只有一次 phone interview。然后这是楼主的

第一次 AC,所以也就是当积累经验了~ 

 

可能因为 Emerging talent 是专为 year 1 设置的 program， 所以 AC 一点儿都不 harsh 啊！！照例是 num 

test， presentation 和 general interview。但是 num test 只有 20 题， 然后 presentation 只有 5 分钟，

就是 present 之前写的那篇 time capsule 的文章==，然后见了两个 interviewer，就完了。 

 

面试经验的话就是：一定要事先想好很多 behavioral question 的答案和 example 啊！interviewer 都是

从一张纸上抽些问题问的，然后问题都差。不。多啊！！然后第一个 interviewer 和第二个问的也都差不

多啊！！无非就是 leadership skills， team work 之类的....还好之前准备了 3-4 个这方面的 example，但

感觉还是不够丰富啊！ps 最好根据 program 要求准备不同的 example， 比如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一个， group project 一个， internship experience 一个这样... 

 

然后 UBS 的文化好像真的很 nice，第一个 interviewer 非常 friendly，第二个 female interviewer 好像比

较憔悴然后有一点不耐烦（做 IB 的），但也很友善的...所以以后大家 interview 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太紧

张，只要 relax and be yourself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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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 暂时未知，有的话会 update 大家的~ 

 

再次感谢应届生对我的帮助，祝福大家都能申到好的工作和实习啊！！ 

  

3.22 UBS 2013 Summer HR 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me 电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66698-1-1.html 

 

 

刚刚结束 UBS AG 的电面，惊魂未定，和大家分享一下问题，希望我们都能顺利地走到下一步。 

 

首先，HR 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开问，其中记得的问题我都写在这里了，顺序是乱的。 

 

（楼主写中文，大家看起来比较容易，愿意借鉴的可以自己翻译成英）： 

 

Q1：为什么选择化学专业？ 

我的回答： 

-初高中都获得过竞赛奖，觉得此专业比较适合自己。 

-奖学金要求只能读理工科专业，我觉得工科虽然什么都能做，但是不如理科的聚精会神，所以选择了理科。 

-化学不仅是读书，还要做实验。有时候设计一个实验如同招人，必须要对症下药。 

 

Q2：说说你喜欢和不喜欢你的专业什么？ 

我的回答： 

-喜欢认真钻研，并能培养写报告的能力。 

-不喜欢与其他不少学科都有间距，比如商科和经济，不过还好大学里可以选择很多课，所以不妨碍自学。 

 

Q3：说说你与之成功工作过的一个团队？ 

我的回答： 

-被学校项目选中参与美国青年高峰论坛，成为团队与其他国家讨论时事问题，回来后合作办了一个网页，并各自

写了一篇报告，吸引更多学弟学妹来参加。 

Q3.5：还有吗？ 

-去年夏天的实习，作为一个小实习，与公司的大家都相处的很好，并且被推荐去写专刊文章（一般是五年以上工

作经验的记者才可以写的）。并且与同事合办了很多活动，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和广告效应。 

 

Q4：遇到实在难对付的人怎么办？ 

我的回答： 

-举例，去年实习时一个人总要在下班之前改他的广告，让大家都很头疼。我决定不再和他用电邮交流，直接换成

电话和他很真诚耐心地沟通，也让他了解到我们工作的难处。后来这个人多签了 3 个月的广告合约。 

 

Q5：你如何处理生活中的 pri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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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 

-是指人的 priorities 还是事情的？ 

答：任何。 

我的回答： 

-有一次参与社团活动，我负责联络购买饭菜的人，结果当天生病，我就打电话给自己的下属，交待事情细枝末节，

然后活动还是很成功的举办了。所以对我来说，健康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对很多人也是。 

 

Q6：你觉得 HR 应该如何驱使公司成员有工作的动力？ 

我的回答： 

-首先，我们可以用公司的 slogan, We will never Rest（这个有点囧，当时读成 reset 了）。在金融危机面前，UBS

从容不迫，从不放弃，这一点可以让同志们重新打起信心。 

-其次，举行招聘会和交流会，让大家发现其实还有好多有才人士要加入 UBS，而且他们的加入更能为公司带来新

的希望。 

-HR 还可以多听听同事的意见和心声，维持他们和公司双方彼此的利益。 

 

Q7：你生活中有没有非常失望的时候？ 

我的回答： 

-有。比如我去申请其他公司的职位，人家一看我的简历，化学系，就说你的专业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不要你了。

那时候我会觉得他们以历取人，太让我失望了。不过好在 UBS 还是给了我这样一个面试的机会，所以真的谢谢你

们。 

 

Q8：你觉得参加这个项目能给你未来的职业走向带来什么帮助？ 

我的回答： 

-HR 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行业，（blabla 说了好多 HR 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觉得很能培养能力。 

-作为 HR 必须要很了解公司，当然做 HR 自身也是一个了解公司的好机会。我因为以后很想成为 UBS 的一员，再

加上 UBS 提供的暑期 intern 与我的经历有关的最属 HR，所以觉得这是我踏进公司的第一步。 

 

Q9：你觉得 HR 对于 UBS 这样的一个金融公司有什么帮助？（个人自觉这个问题答得不好） 

我的回答： 

-HR 的内容分五块，Talent aquisition，Development，Reward or compensation，Employee relations 和 Business 

partners，（然后我介绍了一些这各个功能都有什么用，但是遗憾的是好像没有带进 UBS 的大背景，求大家快指正） 

 

我看了一下，这个时候电面大约已经进行 45 分钟了，HR 好像也准备结束面试，问我有没有什么想问她的？ 

 

我就问了一下 training programme 大概的内容。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 Q10…… 

 

Q10：你对于 UBS 有什么了解？ 

我的回答： 

（说了一些我了解的新加坡 UBS 的情况，比如四大区业务，近期拿了什么奖等） 

 

然后她说好，有新的情况我们会通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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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 50 分钟，冷汗直冒啊。希望我的分享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祝自己也祝同行者们都好运！！ 

3.23 回馈应届生： UBS Part-time Intern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52508-1-1.html 

 

I apply thru my school so it is a rather unusual interview experience.   

Applied position: Operation PT intern 

 

First round: Competency interview with director 

It was not hard, lasting for 1 hour. The director mainly asks questions based on my CV. I can't really remember 

the exact questions, just cite a few which I still remember. 

1. A time when you have disagreement with your team, how you deal with it? 

2. 3 most important soft skills 

3. Talk about your intern experience (another BB) and what you learned about it? 

4. Failure  

5. Teamwork 

 

As always, no definite answers for competency questions. Elaborate your story clearly and always attach a 

learning point for each of these experience. Make sure you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your interviewer. 

Sometimes state some interesting hobbies in your CV helps. People said the interviewer decided to hire you or 

not in the first 5 minutes. I think there is some truth inside.  

 

Second round: written numerical test and HR interview 

Written numerical test 20 mins for 20 questions. Not hard. Bit easier than online test.  

 

HR Interview: Also competency questions. 

1. Why UBS? 

2. How your previous experience help your work in UBS? 

3. Why choose investment banking? 

4. Experience based competency questions X around 4-5 

5. Skills - Role matching questions 

 

Still establish relationship with HR. I do think that European bank tends to prefer friendly and nice candidate 

rather than aggressive candidates. Maybe that's why I always fail the US banks' interview. 

 

That's all. As I said, not a typical IB interview process. But since yingjiesheng helps me a lot in all sorts of job 

interviews, I do think I need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Hope it helps those who will apply these part-time intern. 

 

So grateful for UBS's consideration. Thank God's help! Still need to work hard for grad job hunting, hope it all 

goe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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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luck to all of you too!!! 

 

 

3.24 UBS Summer Intern Phone Interview - IT （HK）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52458-1-1.html 

 

RT.原来说是 45 分钟，最后变成 80 分钟的电面= =大概有二十分钟是我在提问吧，其他的话已经不记得被问

了什么问题了。。基本上是 competency-based 的，而且 manager 很细心，会 go throught 你的 CV 来挖掘问题，

也会和我 share 他自己的经验。 

表示发帖只是想告诉大家不用急，目测 phone in process 要持续到 1 月中甚至底（summer intern 的），所以坐等

电话就好了：）然后真的是要很了解你要申请的是一家 IB,所以 anything or news important related to this industry

都要知道一点。。 

 

以上。等考完试了再回来补补。加油 

 

第四章 瑞银集团综合经验汇总 

4.1 瑞银&澳新 offer 比较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3159-1-1.html  

 

 瑞银的 offer 是 Risk，澳新银行是后台审核职位，经过比较最后选择了 ANZ。 

澳新银行（ANZ）可能还不为大家所熟悉。澳洲四大之一，其国内总部设立于上海，分行散布于全国各大省会城

市。 

成都，是 ANZ 的后台运营中心。作为 ANZ 西南地区的运营总部，日前的工作量还需要很大的提升，因此又提供

了一大波空缺职位。 

So，对在各大外资银行屡屡被拒的同学们来说，这何尝又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 

 

目前，入职澳新成都半年，总体来说公司外企氛围浓厚，且大部分部门都是为澳洲本土市场服务，故对英文要求

水平较高，当然，语言专业的同学也可以来试试。 

另外，ANZ 给应届生们所能提供的薪酬相对本土其他行来说，甚至还要更丰厚一些。花旗的 offer 给的是 4 位数，

而澳新的后台岗位直接给到 5 位数，相比较来说，更轻松一些。 

可以为大家提供内推机会。有偿。 

 

分享一下个人面试历程： 

一面 hr：主要是了解个人背景，半英文半中文，一些 behavior question，算是接下来面试的入门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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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部门经理：部门经理会问与部门 business 有关的问题，但不至于太专业，全英文面试 

三面澳洲经理：全英文，了解之前你工作的背景和有何特长与技能，比较 casual 

 

4.2 UBS AC 經驗 , 已得 offer 

 

先說說個人背景, 我是在英國的留學生在英國讀書已經是第五年;今年是本科的最後一年 

專業是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之前是讀 IB 的成績也是很一般不是哪種讀書牛人, 大學成績也只是

2:1 

大學是 Russell Group 其中一間 

 

首先在 apply 投行時, 其中很多時學生都花很多時間在 CV / cover letter 上. 但投行很多 recruiter 都不會看這些, 

主要是要在 open questions 上拿到要點 

如要對你 apply 的投行背景很了解, 知道他們的專長和最近重大事項 (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之後就是在 online test 上拿到超好的結果, 最好保證在有 9 成對的 

我用的方法是把問題都收集好, 用空閒的時間去把問題做好. 真正做 online test 時只要找回做過的問題就可以 

(這是很花時間的, 但這樣拿到 AC offer 機會比較高) 

 

我是 apply UBS 的 IT gra. training prog. - london 

之後就是收到 AC 通知, 以下是 AC 通知 email 

 

先是時間地點 (時間 From 9:15 am to 5 pm, 但哪天我們做到近 6 pm) 

Brief descriptions of the exercises you will be undertaking at the assessment centre are listed below. Please note that prior 

preparation for the presentation and group exercise is not required. 

 

 

Numerical reasoning assessment and Technical Programming Aptitude Test 

 

The numerical reasoning assessment consists of 40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which are designed to assess your ability to 

evaluate numerical data using facts and figures presented in various statistical tables. If you wish to complete practice 

questions prior to your assessment please go to http://www.shl.com/SHL/en-int/CandidateHelpline/. If you would like to 

complete your assessment in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please notify us of your language preference prior to your 

assessment day and we will do our best to accommodate your preference. 

 

The Technical Programming Aptitude test is a test of your ability to pick up programming languages, it is not a test of 

your knowledge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 Prior preparation is not required. 

 

Please ensure that you bring your own calculator with you on the day, for use during the numerical reasoning assessment. 

 

Presentation Exercise: You will be asked to prepare and deliver a short presentation to one assessor based on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presen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paration time for you to read and 

analyse. You will also be questioned by the assessor on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you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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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One or two line managers from the business will conduct a competency based interview with you where you 

will be asked to describe real examples of things that you have done in the past that demonstrate your suitability for a role 

with UBS. 

 

Group Exercise: You will be presented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o read. You will then be asked to take part in a 

group discussion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on the assessment centre in order to achieve a team objective. 

 

雖然 email 中雖然說有 2 個 tests, 其實是有 3 個 test 的 

通知叫我 9 點 15 去到 london office, 哪天我很早就出門 (以防有什麼 delay) 8:30 就到了 

 

先說 test, 所有的 test 都是 paper based 不是用電腦做 

 

Numerical reasoning test 是這樣的: 

時間 35mins, 題有 40 條 

問題不會很難而且會比 online test 易 , 如果像我一樣把 online test 的 numerical reasoning 都做過超過百條一定沒

問題 

不要太心急, 最重要是把問題答對 (我也沒有在時間內把40題都完成, 只做好了35 題) 而且很多人都沒法在時間

內做完 

 

Technical Programming Aptitude: 

時間好像是 2 小時, 是連續的他們會叫你先去 toilet :P 

在這他們會給你個 commond list (i.e. IF, GETS etc...) 

基本都是 programming 的問題都是用手寫, test 有三個部份 

三個是不同難道, 但只要有一定的 programming 經驗基本是很簡單的 (我自己做過 java, asm, C 的) 

 

 

我給大家一點 example: 

eg1 of part 1: 

read x and y  

assign R as sum of   x and y  

write R 

 

ans: 

INT X,Y 

READ X, Y 

R GETS X + Y 

WRTIE R 

 

而最後一部份就是會用到 Loop, 中間的就是有 string (字體) 

 

之後就是 lunch time, 之後就會有個 30mins 的 case analysis test 

 

這個 test 會是這樣的, 會有 4 個 cases 給你 你選 2 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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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要 anaylsis 這個 case 之後在以個人的方法去 solve 

 

我做的其中一個是這樣的,  

我是 UBS IT 的其中一個 manager, 現在收到 microsoft 的通知說 microsoft server 內有一個安全性問題 

哪你會怎去解決問題, 我的答案就不說了. 因為個個人想法都不一 

但我就說說我的答法 

 

我是用了 point form, 簡單明確的答了就算 

我在做的時間看到第邊的人就不停地寫 @_@ 我看見到暈.... 自己就寫得一點點(因為我一直都想了很長時間, 才

一點一點的寫下) 

看到有人 2 題寫了成 4~6 頁...  我自己 2 題加上才有 1 頁... (不過幸好是對的, 哪有人這麼有閒看你這麼多頁呀...) 

 

好了 現在就是 presentation, 首先是要做單人的 presentation 

在這個 presentation 主要是要看你的 analysis 能力和表達 

我 suggest 大家先看看 SWOT analysis, 因為他們就是要求我們用 SWOT analysis 

大家可以先看看這 2 個網, 學學怎 analysis (不過我去之前都沒看過, 幸好之前去 Deloitte 的 interview 看過 porter 

five force analysis. 而且我還用了 switching cost 去analysis 一些事. Interviewer 對這個很有興趣就在 Q&A 問了我

hehe, 不過我也看了不小所以應答都沒問題) 

 

http://wiki.mbalib.com/wiki/SWOT ... 0%E6%A8%A1%E5%9E%8B 

http://doc.mbalib.com/view/8d0a513a54ba6f9bf386b8e1528085a8.html 

 

他們給你大約 30mins 去準備, timing 很重要因為你不可以在 presentation 時寫在 A3 paper 上. 所以大家做時最好

是用 20mins 去準備資料, 10mins 去打資料用 point form 寫在 A3 paper 上. 

我的 case study 是 Google. 大約有 10 頁全都是資料, 所以不要花所有時間在看資料, 看看主題想想要用什麼資料

就好. 

 

在這面也要有一定技巧, 首先啦! 英文是很重要, 你要有流利的英語, 雖然不用像英國人一樣但要能夠字字都可以

清楚明白. 速度就不用太快也不能太慢 (可能給 interviewer 明白就行) 

如果英文自認不好的人就請好好用現在的時間準備一下啦 (看看外語電視, 多跟外國人溝通. 別害羞,我也經常跟

老外一樣 在等人的時間和空閒時就跟陌生人談談. 而且這也可以練到你的自信心呀) 

 

現在就說 presentation, 我明白很多人都會準備 notes 去 present. 但我看過太多人都有個相同毛病就是經常只看

notes 讀, 都沒跟台下的人接觸.  

在你 present 時最好連 notes 也不用看, 一看到你之前準備的 presentation A3 paper 時的 point 就知道應該要說什

麼.  

全程都要有 eye contact with the interviewer. 這才是一個好的 presentation. 

結構要有開始, 我自己會先 introduce 自己 如自己的名字 (如把自己的老外名跟 interviewer 說, 我就說你可以叫

我 Frank) 學校等等; 但不要花太多時間, 簡單說說就可. 

之後我就說說這個 presentation 的 introduction (這個 presentation 會用 SWOT analysis) 

之後就 analysis --> solution --> result --> FULL conclusion 

在表達 solution 時最好用一個 real example 去 support 你的論點!** 這是很重要的 

我明白有在這麼短的時間要做出一個很好的 presentation 是難, 難免會有些地方會忘記 or 停滯 

這個問題我也有出現, 不過不要因為這樣表現的不知所措. 只要停下來慢慢地把想說的重組說出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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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最好用一些比較專業的用詞, 這樣可以給 interviewer 在 Q&A 是問你.  

還有在 present 是別用 "I think" , "may be". 你要給一個好肯定的意思, 不肯定你就不要說! 

 

基本的就是這些, 但這些不是 2,3 天就可以準備好. 要是時間長時間的練出來的 

 

 

 

Presentation 完了就是 interview. 

 

Interview: 

他們會給你別的 interviewer, 基本是 30mins.  

可以準備的其實就是一些經常會問到的問題 

why this company? why investment bank? 

這些我就不多說了, 都可以在網上找到 

 

但我就 suggest 大家 "Just be you self !". 不要表現得太假-.-, 而且不明白他的問題就問清楚, 不要怕 

他問我的問題有時不太了解我就去問清楚, 他問我有些數學問題, 我不會我也就說我不會做. 你亂估反而令到他

覺得你沒有責任感 

Smile and eye contact !  

 

Group discussion: 

這個只有 10mins 去準備, 2mins present, 15mins group discussion 

這裡他們叫我們大約 10 個人吧 

Google 有 500millions budget for investment, 而最後一頁會有些 suggestions 已經給你 (最好自己加一點 ideas) 

所以基本都是想看你在人群中的 presentation skill 

你是其中一個地區的 CEO, 你要令到 Google 把這 500millions 投資在你的地區上 

 

2mins 其實是沒有多少能說的, 我就只是說了原因和這 500millions 會花到哪裡去 (我可能就只用了 1min 吧) 

我覺得這個是全日做得最差的, 最主要是 group discussion 大家都很不合作 

 

我看到很多老外都說到沒時間, 他們就說很多資料一直一直在說 

但根本一路都沒有原因和結果, 哪就說了跟沒說一樣 (Longer doesn't mean better !, you just need to give the points) 

在別人 present 時我都覺得好寄怪=.=.... LOL 哈哈! 他們一直在寫一直寫, 汗= =.. 我都不知道他們是真的抄 notes 

還只是想給 interviewer 看... 

我就什麼都沒有抄... 我只是專心地看著 present 的人 (其實都沒有留意他說什麼 lol, 就只是看住他) 

 

好了 Group discussion, 也是最煩的時間. 這個我不能說什麼因為我們做得很差... 

而且我在說話時給個老外打斷(他還打斷了別人的話), 我基本都可以肯定打斷別人說明的人都沒有機會有 offer. 

給人打斷後我就笑笑算了, 之後都沒有說什麼 

因為一直都好亂不知道他們想做什麼 LOL 

不過在 Deloitte 經驗, group discussion 要表現得有禮貌. 

之後就完了 AC, 哪天是星期五, 我星期一就收到電話通知我有 offer 了 (我開心得流淚了 XD, 因為之前用了很

多時間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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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跟一個 Phd 學生留了 contract, 最後得知他給人 reject 了 

我是想表達你的學歷其實不是太重要, 是你當天的表現才是你拿到 offer 的原因. 所以大家做 AC 時要好好努力, 

別以為學科不行就沒信心. 叫得你去 AC 就是給你機會呀! 

 

先祝大家過一個開心的新年, 有一個新好開始:81) 

4.3 我来简单说下各个职位干嘛的 

 

看很多人选职位比较随意 说点自己了解的情况。 

IB 里面有两个核心业务。 一个是 IBD,就是帮人家做上市，收购的。佣金一般为融资额的 3%左右吧。 另一个核

心业务就是交易（UBS 这边就是 FICC)，产品包括商品期货，外汇以及跟利率有关的（就那个固定收益）， 盈利

方式也是抽佣，但也有很大部分会靠自有资金投机。 交易部门的核心就是交易员。 某种程度上比 banker 的钱更

多，只不过牛逼的人每年拿几千万不说罢了。 另外在 FICC 里还会有 structuring, sales, 和 research. structuring 的

工作就是按照客户的需求把各种衍生品打包成绝逼复杂的产品卖给客户。抽佣。 sales 不太清楚。 research 就是

做研究，然后提出点观点，推销给客户，让他们下单买卖，抽佣。 哦，还有 quant,职能就是开发各种定价模型和

软件，以及套利模型吧。 

 

以上介绍的都是银行的 front office. 不是那个漂亮的前台。 因为他们是 revenue generating 的部门，投行的主要收

入都来源于他们。 所以这是最牛逼的部门。 钱最多，升的最快。 

 

然后讲 middle office 

一般 risk mgt 应该算中台，他们不直接产生利润。 但是如果说 trader 像赌徒，那么 risk mgt 的作用就是让他们别

下注太多，别一下子输光了。  但也有可能有更 general 的 risk mgt, 看的是整个银行的（就是包括商业银行那块

的）， 跟巴塞尔协议有关的。  risk 的 pay 比较好，似乎是为了补偿他的无聊吧。 比较稳定。 

 

最后是 back office (?) 

主要就是 IT , operation  这种。 什么是 operation? 就是每天银行做了很多交易，钞票划来划去，有人要确保帐目

正确。 所以人家交易员下班happy去了，operation筒子大概就开始上工干活了。   IT当然也有牛逼的。   algorithm 

trading 有时候也会分在 IT 下面， 但 IT 实在太大了。 一般如果是后台那种系统的开发，单纯写写代码，那就很

难混了。 

当然 HR 肯定也是后台了 。 投行的 HR 和一般意义的 HR 相比，应该相差还挺大的。 因为最后是不是招人，话

语权应该都在部门里面。 

 

 

所以按照钞票的取向， front>middle>back.   然后要是 jd 里面有说你能和 trader 或者 banker 一起有接触，那还好

点，也许走了狗屎运能混到 front office 去。 

以上。 

 

 

发现没币了。 发一个不是 SHL 的 assessment center 的 verbal 题目，和答案。这个不是它外面的例子，是我自己

另外买的，所以不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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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页 共 79 页 

觉得还是挺有用的，知道答案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大家捧个场吧。 

 

知道有高人，所以我就扯两句自己知道的， 勿喷。 

 

4.4 UBS Equities Structuring HK offer+面经 

一路走过来，从去年九月九开始报名，终于现在拿到了最喜欢最想要的 offer,虽然应届生对我没什么用，但是

还是决定写一篇帖子回馈一下，同时激励一下同在找工作的大家。 

学习某同学介绍一下背景：内地，去香港读书，报香港 intern, gap year 一年在北京，做了公关和管理咨询。 

面试过的 ibank 及职位： 

Barcap sales 

Barcap IBD 

Credit Suisse Prime Services 

Credit Suisse IBD-Corporate Finance 

Credit Suisse IBD-FIG 

Credit Suisse IBD-Fixed Income Derivative 

Morgan Stanley PWM 

RBS Sales 

JPM S&T 

JPM IBD 

Citi ECM 

Finally...UBS Equities Structuring 

 

直接进入主题吧，过程确实灰常煎熬，大家都是看着我天天在宿舍哭天喊地的，然后又换上 suit 屁颠儿屁颠儿的

去 interview。。。UBS是很好的公 司，很注重对学生的培养，他们在之前就会对 year 1的学生有UBS Insights Program,

是一个很好的了解投行的机会，不过应该只有 HK Office 有这个 program 的啦。 

 

Online application:已经不记得了，好好看应届生，好好准备，一定能过。 

1st round phone interview: like s&t, structuring 要 follow markets, 所以一定要了解最近的新闻，别人问起一定要说的

出，，问题本身其实很简单，比如最近油价金价为什么很高，关注财经新闻就好了。还有一点点 brain teaser, 也是

很简单的，大概对 brain teaser 有个了解就行啦，身边有个计算器更好，这样可以算得很快！=] 

 

2nd round AC: UBS AC 都是一个形式的，numerical test+case study+interview. Numerical test 和网上差不多难度，我

没做完，因为很紧张，我对面的哥们做得实在太快了。。。。压力太大了。。。。。。 anyways...........case study 的话知道

swot analysis 是什么就可以了，它会让你用 swot 分析一个六七页的 case, 具体内容我就不讲了，如果是 business

背景的同学这个应该小菜一碟。one to one interview 我的感觉最好，对面的 interviewer 很 nice,问了基础的 self intro, 

why structuring, CV question, 外加一个比较难的 brain teaser,我的想法是不用太紧张，慢慢整理思路，他会告诉你

if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也不会指望你一下做出答案，我就是在循循善诱下得到正确答案的。=] 

 

3rd round MD phone in: very basic questions, why ubs, why structuring, self intro, what's your strengths, any questions 

for me? That's all. 一定要准备得好好的，我觉得这一个 round 我做的不够好，还好最后也通过了，只能说终于有一

次幸运也降临在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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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d=168] 

大半年过去了，找个 intern,容易吗。。。 

 

哎，谨以此文自勉，希望 grad job 也有好的着落。。。。[/td][/tr] 

 

4.5 UBSS IBD BEIJING SUMMER ANALYST 全程攻略 

今年年三十拿到的 offer，可以说是最好的新年礼物了。回顾整个过程，感觉 yingjiesheng 真的帮到我很多。

不说别的，要不是论坛上的 num 和 logic test 我也不可能在 online test 的时候就开始那么顺利。回来赞人品！ 

先说 resume 吧，感觉这个真的很重要。很多人都说甚至到了 phone interview 面完进终面的时候人家都会参考

你的简历，结合着 phone in 的表现来筛选。所以最好最好就是拿着你的 resume 找你的投行学长学姐们厚着脸皮让

他们帮你改。一点小 tip 就是尽量多些数字在每个 bullet point。 

 

online test: 这个就是尽量多做论坛上的原题，不管是什么专业什么背景，做个 10 套找到规律就没问题了。而

且很多时候题目会是做过的，理想情况只用一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做完了，所以一个字：练 

 

phone interview：这个的话各个银行感觉都套路不同，甚至不同年份不同地域套路也不一样。就 ubs beijing 来

说，我觉得 tech 的问题问的都不太多。我一个朋友申请 full time 就问了一个 wacc, 我们一起 ac 的人也都说一个都

没问，所以问题其实都是集中在 behaviour or qualification 上，诸如：why ibd? why ubs? team work? strength? 所以

这些问题是一定要事先准备好的，当然，不要给人感觉你是背出来的。note: 英文和中文都要准备 因为无法确定

面试官会用中文还是英文 

 

assessment center：这个其实是个考实力的时候了，但所谓实力，其实就是英文水平，对市场的了解，回答问

题时的反应，还有做演说的逻辑性。对真正的商业或者金融知识其实并没有很高要求。虽说是考实力，可是好好

准备还是会很有帮助，特别是对于不是金融背景的学生来说。过程：首先上来继续做一套 num test 这个和 online

的差不多，换成用笔圈答案而已。然后就开始读一个公司的介绍（大公司，大到你不可能不认识），然后做一个

swot 分析，写在一个白板上，用英文。所以这个是可以准备的地方，比如可以多练习几个公司的 swot analysis，

多对着镜子练练英文的 presentation，眼神要坚定，即使你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也要自信地说下去。之后就是 face to 

face interview，这个和 phone in 差不多吧，只不过看得到脸了而已，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更为重要了。聊得开心就

是王道，即使你的一两个小问题回答不出也没关系，一定要让对方和你聊起来，气氛轻松些就什么都好办。就把

它当成第一次约会，想方设法讨好就对了！之后可能会有 group discussion,这个我没经历过，就不多说了。 

 

总的来说就是这么多。结果一个星期到 2 个星期就会出。 

 

祝大家好运 

 

分享给所有申请投行的人：有志者 事尽成 just have a little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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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Offer: UBS Capital Market Graduate Program 2011 - Taipei 

Branch 

Company: UBS AG 

 

Location: Taipei Branch 

 

Position: Capital Market, Graduate Program 

 

Background: Under graduate from top tier university in Taiwan withinternship experience in renowned investment 

banks. 

 

---------------------------------------------------------------------------------------------------------------------------------------------

--------------- 

 

I received the phone call from HR today and was informed that I havebeen chosen to join UBS Graduate Program 

2011. During my application process, Iaccess abundant resource from this website. So it is time for me to share 

myapplication experience here.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based on theapplication process: 

 

*Application Process 

 

On-line application => SHL Test => 1st roundinterview => Assessment Centre 

 

*Firststep: On-line application: 

 

Each year UBS starts the recruitmentprocess around August. You can search openings from: 

http://www.ubs.com/1/e/career_candidates/graduate_and_intern/search.html 

 

You have to answer some open questions whensubmitting the application. I strongly suggest you convey your 

passion for thisjob and what’s your selling point, just like writing the MBA application essay. 

 

*Second step: SHL Test: 

 

After submitting the application, applicant was required to take SHLon-line test. There are 2 parts of the test: 

Numerical test and Logical test.You could obtain rich resource about the test here. Do practice before takingthe exam. 

UBS has high bench mark for the test result, only passing the testcould you move forward to the interview phase. 

 

*Thirdstep: 1st round interview 

 

I had my first round interview with line manager. The process wasenjoyable, we had a nice talk. She went through 

my resume and asked somecompetency questions regarding my internship and extracurricular experience. Justbe yourself 

and speak confidently. After 3 hours of my 1st roundinterview, I got a call from HR in Singapore Office, and she told m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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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invited to the Assessment Centre. 

 

*Fourthstep: Assessment Centre 

 

The Assessment Centre including 4 parts: 

 

01. 

Individual Case study (40 mins) – You have to study a case and workas an external consultant to provide advice to 

your client (My case is aboutGoogle). My suggestion is: 

 

a.) Read asfast as you can. 

 

b.) Befamiliar with SWOT analysis 

 

You also haveto write your ideas on 5 flip charts and make a 10-min presentation toassessor. The assessor will have a 

15-min Q&A session with you afterhearing your presentation. Do speak confidently and have eye contact with theassessor 

during your presentation. 

 

02. 

Group Case study (15 mins) – You will read a case and play as amanager in a company. Before the group discussion, 

each participant willpresent their role and objective, and you all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on how tomake budget allocation. 

Be firm and sharp but listen to others in this session.The assessor would judge the candidates based on your attitude in 

thediscussion to see if you are a good team player and the quality of your talk. 

 

03. 

Individual interview: 

 

You wouldhave competency-based interviews with other line managers. The interviews wererelaxing and I had nice 

talks with my interviewers. Be well prepared of your CVand prepare some questions for your interviewers to show your 

interests andpassion for this position and UBS. 

 

04. 

Paper-based SHL numerical test: 

 

You have totake a SHL test again in the assessment centre, and finish 40 questions in 35mins. The test is a little bit 

tricky, please be careful during the test andcalculate as fast as you could. I finished all the questions in time, but 

othercandidates in my slot failed (most of them just answered 30~35 questions). 

 

Conclusion: Ithink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at UBS is fair and well-structured. Since theywill judge one candidate 

from many aspects and based on the feedbacks from atleast 3 interviewers. I also feel great with HR during my 

application; theyalways respond my questions efficiently. Wish you all the best of luck in jobhuntin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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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UBS Operations Offer in London! (with tips and salary) 

Hi guys, 

 

Given that BBS has helped me a lot by giving me inside information about UBS and its tests, it's time for me to contribute 

to this forum so as to help other applicants get into UBS (espeically Operations!) 

 

Programme: Operations Summer Internship 

Salary:over 30k/annum pro rata 

Relocation:1k 

 

For online application, please please make sure you pratise numerical and espeically logic tests!! They are plenty of 

questions in this forum and please make sure you aim to get over 90% in both tests. The reason why I think I got invited to 

AC was because I almost got full marks in both tests. So please practice!! 

 

Assessment Centre: 

1. Numerical Test - standard SHL - but you are only given 35 mins to complete 40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HR, 

different depts have different benchmarks but for Operations, you should aim to get over 25 questions right and the 

questions can get tricky! Please use a timer to help you because they won't do the timing for you!! 

 

*You have to pass the numerical test in order to move to the next stage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verall tips - Firm handshake with the interviewer and always smile!!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 say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2.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You have 30 mins to prepare for a 10 mins presentation and you'll be asked a series of questions with regard to your 

answers. In my AC, my case was apple and I'd recommend using SWOT analysis. 

Tips - SPEAK SLOWLY AND CONFIDENTLY! Smily all the way and don't waffle!! Strcuture your presentation! 

(name->outline->SWOT->solutions->why) 

 

3. Face-to-face interview - 

The interviewer was really friendly and you get asked basic competency questions, why UBS? what do you know about 

UBS? Why Operations? Teamwork etcetc. 

Tips - Sell yourself to the interviewer and make sure you highlight  your achievements! 

 

4. Group Exercise 

2 mins presetation followed by 15-min group interview. In the exercise, you are head of a department in apple and are 

given $100m to allocate to a department. You don't win/lose by alloting $100m to your groupmate's department but you 

all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that is of the best interest to the company. 

Tips - Speak slowly and confidently again! Show to the interviewers that you are actually listening! (e.g. good eye 

contact/make notes/smile) and join the dicussion! Don't be afraid to take part in the exercise! 

 

I received my offer soon after that and good luck to every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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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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yingjiesheng.com 

该电子书特色：内容涵盖了包括职业规划、简历制作、笔试面试、企业招聘日程、招聘陷阱、签约违约、户口问

题、公务员以及创业等求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同时包含了各类职业介绍、行业及企业介绍、求职准备及技巧、

网申及 Open Question、简历中英文模板及实例点评、面试各类型全面介绍、户口档案及报到证等内容，2018 届同

学求职推荐必读。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中国领先的大学生求职网站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APP 下载，扫扫看，随时随地找工作 

http://vip.yingjiesheng.com/ap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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