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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巴黎银行简介 

1.1 巴黎银行概况  

 法国巴黎银行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全球银行及金融服务机构，获标准普尔评为全球四大银行之一。集团业

务遍及全球逾 85 个国家，于企业及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及服务，以及零售   

    

法国巴黎银行  

银行三方面均稳占重要位置。  

  2000 年 5 月，法国两家主要商业银行与正式合并，合并后的名称为法国巴黎银行。根据净收入排名，

位居法国第一，根据股东权益排名，位居欧洲第四大银行。其资本市值在欧元区银行中排名第二，到 1999

年底，法国巴黎银行的资产总额达 6990 亿欧元，盈利达 15 亿欧元。职员人数超过 77000 人，其中 28，

000 人在海外工作。  

  法国巴黎银行拥有庞大的国际网络，覆盖 83 个国家，包括七个主要金融中心。法国巴黎银行具有真

正的金融创新能力并且在新技术及销售渠道方面经验丰富。通过不断开发扩展商业及金融业务品种，法国

巴黎银行已经成为一间真正的国际银行，并且在公司银行、资本市场、国际私人银行及资产管理等业务方

面成绩卓越。在法国，其向公司及私人客户提供服务方面的优势无可比拟，尤其是在资产管理、消费信贷、

租赁及房地产等业务领域。  

  法国巴黎银行所拥有的超过 200 亿欧元的股本，使之能够抓住由于实行单一货币所带来的以及在欧洲

金融服务市场上所产生的任何机遇。法国巴黎银行遵从的一贯原则是不断提高盈利性及给股东创造价值，

使银行不断壮大并且成为一间欧洲领导银行。   

  法国巴黎银行拥有一支用专业知识武装的职员队伍以及分布广泛的国际网络，实力雄厚。这些优势，

使之能够在不断扩张业务的同时，达一向股东、客户及职员所定下的目标。  

  根据《福布斯》杂志 2007 年的全球 2000 强，在全球银行业中排行第六，在法国排行第一。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业绩：银行业务净收入 82.14 亿欧元,增长 13.4%；运营总收入 33.66 亿欧元,增长 13.8%；

集团净资产增加 22.82 亿欧元增长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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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巴黎银行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历史 

  在中国内地，法国巴黎银行的设立可以追溯到 1860 年，并且被认  

    

法国巴黎银行 logo 

为出口信贷领域举足轻重的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已经成为支持中国一些大型项目的领头银行，如大亚湾核

电站岭澳核电站，三峡工程涡轮机和上海３号地铁线全部车辆、信号系统的融资项目。   

  1860 年，法国巴黎银行在上海开设了我们的第一家办事处。法国巴黎银行在中国经营的时间已经超

过 100 年，有鉴于此，称得上是一家真正的当地银行。   

  在中国人民共和国主要城市设立分行之前，该银行是第一家欧洲金融机构于 1980 年在北京开设代表

处。中国境内的所有法国巴黎银行分行均由位于北京的中国区管理层监督运作。1993 年，在上海设立了

首家合资银行，上海巴黎国际银行是法国巴黎银行与中国最大的当地银行之一-中国工商银行各占一半股

份的合资银行。自 1997 年开始，上海巴黎国际银行就经批准在上海地区经营人民币。注册资本 6000 万美

元的一家国际性商业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上海巴黎国际银行

于 1992 年 11 月 9 日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并于 1993 年 10 月 28 日正式对外营业。  

    

法国巴黎银行  

  2003 年 11 月 26 日，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并开业，成为中国首家从合资

转为外商独资并在当地注册的银行。同日，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和长江证券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长江巴黎

百富勤证券有限公司”也随即在上海宣布开业，这是目前首家获得主承销商资格的合资证券公司。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前身为上海巴黎国际银行，由法国巴黎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于 1992

年合资成立。继法国巴黎银行收购中国工商银行原在上海巴黎国际银行中的股权之后，上海巴黎国际银行

更名为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这家当时上海最早成立的合资银行，如今成为在中国合资银行变身独资的首个案例。   

  现今，法国巴黎银行在中国已经建成最大的外国银行网络之一，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和天津拥有５

个营业分之机构，在上海建立合资银行上海巴黎银行（IBPS），在苏州设立一个代表处，在香港和澳门则设置分

支银行，在大连和成都亦有两个代表处。  

  该企业品牌在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编制的 2006 年度《世界品牌 500 强》排行榜中名

列第一百八十一。该企业在 2007 年度《财富》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名中名列第二十五。   

  2000 年 5 月，法国两家主要商业银行<巴黎国民银行>与<巴黎巴银行>正式合并，合并后的名称为法

国巴黎银行。  

  根据净收入排名，位居法国第一，根据股东权益排名，位居欧洲第四大银行。其资本市值在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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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银行中排名第二，到 1999 年底，法国巴黎银行的资产总额达 6990 亿欧元，盈利达 15 亿欧元。职员人

数超过 77，000 人，其中 28，000 人在海外工作。 

1.3 银行主要业务 

 法国巴黎银行六大核心业务：在法国的零售银行业务；在世界范围内的零售银行业务；特殊融资服务；

公司及投资银行业务；私人银行业务、资产管理、证券服务、保险及房地产；巴黎巴资本市场业务。   

  东北亚洲区业务   

  国巴黎银行在东北亚洲区以香港为业务枢纽，两项主要核心业务为企业及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及服

务。 企业及投资银行   

  法国巴黎银行的企业及投资银行业务覆盖广泛，包括企业咨询和资本市场及特别融资。透过与金融机

构部、大型企业部及与个别客户紧密联系的资深银行家团队合作，客户   

    

法国巴黎银行  

服务部专责管理银行客户的投资组合。   

  2008 年 7 月，法国巴黎银行的企业及投资银行业务进一步拓展，成立专责服务主要客户的全球服务

机构，以确保为各地的主要企业和机构客户提供最全面的服务。与此同时，法国巴黎银行亦开展两项新业

务：  

  环球结构性融资(包括各个行业的创办、组织、买卖及组织银团相关的结构性融资活动)；   

  企业及交易集团(包括所有具不同流转银行服务需要的客户 )。  

  资产管理及服务   

  这是集团的资产汇集部门，由私人银行及法国巴黎投资组成。法国巴黎私人银行专为高资产净值客户

策划个人投资组合，提供分散投资意见，并按照客户个别需要，为客户仔细选择高回报的创新产品。按照

客户类别划分的法国巴黎投资团队，提供度身订造的产品和个人化本地服务。透过独有平台，法国巴黎投

资能直接迅速地联系多家专业伙伴公司，成为欧洲资产管理业的翘楚。   

  在中国完成了改制计划   

  2008 年 6 月，法国巴黎银行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将旗下在北京、天津及广州之分行

改制为现有附属公司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属下分行。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将以上海为总

部。改制计划获得监管批准后，法国巴黎银行可更灵活地与中国各行各业的客户进行各种银行业务。与此

同时，法国巴黎银行上海分行将保留为法国巴黎银行集团之分行，主要经营外币批发业务。   

  与南京银行的合作   

  法国巴黎银行透过与南京银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扎根内地。南京银行位于江苏，为中国最大的商业银

行之一，拥有 60 家分行，聘用 1,500 多名员工。法国巴黎银行于 2005 年 10 月与南京银行订立协议，收

购南京银行 19.2%的股权，南京银行于 2007 年 7 月首次公开发售后股权则摊薄至 12.6%。与南京银行的

合作涵盖多个业务范畴，会善用南京银行对当地市场的认识及销售网络，同时发挥法国巴黎银行在零售银

行、信用卡、财富管理及企业银行等范畴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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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巴黎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巴黎银行官方网站： 

http://www.bnpparibas.com/ 

第二章 巴黎银行笔试资料 

2.1 2018 香港 HR 岗 OT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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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Test.doc286.5 KB, 下载次数: 319 

 

BNP Verbal Reasoning.doc422.99 KB, 下载次数: 289 

 

_Numerical_Questions.pdf1.18 MB, 下载次数: 338 

2.3 [OT] 2018 Global Market - Summer Analyst (Hong Kong)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2485-1-1.html  

 

CEB 的题库，有同学说是 2014、2015 的原题，我的运气不太好，没遇到很多。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bnpparibas.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4463-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0Mjg5fDA3ZjY3ODE2fDE1MzA2ODQ2Njd8OTg0Njk5NnwyMTQ0NDYz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5626-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xOTkxfDIwNjI5Zjk0fDE1MzA2ODQ2Njd8OTg0Njk5NnwyMTI1NjI2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xOTkyfDNhZWJjNjNhfDE1MzA2ODQ2Njd8OTg0Njk5NnwyMTI1NjI2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xOTkwfDBjZWE1ZDdkfDE1MzA2ODQ2Njd8OTg0Njk5NnwyMTI1NjI2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xOTg5fDc5YzhkM2M2fDE1MzA2ODQ2Njd8OTg0Njk5NnwyMTI1NjI2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xOTg4fDdiYjFjNDMyfDE1MzA2ODQ2Njd8OTg0Njk5NnwyMTI1NjI2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248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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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分钟 18 题 

不是很难 

 

大家加油！ 

2.4 2017 S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verage OT 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1247-1-1.html  

 

由于之前一直在应届生上得到不少信息，过来回馈一下下貌似法巴今年的笔经不太多=0= 

我申完后很快发来了 OT，要求 5 天内完成，愣是拖到了最后两天 

只有一个 numerical test。点进去一看还是 CEB 的题，也就是往年的论坛上 2014,2015 年笔经，我看之前有截图的，

25min18 道题。 

很简单啦，不需要提前准备，嗷提醒一下可以选择简体中文作答~时间很充裕~ 

 

祝大家校招顺利=0= 

2.5 summer intern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9983-1-1.html  

 

bnp ot 是 cut－e 系统 free online test 可以做一下感受题型 12min 36 题 numerical 12min49 题 verbal 我是这样连着

两个 test 一起的 

2.6 2017 Situational Judgement Test 新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6856-1-1.html 

 

不确定如何填最好，求解... 

20171002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1247-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9983-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685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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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NP online test logical 测试新题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9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5675-1-1.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567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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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职位是巴黎 longterm internship，但是今年 graduate 大概也会有这种题型吧，尤其 london 的职位。这个

题型上面说大多数人都做不完 所以遇到不要担心，做之前仔细研究给的 example 因为之后的题型还会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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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页 共 43 页 

 

 

 

 

  

2.8 BNP paribas 2016.07.12 网申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696-1-1.html 

刚做的 眼睛都看花 12 分钟太紧了 第一部分就是找规律 

上面六张图片 分两组 各组里面的三张有相同规律 

再把下面四张分别对应上去 

 

 

之后还有 verbal  

Verbal 的题目是说一个造铁公司 

问一些关于 location, directors, strategy, principle,product services 的问题 

答案就是选择 true, false, cannot say.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69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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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先看 statement 然后快速寻找相对应的关键词 

做了几道题以后大概对资料内容也有了了解， 

之后时间紧迫可以看到印象熟悉的 statement 才找信息确认正确还是错误， 

那些看了一眼就觉得要花上几分钟找的题目就直接跳过好了 

12 分钟，47 道题目，法克~ 

实在没时间截图了 

 

希望对同学们有帮助 

我申请的是 London graduate analyst programme 2016 

 

 

 

  

2.9 2016 APAC Graduate Program China numerical tes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2165-1-1.html 

感谢论坛里分享的笔试资源，今年 Numerical Test 沿用的 SHL 题库的题：Annual Air Traffic 

Lifestack Stores 

Projected Consumer Goods 

KQX Delivery Services 

 

Wish everyone good luck! 

 

2.10 2016 新题型 Logical Thinking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4777-1-1.html  

 

网申巴黎银行，没看懂他家的逻辑题，求大神指点.先谢谢了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2165-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477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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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016 APAC Graduate Program China numerical tes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2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2165-1-1.html   

 

感谢论坛里分享的笔试资源，今年 Numerical Test 沿用的 SHL 题库的题：Annual Air Traffic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216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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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ack Stores 

Projected Consumer Goods 

KQX Delivery Services 

 

Wish everyone good luck! 

2.12 2016 伦敦 technology 笔试大换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6422-1-1.html    

 

今年的笔试完全不是 SHL 什么的了，之前的题库完全没用上 

最重要的特点是时间非常紧，非常紧！ 

numerical 12 分钟 37 题，verbal 是 12 分钟 40 几题。。。instruction 有写大部分人做不完全部。。  - - 真是安慰我们

的么。。。 

Numerical 题型是。。。给你几个信息图表什么的 不在同一页 是几个 tab 你可以自己点，然后下面有道题。。 

我做的时候超级慌乱。。导致有的题问的信息都不知道到底在那个 tab 下面。。。。 

Numerical 的题也有点不像普通的数学题，也是让你选 T/F 的，但也需要你算一下或者查找信息，没有特别复杂的

计算，但是时间非常紧，以及你需要很快找到信息所在的地方。 

Verbal 也是一样的 各种 tab 各种点。。。 

祝大家好运吧。。。时间太紧，来不及截图。。。。 

2.13 BNP 伦敦 verbal 测试题 （一共 6 个 passage 只截屏了 3 个）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9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0969-1-1.html     

 

BNP Verbal Reasoing 2015 - London Sales Position - 完全和 shl，cubik 不一样的 verbal 18 分钟 45 道题 

 

BNP Verbal Reasoning.doc  

 

2.14 BNP 2015.3.1 Numerical Tes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4631-1-1.html 

 

攒人品。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6422-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0969-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4NzEwfDA0ZDAwMWQ5fDE0NjQzMzUwNjV8Mjg1ODIyN3wxOTgwOTY5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463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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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BNP Num 题目 201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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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427-1-1.html 

 

bnp 和 jp 可以一起复习，题库一致，没有新题。 

考到的题目记忆如下： 

小测题目：Bentrim Outsourcing 

 

正式考题如下： 

AKXE Fashion  

Red Pertroleum  

Projected Consumer Goods Export 

Rexare GMBH 

Annual Air Traffic 

Drug tequental&parnol 

 

大家好运哦！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842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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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剛做完的 numerical tes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2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31090-1-1.html 

剛剛做完的 numerical test,題目多數都是見過的，供大家再練習參考。 

 

 封存.zip (1.78 MB, 下载次数: 917)  

 封存 2.zip (1.87 MB, 下载次数: 1747)  

 

2.17 2013 年 BNP Paribas 的 open questions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6 月 8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0101-1-1.html 

 

1.What attracted you to this role and to BNP Paribas as an organisation? You should include in your 

answer the rationale for applying to the particular business area, and the specific qualities which make 

you suited. (250 words max) 

 

2.Outline / give an example of when you have had to influence others and adapt your behaviour in 

order to achieve a goal. What specific approach did you take to ensure others were fully engaged? 

What obstacles did you face? What was the outcome and what did you learn? (250 words max) 

 

3.Please provide an example of a time when you needed to adapt your approach to a project based on 

new information becoming available. How did you determine that you needed to change your approach?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e ambiguity? What was the outcome? (250 words max) 
 

2.18 Receive ap test from CS!!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9 月 29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2621-1-1.html 

 

 

007-Frequency of driver accidents.doc 

190 KB, 下载次数: 8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31090-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Y2NDl8NTgwZTJiNDR8MTQzMDI5OTgyMnw1MjE3MjYzfDE4MzEwOTA%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Y2NTB8NmJiZDc2NWF8MTQzMDI5OTgyMnw1MjE3MjYzfDE4MzEwOTA%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0101-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2621-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Q4ODd8NzBhZjVjNDF8MTQwNjc5OTQzM3w0NDMzMzR8MTczMjYyM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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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register finance exam 2001.doc 

140 KB, 下载次数: 7 

 

021 -Opinion poll results.doc 

176.5 KB, 下载次数: 7 

 

003-Average speed of 4 wheeled vehicles.doc 

189.5 KB, 下载次数: 6 

 

006-current value.doc 

296 KB, 下载次数: 7 

 

009-granta intrities.doc 

216 KB, 下载次数: 6 

 

012 - population statistics.doc 

160.5 KB, 下载次数: 8 

 

015 - stationery cost.doc 

321.5 KB, 下载次数: 8 

 

2.19 BNP numerical 新題 2012 

刚做完 numerical test，碰到新题，和大家分享一下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Q4ODh8OTYyYTlhMjR8MTQwNjc5OTQzM3w0NDMzMzR8MTczMjYyMQ%3D%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Q4ODl8MTVlNjMwZTd8MTQwNjc5OTQzM3w0NDMzMzR8MTczMjYyMQ%3D%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Q4OTF8OTg1NDJlMWN8MTQwNjc5OTQzM3w0NDMzMzR8MTczMjYyMQ%3D%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Q4OTJ8ODg4YjE2OWV8MTQwNjc5OTQzM3w0NDMzMzR8MTczMjYyMQ%3D%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Q4OTN8MjhmZDRmYTF8MTQwNjc5OTQzM3w0NDMzMzR8MTczMjYyMQ%3D%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Q4OTR8MzU0ZTdkNzJ8MTQwNjc5OTQzM3w0NDMzMzR8MTczMjYyMQ%3D%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Q4OTV8NzMwODUyOTR8MTQwNjc5OTQzM3w0NDMzMzR8MTczMjYyM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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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E 

 

第三题来不及截图。但大概意思是： 

Which area has the most number of people per unit of house? 

Ans: Northern 

 

不过答案还未肯定..... 

2.20 situational test－fixed income structurer 

前几天做的，回馈大家 

bnp situational test fixed income structurer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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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20111203 BNP 新题 

new bnp.pdf (626.82 KB, 下载次数: 267)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A4NzZ8NDYwNzAzMDh8MTMzMjMyMzMxN3w0NDMzMzR8MTA3MzE4N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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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到今天才做的 bnp online test 

基本上都是见过的，凭记忆，有香港新加坡，印度人口，汇率兑换，Y/Y+1/Y+2, 总之换汤不换药 

 

另外有两道题是完全没有见过的，由于 LZ 做题慢，所以时间刚刚好呀 

最后几题有点靠蒙的了，联系不够，惭愧 

 

奉上几道新题，大家加油，祝早点拿到 offer! 

2.22 刚做完 NUM，给大家一份很好的资料 

 

这个资料还是很全的，我今天做的一多半都见过，当然也有一道灰常奇葩的，现在都没想明白的，总之就是运气

不好还是会遇到新题的，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只要好好看这份材料，时间肯定是绰绰有余啦~大家一起加油！！ 

 

_Numerical_Questions.pdf  

 

2.23 BNP 2012 校园招聘 Open questions 

昨天网申了一下，觉得他家的 OQ 还是有点复杂的，在此给大家分享一下， 

 

1,Please provide an example of a time when you needed to adapt your approach to a project based on new information 

becoming available. How did you determine that you needed to change your approach?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e 

ambiguity? What was the outcome? 

 

2,Outline / give an example of when you have had to influence others and adapt your behaviour in order to achieve a goal. 

What specific approach did you take to ensure others were fully engaged? What obstacles did you face? What was the 

outcome and what did you learn? 

 

3,Please provide an example of a time when you needed to adapt your approach to a project based on new information 

becoming available. How did you determine that you needed to change your approach?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e 

ambiguity? What was the outcome? 

 

祝大家网申成功！！ 

2.24 2011 过了 Numerical test 

 

和考古题基本一致，我遇到的新题只有一个，放在 word 里面给大家看。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YxMzJ8ZjFmNTZkMTF8MTMzMjMyMzMzNnw0NDMzMzR8OTgyNj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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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成功~~~ 

法巴新题.jpg (104.56 KB, 下载次数: 0)  

法巴新题 

 

                                         

2.25 numberical test 

 

拖到今天才做，之前看了一下这个版块里面 TX 们展示的题目， 

其中有个新题的文件里面的题和这几天的 SHL 试题都比较类似，用那里的一套来复习足够了，另外抓了一道题出

来分享给大家 

总之 BNP 的不难，看系统介绍说如果简历过了还要有更长时间的 paper test，这个就是个程序步骤啊~ 

 

good luck,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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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巴黎银行笔试经验贴 

前一秒刚刚做完 

 

其实看到之前 XDJM的帖子，发现巴黎银行用 SHL的，心里开心了一下，毕竟挺过 UBS之后，对 SHL还是有点熟悉

的。就心里很痒的做了，还打算一题题贴图给大家，不幸的是，竟然还是很紧张，导致后面不能继续截图了。。。:87) 

实在不对住大家。 

 

做下来的感觉是，题目不难，基本见过，但是要真的做的快还是有难度。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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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贴前几道上来....我附了答案了，如果大家有异议，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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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几道之外，其他基本见过，只要找得到 SHL 的题，就能熟悉了，不过大家还是要小心看题干，因为有时候

问的不一样，答案是不一样的，不能想当然。。 

2.27 刚过完性格测试，分享一下经验，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早上终于答完 talent 的题， 过了，分享一下经验，算是回报论坛。 

 

做题之前一直觉得性格测试是最容易的，但看到很多人说这个也会挂，还蛮紧张的，不多说了，进主题~~ 

 

 

1。 logic 

我遇到的跟论坛上分享的题一样，所以大家之前先把论坛上的题做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进去前不知道，论

坛上的题也是几天前看的，所以最后还是没做完，但也过了，所以应该不是要求 100%全对才能过。 

 

 

2。numerical 

 

 

经过 logic 的教训，我很认真的把论坛上的题做了一遍，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有些题反而和其他投行的题一样的，

估计大家用的是同一个题库，所以建议大家也看看别的银行的 题，记得好像和美林的有重复，所以估计做做美林

的题有帮助。但总的来说不难，是肯定做得完的，记得计算机认真按就好了。 

 

 

3。 talent 

这个我做的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 4 选一，sample question like this: 

how do you approach a task? 

A. I find out what is the timeline first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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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find out who is involved first. 

C, I find out what is the details first. 

D. I just do it (这个选项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类似的） 

 

 

第二部分就是大家都在说的要你选 agree, disagree 的。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跟着自己性格填，因为即使你第二部分可以照着你 认为人家想要的选，第一部分也很难，而且

我以前做其他的性格 test 最后算的时候都是把类似的题的分加起来，所以如果你不 consistent, 最后会落得每样

都是一般一般。也不一定要全部都选 strongly, 我有好几个都没选 strongly, 还有选 neutral 的。 但遇到 logic 

thinker, quick thinker 之类的估计还是 strongly 比较好吧~~ 

 

大概就这些了，希望有用~~ 

 

大家好运~~ 

 

对了， 有人有答了 OQ 吗， 不知道怎么答呢，有没有人分享一下经验啊~~ 

第三章 巴黎银行面试资料 

3.1 bnp IT&Operation base HK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3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5555-1-1.html  

 

来 update 一下 bnp 的进度…… 

大概是 17 年 10 月份做的 Online test，都是老题，刷题库还是很简单的。 

18 年 2 月份收到了第一轮面试，phone interview。面试官大概有三个（？？口音太迷了根本听不懂在说什么……

有个 hk local 小哥的口语勉强能听懂，艰难交流）。形式是 behavior+basic tech（影响 option price 的因素），还

会给你讲一个情境让你选择怎么去处理。有常规的 career plan（这类问题真的不会答哭哭） 

3 月份收到了 follow up interview，因为人不在 hk 所以还是 phone interview（很贴心！）。面试官大概有两个 head，

后来又来了两个做 project 的员工（他们自我介绍了一堆然而我根本记不住）。氛围还是很愉快的，没有 tech 的问

题。大概一直围绕 strength/weakness,group work,ur role in a group, how you enhance the result, how you 

overcome difficulites, why finance industry, why bnp, why this program, whats your personality...会围绕着你的

自我介绍和简历展开问，后面还问了 whats your life in HK?? 一脸萌比的我竟然回答了 spend the majority of time 

on study, but still need to enjoy the sunshine and beach（我大概是去搞笑的……） 

最后提问环节问了 base 的问题，答：24 个月 graduate program base HK， 后面可以申请去其他地方，trainee

期间会去 Singapore 几周。 

还问了 valuation model 具体是什么，答不能披露 

我也没怎么好好准备面试和提问，所以到这儿就结束啦。大概面了 1h 

-------------------------------------------------------------------------------------- 

emmm 忘记问下面还有几轮面试了，也没说什么时候给答复。第一轮的时候面试官小哥说他们不着急所以进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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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较慢。 

论坛上好像都没啥 update，bnp 也一直没抱啥希望，每次都是快忘记的时候来了通知，希望有好结果吧~ 

3.2 法国巴黎银行 - 行政前台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653-1-1.html  

 

通过学姐介绍，只有一个单面，面试管介绍这项工作具体做什么，你自己有什么希望，然后自我介绍和用英文回

答一些问题，问题都是用英文回答大家要做好准备，了解一下前台应该具备什么品质，面试官人很好 

 

英文自我介绍 

有没有相关工作的经历（中文） 

这项我做需要的品质（英文） 

说不够面试官也会给你补充 

3.3 bnp london g10 rates trading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8621-1-1.html 

 

网申是 talent q， 感觉是所有申请中最难的，因为明明知道 12 分钟做不完 37 道题，但是还要拼命做。分 verbal 

和 numerical 我感觉我的速度算是快的，我做了 27 到 30 题左右。 

 

收到的是 video test。就是 9 分钟左右的时间回答，一共 4 道题。分道题可以看 1.5 分钟，然后有 2 分钟左右的回

答。在正式 record 之前可以反复练习 mock questions，还可以调节摄像头还有麦。 

都是 competency questions.但是感觉他们的题目给的都有点出乎一般的水平，不太好回答。 

感觉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发挥的不是很好。机会不大，只当经验好了。 

感觉还是 face to face 或者 telephone 比较好面。 

 

祝大家都好运！！！ 

 

3.4 HK Graduate Program--Fixed Income Operations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2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2810-1-1.html 

 

貌似是很久之前申请的，12 月中做了 online test，早就忘记自己申请了这个了，然后差不多两个月后的今天才做

了 Phone interview= =估计是太多 candidate 了 

电话面是 line manager 做的，首先叫你自己介绍自己的 academic background，然后基本就是对着你的 resume

逐个逐个 experience 问，问完 resume 后问你有什么 career plan 啊，有没有 further study 的打算啊之类的，完

全没有 technical 的问题，甚至没有 behavioural question，问完你所有问题后她开始介绍她的 team 和他们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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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什么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全程大概 35 分钟左右。然后说要新年过后才能知道面试结果，如果过了后还有

两到三轮面试这样。 

由于自己读的专业跟金融差太远了，所以基本不抱什么希望了，希望这个 experience 对其他人有用啦~ 

 

3.5 GECD interview @ HK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2 月 1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2768-1-1.html 

2 月 9 号面的，一面，就一个面试官，一个 senior project manager，面了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一开始面试官自

我介绍，讲了他的工资经历，然后我自己介绍，回答了一些 basic questions，随后其他问题主涵盖几个方面：1，

behavior question， 主要看应聘者的 personality，包括 your impact as a leader on your team (as I have some 

leadership experience), 你觉得你实习时的同事怎么评价你，你的优缺点，还有根据 resume 衍生出的细节问题。

2，实习经历，做了什么，参与了哪些项目，具体怎么参与。3，金融知识，options 和 futures 区别，应用等，

这些问题不多也不深，主要考察对业务有没有基础概念。4，其他，对投行的理解，对本部门的理解，对 peoject 和

manager 的理解等。问答大概持续了四十分钟。随后是一个 case study，大概意思是如何开展新业务，给 15 分

钟，然后 present。这个 manager 很和善，结束后送我下楼再返回办公室，下楼中途给了一些 interview suggestion。

大概过程就是这样，接下来求 RP~~ 

 

3.6 BNP Paribas Fixed Income Department Analyst 面经 got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44277-1-1.html 

Program: bnp paribas –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banking - fixed income fulltime sales analyst 

Base: original applied for Shanghai online (movedto Beijing for group needs) 

First-ish round interview 

看完论坛里交流的情况，我发现 bnp 的 recruitment 严重 on rolling basis。每个人的 timeline 都完全不一样。基

本上，你应该会分几次见 biz line 的 6 位左右。最后会有一个 hr 同时和你联系。所以，如果见过 biz line 蛮多人

然后有位 hr 要见你，那么 congrats 基本上是好消息了。 

在递交完申请一个月以后，我收到第一次面试邀请。这次面试是连续三个 biz interview. 是去北京办公室面的。前

两个面试官 locate 在上海所以是 video conference call。面试官全部是 fixed income sales associate director or 

director. 每一位面试官面前都有一沓你的材料。我瞄了一下绝大部分好像是你网上 submit 的内容。总体上这次面

试的人都比较 challenging. 无论是 behavioral 还是 technical 问题，都会问到你答不出来为止来测试你的边界。同

时如果你不知道他会给你点提示然后教你。看你逻辑行不行。 

第一位是一位女面试官。是中文聊的。面试从我之前的实习开始聊。因为我暑期做了一份非常对口的英资行 ficc 

trading floor sales desk 暑期实习，再加上之前有一份美资行 corporatecoverage sales 实习。所以这位姐姐跟我

聊了很多 biz 的东西和产品的东西。再加上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所以其实我本来的老板她都认识，产品也差

不多。然后我们聊了很多产品的东西。接着她考了我一些宏观经济还有会计的东西。面试大概 45 分钟。感觉这

一位应该是做 CORORATE SALE 的。 

第二位是一位男面试官。中文面试。Institutional sales 比起第一位面官他更 tech 一些。会深入挖掘你到底知道多

少。比如说，关于 option 之前面试的时候面官一般就要求你解释一下什么是 Option。这一位不一样，他问你怎么

price an option,我说学过 binomial, black scholes 和 monte carlosimulation。他让我比较一下 black scholes 和

monte carlo 的利弊。我凭记忆聊了一下，bs 只能用于 price European, mc 可以 intake more sources of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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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说得不是非常全面。他问我 bsm 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我脑海里面过了一遍 bs 七个 assumptions，告诉

他有些市场不能 shortselling，他说没错，然后跟我聊了一下 liquidity hole。然后问我还有呢，我说市场 always

有 friction and fee 还有 barriers to borrow。他说好，然后问我 volatility surface 是什么（implied vol 对 maturity

和 strike）。答完后又问我 vol smile 的形状(currency 是 smile, equity 是 smirk)。然后再问你市场上 option 报价

是报什么(报 vol)，然后再用来算。Pricing 告一段落, 他开始问 greeks. 可能他觉得 option 问太多了，等我把一阶

greeks 都讲了一遍就没再问。这个地方问了我一下 fx forward 的 pricing（就是 interest rate parity）和现在远期

人民币贴水代表哪国利率预期更高，高多少。这里我掏出了准备好的计算器算了一下然后告诉他。这位同事也给

我一种非常 agree to disagree 的感觉。比如他问问我现在美元人民币点位。未来 1 年怎么看。我的看法和他不同

但是他非常耐心地听了我的想法并且告诉我他的想法。然后他说大家想法不一样都没关系。然后面试的时候正好

银行股疯长。他看我有一份银行行研实习就问我这轮上涨的逻辑是什么。我大概说了一下，大意是资金进场拉蓝

筹。他好像觉得我没有说到点子上，问我还有什么原因。我说银行基本面不行，最近消息都是非银券商利好银行

利空，除了风大猪飞其实银行并没什么理由涨。这波行情应该会很快回撤。银行基本面没有什么上涨理由。然后

他又说了一下他的看法，大体也是资金进场，着重金融股品种稀缺性。他说的也对，后来券商股市值超过银行股

的时候，银行的确也有一个新的上涨题材。但这些前提都是建立在资金从地产流入股市的大前提下。当然银行股

这部分应该是他就跟我闲聊一下。他也有说和我实习那家券商很多分析师认识。我和他聊的很开心，除去有点紧

张聊的很好。后来他给我的 feedback 也很正面。 

第三位自我介绍是 BNP graduate program 出身。Base 在北京的 institutional sales.已经加入 bnp4-5 年。现在是

associate director。他是用英文面的。我猜他也是很多同学今年电话面试的面官。到这一位他把我的申请材料放

在面前。先从 behavioral 开始问，然后开始问你的经历。有涉及到 tech 的背景部分就会问你。比如他也问了我

option。他 greeks 部分问得非常细。问到我给他画出了 delta against moneyness 和 vega againstmoneyness 的

图。再后来他就考了我一个 brain teaser。让我用 european options 来 synthetic digital call. 我一开始非常快地给

了一个错误答案，他指出了我逻辑上的漏洞，让我再想想。我想了一下突然想到，我告诉他不可能，因为 digital call

不连续，不可能用连续 payoff 来 syn。他就说，你答对了一半，这道题的答案其实是一个近似的 digital call 而不

是完全一样。我就说那就用 leverage。他说答对了。我当时感觉他在教我东西，觉得很受用。后来他就继续 go 

through 我简历。完了问我数学怎么样，我说本科学了高数线代和统计。研究生学了高计高微和金融数学。偶尔

在理解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感觉到一些困惑，比如学到随机过程的地方但是多问问想想就能懂。后来他接着问我经

历问题。45 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交流非常顺畅。这位的英语非常好。但是就说了 2 个字的中文就给我听出

是北京人。哈哈。 

final biz interview 

2 天之后 hr 就打电话通知再去北京办公室面试。Hr 给了三个面官名字，第一个是传说中的大中华大老板，第二个

据说是上海老板，第三个是北京 sales head。根据上次的惯性思维，我以为又是一个一个单面。结果 turn out 这

个面试是三位老板一起见我。想想也是，老板们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又是 conference call。同北京一位面官在会

议室 con call 上海两位。上海两位一开始没有出现，北京这位就开始先问我。Motivation 和 behavioral 比较多。

感觉这位觉得你已经通过前两轮的面试，应该没有什么大毛病，但依旧延续之前面试的风格，非常 challenging。

你需要给出非常 logical 的表达。如果你说一句话，你最好做好准备他会揪住问你。其实这种严格的态度让我觉得

bnp 非常有吸引力。这位的交谈也还算顺利。大概聊了 15 分钟，上海就位。大老板上来就问我，你有什么问题问

我。我就问他，sales 和 trader 完全不同 personality，做一个 general leader 是不是很难。他就开始从大学毕业给

我讲他的经历。非常有趣的台湾同事，讲话很生动。讲了大概 7-8 分钟，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就又问了他

2 个问题。整个过程持续 40 分钟左右就结束了。因为和我想的太不一样，所以面完感觉非常没谱。回去给 hr 和

给我名片的北京同事写了真诚的感谢信。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也启发了很多思考。 

HR Process 

大概过了快一周，北京 hr 给我打电话，想约我去面试但是因为我有别的面试已经到了上海。所以就很快地进行了

一个电话面试。大概就是说我已经通过所有 biz 面试，她打来聊聊经历。预期薪水和任何她的困惑。这不是很

challenging。我确认知道这个位置会 locate 在北京，而不是放在之前广告的上海。过了 4 天后北京 hr 同事又打电

话给 offer 并且沟通了 onsite 签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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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luck. 

 

3.7 11.26 HK first round-line manager interview(credit analys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2548-1-1.html 

position: credit analyst under credit management department 

有问到一些 technical 问题，但都非常 basic，主要是 financial statement 一类的, eg: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 啦 

也有 behavioral, eg:qualities important for the position, CV-based 

 

manager 说第二轮面 RM,第三轮 HR（忘记问什么时候出结果= =现在等的无比焦虑） 

 

Anyway,在这个神奇的网站上拜一拜！！！跪求下一 round!! 

 

有小伙伴收到下一 round 消息跪求通知啊！！ 

 

3.8 fixed income stucturing 电面 

做完 online test 之后一周左右收到电面通知，不是 HR 面的，而是三个 fixed income 部门的人面，职位从高到低

一共三轮电话面试，每轮 20 分钟。怎么说呢，面了这么多电面，BNP 的这个职位还是相当 quant 以及 tough 的，

除了自我介绍之外都是跟工作和部门有关的，需要对 fixed income 有了解才可以，而且还要数学能力好。LZ 觉得

自己被完虐了……智商直接被鄙视…… 

 

说正题，问的问题不固定，感觉上是他们想到啥就问啥，其中有个人问了 BS 公式，他问我说 BS 公式是干嘛用的。

我就说是定价用的之类的，然后他让我接着说……我就茫然了，开始扯 BS 的 factors 等等，然后就开始说那个很

复杂的公式……说到一半对方就打断我，说了五个 stop……额……然后跟我说不是让你背公式什么什么的……然后

就开始问一些 trading strategy 的问题，比如说 hedging 什么的，总之问的都是很杂的，而且带一些计算，真心需

要对统计、衍生品等等很了解才可以啊，对了还问到了 CDS……到最后一轮是部门 MD 面的时候就是开始聊之前

的论文，然后他出了个极限的题目……我去我根本没反应过来那题是要用极限算的，来回说了好几个答案都不对，

然后他就很耐心的引导，最终终于说出了正确答案！！泪奔了…… 

 

总之大家加油，LZ 被打击了…… 

3.9 法國巴黎銀行香港 前台 銷售部 面經 

先說說自己學歷背景,我是廣州出生的香港人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MSc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e 

University of Hull BSc (Hons) Financial Management 2:1 

清華大學暑期交流學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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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 Canary Wharf, London 一家 hedge fund 做過 8 周的 trader internship 

 

申請職位: Sales Assistant, Global Structuring Group, Equities & Derivatives 

 

9 月初剛回到香港,投了一星期簡歷,因為之前已經有朋友做過投行,知道裡面的辛酸,真的沒打算申請,一心只想繼

續干 trader, 

可是在找工作無意中看到了一家 HR Agency 的招聘,一開始根本不知道是投行,說要有 trading floor 的經驗,同時

要支援 sales and trading team, 還說最好有一年工作經驗,當時已經覺得沒戲,只不過既然在海投,那就順投一份

去吧 

 

想不到 HR 的效率很快,投完之後兩天就接到電話,先是個基本的電面,問我以前在英國的經驗,語言水平怎樣,又說

如果要我在一個完全國語的情況下工作,有沒有問題,我在英國一班200人,就已經180人都是中國的,普通話哪裡會

有問題? 

之後又問了一些關於以前做 trader 的事,要我大概解釋工作過程 

 

說完 HR 對我的簡歷有興趣,就決定把它交給法巴的那個頭兒 

過了一天, HR 又打給我,問我有沒有關於 sales and marketing 方面的經驗,我回頭想想,在伯明翰校報裡除了登旅

遊文章,也曾經幫手過找 sponsors 的活動,於是就跟 HR 說了 

再過了一天, HR 說公司對我的簡歷初步滿意,但擔心我的普通話水平,雖然這職位是直接 under 他們的結構產品

銷售部老大,但手下的都是大陸人,面對的市場也是中國市場 

所以他擔心我的國語水平不夠, (嗐操心,哥在英國最好的哥兒們就是大陸的) 

 

之後說當天下午五點可以直接面試 

到了中環 IFC II, 跟我在 Canary Wharf 一樣,聞到金錢的味道,上了 63 樓,才 4 :30,跟接待的人員說是來面試的 

被安排了去一家小房,圓桌 6 椅子,面對著維多利亞港,心想: 景色雖美,但你們這幫干投行的,有多少個會真的去欣

賞呢! 

 

等了大概 10~15 分鐘左右,第一個面試官來了,她就是那職位要服務的對象, 叫 Eva, 是 Head of Structed 

Product, China Market 剛從法國調來香港 

看上去,有點像中年版的法國超模,法國人就是那樣子,男的帥,女的美,人到中年還沒有發胖 

幸好以前在英國的日子裡,跟法國人混過,法語都略懂,見面面露笑容,我先開口 :" Bonjour, Madam. Ca va?" (Helllo, 

madam, How are you?) 那是少不得 

她回了一句 :" Bien" (Fine), 接下來就是英語對話 

主張內容問到我在英國的那些經驗,有什麼是對於 sales and marketing 有幫助,我又說了在校報找 sponsors, 因

為我是做 travelling page, 所以想找相關的公司分析了英國的主要交通公司有 National Express 和 National 

Railway, Railway 比 Express 多人坐,但比較貴,可是英國人愛坐,所以生意不用愁,不用宣傳, 

相反 Express, 因為是坐 coach, 時間比較長, 但便宜,用了一個例子,從伯明翰到倫敦,坐 Virgin Train 要大概 30

鎊來回,2 小時, 坐 coach 只要 4 鎊,4 小時 

但學生旅遊沒有時間局限,再說那是校報,讀者以學生為主,所以我們就決定找 National Express 做 sponsor, 最後

他們給了我們免費的票旅遊,但回來一定要說些關於他們的旅行過程 

法國女士聽到點點頭, 因為她是剛從歐洲來,這兒應該回想她在歐洲的時光 

 

之後的難題就來了 ,那也是出了我意料之外 ,她居然寫了計算  Call Warrant (認購證 ) 的  formular 出

來,(MAX(0,St/S0 - 1.0) = P0 )要我解釋!!!!!  

天啊!!!! 我之前問過 HR 會不會問公式的東西,她說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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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老子以前炒股票的時候也玩過 warrant,可是那條公式已經是我 3 年前看過,很多都忘了, 之後她說問我看過沒

有,我當然說:" 沒有" 

之後我就用我 3 年前的記憶答了她,一些基本東西,在面完之後我打給一個以前在 HSBC GBM 做過衍生工具部的

朋友,確定答案,幸好基本都答對 

我想她想考的是我的 logic skills, 多於真的要考我對衍行工具的知識 

 

答完這個意外問題之後,又從回正常,她問我跟其他香港人比,有什麼過人之處 

我就直接跟她說我在英國的經歷,主題也是說我的 global exposure 比其他香港人強,曾經跟意大利,法國人做舍友,

她們教會我做意大利燴飯和法國甜點 Crepe, 又說說聖誕節怎樣怎樣,法國女士聽上來自己也面露微笑,我那招就

是要挑起她的思鄉情節,再強調我也在歐洲待過,對你的文化有些了解 

最後她那關就這樣子了,之後她就叫了她的手下,一個中國女士,也是 equities & derivatives 的來做普通話面試 

 

等了 3 分鐘左右,一開門見到的,原來就是法巴在網上拍宣傳短片,裡面的那個女生,那短片在 Youtube 上有,你們有

興趣可以找找看 

坐下來,又是一個自我介紹,之後她問的問題很直接,因為我在 London 做的是 trader, 可是這個職位是 sales, 問

我比較喜歡技術性的東西,還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我很老實的跟她說,其實市場也是由人所組成的,市場是離不開人,所以對人了解才是關鍵,我分享了一個小愛好給

她,就是我喜歡讀肢體語言 

分析了她那個坐姿和我的坐姿代表了什麼狀況,她點了頭,之後問了我認為是整個面試最難回答的問題 

" 你是畢業後為了找工作來到這裡,還是你很喜歡進投行而來,還是你對衍行產品有興趣才來?" 

心想:"我的媽呀! 這三個選項都很難找到完美的答案!!!!" 於是我決定不直接回答,但用真誠的態度告訴她 

"我在大學裡認識很多同學,問他們畢業後想做什麼? 他們都只是說想要進銀行,進銀行,但再問下去,想去銀行干什

麼? 他們的回答不了, 我就不是那樣子的人,我從 18 歲開始買股票......" 

她開玩笑的說:" 那你現在可以退休了吧! 哈哈!" 

我說:" 我只是個小朋友, 我中學是讀文科的,同學都笑我文科生,考什麼金融系,去個歷史,政治系,不就得了吧!!! 可

是就是因為對金融業的那份堅持,我走到現在, 我是一個有思想,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下一步做什麼的人" 

回答完之後,她就問我有什麼問題, 我就好奇的問一下她是不是就是 2010 年幫法巴拍宣傳短片的那個女生,她低

頭,害羞的笑了一下說:"是的" 

之後我就說我對法巴做的 background research, 看過那條短片,之後還拿出了一份法巴 29 AUG 2012的研究報告

(因為我還跟倫敦那家 firm 有聯繫,所以投行報告隨手可得), 說歐洲央行在上周說開放 ESM, 無限量買債的計劃,

早就在法巴的報告中略有所提,大讚 "法巴英明" 

之後她解釋,因為我們公司主要在歐洲,所以對那裡的預測比較準,可是對美國的 QE3 就猜不透了 

我說補了一句,除了法巴的報告外,我也會看看美資大行的報告,比如 Goldman Sachs, JP Morgan 等等 

 

之後她說問我是不是隨時可以上班,如果有消息就通知我 

面試結束 

拿了名片,出了 IFC II 立馬寫 thank you email, 答謝她們給了我寶貴的時間和面試機會 

 

總結: 

1. 投行對海歸是比較看重 

2. 一定要找到跟他們的共同語言 

3. 投行的客戶群都集中在國內,香港人要是普通話不好,真的沒戲 

4. 平常心,有面試已經是學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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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巴黎银行面试经验贴 

 

巴黎银行的面试让我倍感意外。我并非出自名校，更不是金融专业出身，虽然银行是我向往的工作，但是我自知

能力有限，从来没想过。可是，机会就这么悄悄的来了，那天我接到银行的面试电话，在约定的时间开始了我的

面试。一上来便是英语自我介绍，随后便开始聊起了我的学校生活，学习的课程之类的。很快第一轮面试便通过

了，一周后，我得到了第二次面试的机会，这次由人事主管亲自面试，由于学过 2 年的法语，经过了法语笔试和

口试后，开始了连珠炮式的轰炸，这次可不是简单问些学校活动之类的，主要偏向业务方面。由于听力好，加上

学校功课底子还不错，外加上高级口译中的很多知识补充，算是顺利的通过了面试。就在我忐忑不安，不知结果

如何之际，我收到了三面的通知。三面比起前两次难度更大，由业务总监亲自面试，全部的英语对话，尖锐的问

题以及热烈的辩论都让这场面试显得格外 tough 。三面结束后不久，我立即收到了四面的通知，此时我已基本肯

定他们应该会录取我。果不其然， CEO 参与的四面基本属于走过场，一周后，我顺利的收到了 offer. 进入银行

后不久，我便被告知正是由于我出色的英语和流利的法语，他们招了我，而这个职位本该需要两年工作经验。  

  巴黎银行的面试进行途中，我陆续收到了很多外企打来的面试电话，其中包括花旗银行，法国家乐福全球采

购中心，惠普等世界五百强企业。面试的内容虽然有差别，可是有一点勿庸置疑的，流利的英语口语和现场的应

变能力。我不得不承认在**备考高口的日子虽然很辛苦，但是在我求职的路上，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机遇。除了

收到许多知名外企的面试电话，我还收到一些兼职翻译的机会。例如为一些大型展会做随行翻译，增加我的社会

经验，同时又提高了我的实战经验。我相信我离一名优秀的译员还很远很远，但是高口证书恰恰给我提供了许多

机会，让我离当一名优秀翻译的梦想越来越近。！ 

3.11 电面，新鲜汇报 

突击电面，英语太烂，法国人说的英语我得反应一下 

 

HR 主持的电面 

1、简单自我介绍 

2、申这个部门的 motivation 

3、most difficult thing in your internship 

 

前后只有 10min，主要是 test your english,通过的同学过两三周之后会和 manager face to face 

 

祝各位都顺利通过！！ 

 

攒 rp 
 

 

第四章 巴黎银行综合经验资料 

4.1 实习生对外资银行的优劣势比较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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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0805-1-1.html 

实习生对外资银行的优劣势比较 

外资银行的好处： 

(1)比较人性化，体现在上班时间自由，不需要打卡，有很好的厨房设备，让你吃好、喝好享受好。碰上大方的老

板公共设施会更舒服，办公环境更舒适。 

(2)外资可能都会这样，但是不知道一般公司会不会，每逢节日，老板心情一好，工作做完的早，可以提早下班。

其实我觉得也蛮人性化的。 

(3)新年第一天有红包收，虽然我是实习生，但我也收到 3 个红包了。虽然钱不多，但是比日工资多，于是我小小

开心了下，更加做的像狗，果断老板的目的也达到了。 

(4)强大的培训体系。参加过一次培训，全英文授课，讲一些反洗钱和合规的东西，听听还是有收获的。关于培训

方面，汇丰貌似在业内很出名，特别是汇丰 bdp 项目，起薪就很高。可惜汇丰近年来，只是我自己感觉哦。已经

大不如前，虽然出身英国，但是完全港资化，流程冗长，做业务比较保守，跳槽率高，一直 在招人，于是门槛就

低了。 

(5)工作再说，说出来还是很体面，毕竟人活着，面子也很重要啊~~~ 

外资银行的坏处： 

(1)升职可能性不高，尤其对女生而言。听过一句话，在外资，身份证比不上一张护照。于是，你懂得。 

(2)同事自嘲：外资银行是后妈生的孩子，于是你知道在国内市场，外资银行的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百思买都有

可能退出中国市场了，那还有啥不可能，于是，工作不够稳定，老板拍拍屁股可以走人，上百上千员工可咋办。 

(3)人与人之间感觉比较淡漠，一人一个岗位，不会有不事生产的人，于是大家都会各管各。 

想要进外资银行的渠道： 

(1)XX 学院还是很给力的，貌似在几家外资银行有路子，经常会招实习生，碰上 rp 爆发的，或许就能留下了 

(2)每年各个外资银行会招暑期实习生，包括渣打、花旗等。花旗一直感觉很低调，招的人不错，所以相对而言要

求非常高。 

(3)每年 10-12 月份左右，会有外资银行的校园招聘，不过基本都是招 trainee，要求很高，基本都是名校出生，而

且申请流程非常复杂，单单一个网申就可以让人打退堂鼓，因为非常多要填的东西，而且有很多 open question。 

(4)多关注应届生求职网，外资银行招聘信息更新很多。另外多联系在外资银行工作的亲友、校友等，可以获得内

部推荐机会。据我自己经验，华侨招实习生很多，新加坡大华银行也会招，时间不定。还有华一，台湾人的银行，

听说福利薪水也是不错的。 

 

4.2 法国巴黎银行的实习求职经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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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785-1-1.html 

法国巴黎银行的实习求职经验谈 

在人民银行实习的日子，充实且舒适，平缓的节奏在星期一被一个意外的电话打乱。法国巴黎银行来电，通知我

到参加实习生的笔试与面试。关于此次如何获得实习 offer 的过程，我便草草介绍，如有雷同，算我抄你。 

关于简历： 

1.引起 HR 的注意：说实话法国巴黎银行每次招聘实习生我都投了，此次之所以能赢得 HR 的注意力，个人归因于

中国人民银行的实习经历，比较 Special，容易跟一般人的商业银行实习区别开来。想要在牛人遍出的法国巴黎银

行实习生中要脱颖而出确实有难度，需花心思。 

2.对症下药：赢得 HR 注意力后，就看你多 match。首先，至少要符合招聘要求，比如法国巴黎银行要求的奖学金，

CET6 以上，实习时间达 4months+, 你如果都可以超过他们的期望值，就不会立即被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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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椒肉丝”理：意味突出重点，剔除无关的要素。比如你 CV 上，获奖一栏写了将近 10 个，而 HR 关心的仅仅是

英语与奖学金，那么其他都会成为干扰。于是我只将最直接联系的全国大学生英语能力竞赛的名次与几个奖学金

写在前头，加粗加红，其他奖项放到最后面。把肉丝甚至肉块放在菜盘的最上面。 

关于笔试： 

1.做足充分准备。得益于已在法国巴黎银行实习的朋友，让我心中对笔试的轮廓较清晰。这次简历是亲友帮忙投

递的，找实习除了自己网申，还可以通过单位里的亲友等来内推实习。应届生论坛上笔经也丰富，后来笔试基本

与实际情况吻合，所以即使在我第二篇作文时被打断，搬到茶水间在众人的严重干扰下继续写的时候，也不至于

大乱阵脚，仍然使出许多排山倒海的长句吓人。 

关于面试： 

1.口语能力：据说一面淘汰率较高，个人认为，此次得以在与其他牛人相比，基本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突围，

归功于较为流利的口语。本来应该是中文面试的，不过 HR 一上来她忍不住就全跟我英了，于是现场好像变成 BEC 

Higher 口试现场，还好收放自如，然后面试一半左右就调回中文频道。 

2.自我介绍：据朋友经验就是要有特色，贴近法国巴黎银行。我的自我介绍是在网上偶然抄袭的一个版本，道理

很简单，分点提出你的优势，中间串着你的经历和成绩，突出你多 match 多 special。我就说第一我英语在法国巴

黎银行还够用，第二就说我在人行和工行的实习对我在法国巴黎银行多有帮助，第三就说我很创新，校内搞一个

送快餐的活动，第四说我活动挺丰富，培养我多元化视角等等。最后我就说，你看我一直在努力呢，也许我跑得

不快，但我从来不停止跑。其实过程大家都知道可以适当添油加醋，程度如何，就看你自己能否自圆其说的能力。 

3.有备而来：向朋友取了很多经，也到网上努力搜罗，一些基本上都会问的问题，如“你身边的人怎样评价你的性

格”等，还特意准备了专业方面的一些皮毛。结果没想到二面时，Simon 异常温柔 nice, 一点刁难的意思都没有，

还一直问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这个是一个掌握主动的好机会，我跟他探讨了一下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外资银行

的角色的问题，其实都挺 shallow 的，但至少证明你用心的关心过思考过。聊完后 Simon 直接就跟我约定入职时

间，也就不用焦虑的等待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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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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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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届同

学求职推荐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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