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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富达简介 

1.1 富达概况  

 

 

关于富达国际 

 

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成立于 1969 年，是投资管理行业倍受信赖的全球领导者之一。公司在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公室，雇佣员工超过 7,000 名。 

富达国际的主要业务是资产管理，为美国及加拿大以外的世界各地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提供服务。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富达国际管理的客户总资产逾 2,718 亿美元，总管理资产逾 3,518 亿美元，旗下拥有 700 多只股票、固

定收益、地产和资产配置基金。富达国际与投资者、金融咨询机构和渠道紧密合作，为投资者提供简洁的基金信

息及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帮助投资者达到其中/长期投资目标，完成退休储蓄计划。 

富达国际是一家由创始人家族、管理层和高级员工共同持股的独立公司。富达国际独特的所有权结构，以投资管

理为重点以及庞大的投资管理规模，使其能够着眼于长期投资，并能够将大量的资金投资于科技和后台系统建设。 

富达国际深厚扎实的公司研究使其独树一帜 

 

富达国际采取主动的资产管理策略，严谨的基本面研究在投资过程中十分重要。富达国际认为，由于市场并非完

全有效，市场、行业和个股的价值时常会被高估或低估，而投资研究可以挖掘出其中蕴藏的盈利机会。 

富达国际的公司基本面分析以“自下而上”研究为基础。投资组合构建从个股遴选开始，同时也考虑市场总体走

势，但不会被市场走势所主导。基金经理负责管理自己的基金，在展现自身管理特色的同时，也受惠于富达国际

超过 340 名以及位于美国的 FMR LLC 超过 650 名专业投资人员的全球研究成果。 

富达国际在全球各地的专业投资人员定期走访目标公司高级管理层，深入现场考察公司的经营及生产场地。对于

富达国际的每一家公司，投资管理人员会与该公司的供应商、经销商和客户举行会谈，形成对公司的全方位了解。

借助规模优势，富达国际的投研人员能够与公司管理层保持有效沟通，也能够吸引、培养最优秀的人才。富达国

际管理团队的人员流失率极低，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平均服务年数很长。 

概览 

 

公司名称：富达国际 

成立时间：1969 年 

客户资产：逾 2,718 亿美元（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员工人数：7,000 名 

专业投资人员数量：超过 400 名 

管理基金数量：超过 700 只 

客户数量：超过 500 万 

研究覆盖面：超过 95%的全球最大上市公司 

基金经理在富达国际的平均服务时间：10 年 

基金经理平均从业年数：16.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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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综合经验资料 

2.1 FI summer 2019 网申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5275-1-1.html 

 

三道论述题和之前网友们贴出来一样滴 

 

下一步包括情景和分析题目，including on board, meeting,  errors in work, initiate new ideas, time management, 

motivation, new tech 

 

分析题就是根据材料做算术，感觉有的题目比较 tricky，主要是回报率 

 

大家加油( _) 

2.2 2016 China Equity Research Summer Associate （HK)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3145-1-1.html 

 

 

楼主 11 月 5 号面的第一轮 十二月初收到拒信 发点面试经验上来希望可以给其它面试攒点人品 

 

面试官是一个 Equity research analyst Wharton MBA 毕业的 一共聊了 45 min 大部分 focus 在那个 online app 时

写的 equity research 上 

感觉聊得挺开心的本来 30 分钟延长到了 45 分钟 面完他也说觉得我表现得很好 谁知道。。。大概它其实只要

MBA 不要 undergraduate 吧 

 

- Self-introduction 

- Why Fidelity 

- Why equity research 

- One of the research projects I did during summer internship 

- What sectors would you recommend based on your research and overall macro 

- How do you select a stock? What approach? 

- Some detailed questions about stock pitch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industry structure, valuation, upside, 

comparable companies, downside risk, why the company's margin in 07 and 08 was low, etc.) 

- What other stock do you recommend 

- Any question for me 

 

希望我的经验能帮到后来人！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527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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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hina Equity Research Associate Intern (based in HK) 电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1312-1-1.html 

 

 

Interviewer: Japanese lady, equity research analyst in Fidelity HK, worked in management consulting firm and 

PE firm beforehands, has a MBA degree 

1. On your CV, it is really clear that you are very interested in Equity Research. Can you explain how you got 

interested in ER that much? 

2. Why do you want to do Equity Research in investment managment firm like Fidelity, the so-called 

buy-side firm, rather than sell-side investment banks? 

3. Can you tell me more about your internship at *** Asset Management? What did you do and how do you 

like it? 

4. I can see that during your previous internships, you did valuation for companies. What you find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valuing a company? 

5. What is your most difficult time in college? How does it feel like to go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6. Can you do a stock pitch for me on the stock you recommended on your application? Why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doesn’t know about the thesis you made? 

7. What do you do for fun in your spare time? 

8. Any question for me? 

 

 

 

2.4 2015 HK FI telephone interview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8137-1-1.html 

 

 

去了 recruitment talk 觉得特别的 fancy，当时特别特别想进，但是买方门槛就是高吧，自己的能力自己也知道，

加上这是我今年第一家做 phone interview 的，so。。。。AC 没进也是意料之中（据 HR 说 AC 分上下午两场，早上

邀请 20 个人去，中午会让一半的人离开，最后留下两个，所以是一场屠杀啊==）分享一下今年 phone interview

的问题吧攒攒人品~ 

1. 为什么选择自己的专业（经济金融），我提到了高中的时候看我妈炒股觉得很有趣，然后 HR 就问那你觉得 equity

有趣为什么现在来报 Fixed Income (-_-////因为你们没开 equity 啊） 

2，equity investment 和 fixed income investment 有什么区别吗 

3，你自己有做投资吗？说一下选择 portfolio 时候考虑的问题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1312-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813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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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pen question 里面有让我推荐一个债券产品，就问为什么推荐我选的那个，当时分析了什么因素，有没有考

虑其他的 

5， 又问了一些和之前实习经历有关的 behavior question，具体的记不得了，大概就是团队合作、遇到 conflict

怎么办之类的 

 

HR 是英国人，典型的 british polite，每次回答完问题就说 fantastic~oh perfect 啥的(-_-...) 

虽然没有很 technical 的问题，但是还是需要对行业(fixed income)有很清晰的认识，这样回答才能有 insight 吧。

我感觉自己当时说的不是很好，有些就在胡编乱造。。。。 

 

祝明年的大家顺利~这个 programme 太 fancy 了，还有六个月在伦敦的 rotation 呢~~~ 

 

2.5 软件开发工程师 - 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519-1-1.html 

 

 

群面气氛很好，主要对一个公司合作问题进行探讨。单面有两组同时进行，可能会互相有些干扰，不过两组的面

试官风格也不大一样，听我同学说他的那个面试官问的比较宽泛，我这个面试官则比较注意细节。 

 

群面的题目是两个公司合作开辅导班，各自有所分工，但是其中一家公司因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不了而导致其本可

能获得的利润没有达到，希望跟另一家公司重新商谈合作计划，问另一家公司是否应该给这家公司机会。 

 

2.6 Fixed Income Investment Graduate HK 新 OQ？？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9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5454-1-1.html 

 

 

做完 numerical 以后看到了 OQ，感觉是在论坛里之前的帖子上没见过的。 

1. If you could have a career outside of finance, what would it be and why? (300 words maximum) 

 

 

2. Please indicate why you are applying to Fidelity and in particular Fixed Income, exploring what skills you 

possess which are particularly suited to your chosen area. Please provide full examples of how you have 

displayed these skills. You can use this section as you would in a covering letter. (300 words maximum) 

 

 

3. Please analyse the credit worthiness of a company or a country and tell us why you would buy or sell its 

debt. (300 words maximum)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51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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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第一题和第三题都比较 tricky 啊。。对于第一题，我不知道出题者的意图。是想展现你在 finance 领域之外的

特长，还是希望你表达对 finance 至始至终的热情？ 

第三题也感觉得好好做做 research 

 

 

2.7 2015 application online test num 新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0883-1-1.html 

 

 

今天刚做了 num，发现了几道没见过的题，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做题不够，总之先分享给大家，只截了每图的第一

题，方便大家熟悉图表 

 

 

fidelity num 新题.doc 

2014-11-3 01:15 上传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551.5 KB, 下载次数: 219 

 

 

2.8 2016.11.24 Fixed Income Investment Graduate AC 终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2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6418-1-1.html 

 

 

 

 

12 个候选人，6 男 6 女，最终招 2 个人。从就读学校来分，candidate 来自英国（剑桥、LSE 等）数个，新加坡

（NUS 等）数个，大陆学校（清北）3 个，其余大部分是香港高校（HKU，HKUST 等）。本科、硕士、工作过的

（好像是有的）均有。除了一个中文流利的英国人以外，剩下都是亚裔。我是大陆女硕士……走到了下午的面试，

但还是跪了…… 

前一天和初级正式员工们吃晚饭，我还没有切换到英语模式，所以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回酒店朗读了一会英文…… 

AC 上午，四个考试。excel test，quant test， credit test（小组讨论一个 ivey business case，然后 present，不

是管理咨询的那种战略 case，是金融方面的），financial metrics test。上午淘汰一半，直接回酒店休息。剩余 6

个，三男三女，好像是 1 个大陆，两个英国，三个香港。记不太清了。提供午饭。 

AC 下午，四个面试，针对 business awareness, motivation and analytical thinking。但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问题。 

AC 当晚电话发两个 offer，其他 4 人第二天收到电话拒信。电子邮件的拒信大概 3 星期后发。我知道一个英国的

女生拿到了，好像是剑桥的，剩下的是谁就不清楚了。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0883-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wNDY2fDBiN2FiNTlifDE1MDI5MzQzMDN8OTc3Mzg0NXwxOTAwODgz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8641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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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没有拿到，毕竟 hr 自称想招一些大陆生源……最后还是没有招…… 

 

上午的考试十分基础，并没有为难人的题目。相比国内某公募直接要求你论述一下“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的原因和

影响”来说，算是十分 basic。financial metrics test 考题撞车华夏暑期笔试蛤蛤蛤蛤。要求技能点比较平均，掌握

好时间。国内的很多固收的笔试、面试，要么考很难的宏观问题，要么是 cpa 难度的会计问题，要么要求你紧跟

市场政策，要么要求你对于业务实操特别熟悉（仅限于固收研究的笔试面试，其他没面过）。但是 fidelity 的上午

的考试属于你有基本的概念就可以了。你的个人对于市场的深入见解，或者特殊技能，比如 quant，可以在下午

的面试展现。 

下午主要是 motivational 问题，我就被问倒了……因为之前从未在外资或者香港实习过，他们比较质疑我为什么来

申香港的职位，并且现在没有 on-shore 的牌照，进入内地市场有限 blabla 

交流时间很长，每个面试也都有 20-30min。相比国内的 5min 终面，算是长多了。但是这是我第一个秋招面试，

和面过无数外资 ac 的其他 candidate 比起来，肯定生疏很多……叹气…… 

 

祝未来的同学们有好的发挥。如果我今年没找到工作，明年求职季还会活跃在应届生上:-( 

有申请相同职位的可以回复留言。 

 

-----------------------------分割线----------------------- 

楼主刚接了 fidelity 的 performance feedback 电话。我觉得有可能我的问题，和一部分大陆候选人可能会是相近

的，故分享一下。 

上午的四个测试我排第一，但是下午的面试我比较垫底。 

上午：technical 的问题我都很熟悉，teamwork 也不错，就是 presentation 差了一些，但是好歹是小组展示，有

队友帮扶。财务报表差一些，但也算是中等水平。我猜很多大陆候选人应该都在 technical 上面比较强。 

下午：面试官觉得对于 investment 热情不足（相较于其他 candidate）……觉得我和其他 candidate 相比，比较

different……这个确实是这样，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因为一次没有拿到 return 的暑期实习而伤害了自己的

职业热情……招聘者总是希望找一个积极向上，热情满满，干劲十足的新人。 

如果没面过外资，面试技巧大家也一定要找面过的同学请教一下！这个太重要了。反正我是面试技巧+套路严重

缺乏……然后一些陷阱问题就别傻傻跳进去了……给他们他们想要的答案，不要太过于“做自己”，别瞎讲啥真心

话……被建议去创业的 candidate，我猜我是第一个吧……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根本不是简历上的我，但是没办

法，要演到最后咯。 

 

就酱吧……祝大家入对行，找到称心的工作咯~ 

 

 

 

2.9 2013 富达 online test(num + reasoning) QQ 截图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7259-1-1.html 

 

 

 

祝明年的同学都顺利！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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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大家在 deadline 之前 2-3 天最好申请，不要拖到最后一天否则很可能来不及 

首先先注册帐号，然后直接让你做 num，完成合格后几分钟后发逻辑题目,完成及格后开始填写 application paper,挺繁琐的，

主要是由 OQ 比较花时间 

一般 oq 都不变的： 

1。Career 

Please indicate why you are applying to Fidelity and in particular your chosen area, exploring why you feel you are 

particularly suited to this area (Please complete in a minimum of 50 words and a maximum of 300 words). 

2。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Please describe a challenging of difficult project you have undertaken: 

- What did you do? 

- What was the outcome? 

- How did you influence others? 

- What have you learnt from this experience? 

(Please complete in a minimum of 50 words and a maximum of 300). 

3。Programme Specific Question 

Please analyse a stock or company and tell us why you would buy or sell it. (Please complete in a minimum of 50 words and 

a maximum of 500 words). 

主要是第三问  

第三问参考答案 http://www.douban.com/note/240275050/ 

 

好了大家好运~~~ 

 

富达笔试题目和答案.rar 

827.63 KB, 下载次数: 1171 

 

 

 

2.10 2014 网申 OQ 内容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27439-1-1.html 

 

 

论坛里提供的 Fidelity 信息太少，我来贴个 2014 OQ。 

 

祝好运！ 

 

Career 

Please indicate why you are applying to Fidelity and in particular your chosen area, exploring why you feel you are particularly 

suited to this area (Please complete in a minimum of 50 words and a maximum of 300 words).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douban.com/note/240275050/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g2Njh8MDNkNTQzMWZ8MTUwMzI5OTQ4Nnw5ODU5NjMzfDE3NDcyNTk%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2743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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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Please describe a challenging of difficult project you have undertaken: 

- What did you do? 

- What was the outcome? 

- How did you influence others? 

- What have you learnt from this experience? 

(Please complete in a minimum of 50 words and a maximum of 300). 

 

 

 

Programme Specific Question 

Please analyse a stock or company and tell us why you would buy or sell it. (Please complete in a minimum of 50 words and a 

maximum of 500 words). 

[size=1em] 

 

 

QQ 截图 20130913011131.jpg (89.09 KB, 下载次数: 17) 

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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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刚完成 2014 笔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27423-1-1.html 

 

 

先做 Numerical，做完瞬间说过了，让做 Inductive Reasoning Test，就是图形规律题。都不难，剩余很多时间。 

都做完以后收到通知让填写资料。 

 

 

Fidelity 的网申顺序和其他公司很不同。 

 

祝好运！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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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作为今天参加了富达（大连）面试，面试过程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1630-1-1.html 

 

 

我申请的职位是 testing engineer，面试分为两轮第一轮是群面，就是小组讨论，5-6 人一组，英文中文都可以。

通过的马上进行二面（我们那一场是 11 进 7）。 

二面的面试官两位，感觉是做技术工作的，一面两位 HR 感觉是做人力资源的。二面会问一些关于以往编程项目

相关方面的问题，怎么测的用什么方法测的等等。如果给定一个软件，你会选择什么方法进行测试。 

 

 

2.13 fidelity hk fixed income first telephone interview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29313-1-1.html 

 

 

由于时差，大早上 4 点半起来准面试。本来面试是在 6 点，可是我的生物钟就是那种，只要知道今天有事情不能

贪睡，绝对提前醒。所以我上闹钟基本就是心理安慰，很少被闹钟吵醒过。结果等了半天，没电话来，结果 hr

说我信号有问题，打过来没人接，所以以为我放弃了。后来意识到我人在英国，以为我没睡醒，决定再次打给我，

这次信号给力，终于在推迟 15 分钟后接到电话。要不然精心准备的面试就这么吹了太气人了。 

正题： 

面试我的是个在日本工作的姐姐，听英语真是听不出什么口音，不只是哪里人，名叫 ray 

1. why fidelity,why fixed income? 我提到参加香港的 fair，和当时的员工聊得很 high，hr 姐姐忙问我是不是

christine 和你聊得？我真的不记得是谁了。前几天应届生上也有人提到香港的 christine 人很好，看来她是有口皆

碑。 

2. 讲了讲实习经历，最喜欢哪个，每天做什么，学到什么？ 

3. a time i came up with an idea and put it into action and what did i learn 

4. how did i manage time for my studying given that I get involved in many social activities? 

总体说，更像是聊天，因为 hr 姐姐知道我有时差，所以还挺敬佩我起大早来面试，整个面试 30 分钟整，气氛很

友善，算是我 telephone 最享受的一个。 

 

 

2.14 2013 HK FI second interview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16506-1-1.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163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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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1650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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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页 共 21 页 

上周五刚面完 HR，今天就面 FI business representitative，要不要这么高效..... 

 

依然是电面，小哥的英文很欧洲，所以没听懂他叫啥。 

 

1. Self-intro and background 

2. Why FIL and FI 

3. Which debt you recommend and why. lz 说了 Soho China，小哥又问了好多 follow-up question，比如为啥 Soho 

China 的 D/A ratio 低过行业平均。lz 直接吓尿了啊之前完全没想过，只好现场乱掰，比如 Soho China 的扩张很

谨慎啊不大跃进啊所以借债少，Soho China 上市了啊所以 equity 多，Soho China 手里的都是优质资产啊 blablabla 

4. As a quantitative student, how come you are put into a non-quant team. lz 一开始以为是为毛选 Quantitative 

Finance 的专业，说了一半被小哥打断好尴尬。 

5. Have you had any experiences with F/S. 刚好 lz 最近在做一个数据采集的工作，负责 CapEx 和 Debt 部分。小

哥于是问你学到了些啥啊，lz 只好说 lz 的工作只是采集数据，所以只学到了怎么找这些 item。小哥又问你有啥

findings 啊，lz 说 lz 发现不同公司差很多，同公司不同年也差很多（这不是废话么！但是 lz 真是不知道该说啥）。

小哥最后问了说那 CapEx 怎么算，lz 真是要吐血了好么！ 

 

最后 QA 环节，lz 问了那个 team 最 quant，小哥说了一堆，lz 赶紧补充说 lz 作为一个本科生也搞不定太 quant 的

model，所以还是一般 quant 比较适合 lz。lz 又问小哥是哪个 team 的，小哥说是 research，尼玛原来就是两个

research analyst 之一啊...... 

 

两个小时以后还有 PwC 的 Par in....What a life! 

 

 

 

2.15 2013 HK FI first interview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11027-1-1.html 

 

 

刚刚面完，四十分钟，基本都是简历问题，说的我嗓子都干了，以下问题排名不分先后： 

 

1. Background and self-intro 

2. Why Fidelity and why FI 

3. Internships 

4. Activities 

5. Biggest failure ever 

6. Which internship did you enjoy most and why 

7. Strength, weakness and personality 

8. What did you do in your leisure time 

9. A recent book read 

10. Why you recommended the debt to us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1102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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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这些了，听起来 HR 姐姐木有我的 resume，因为我说了 exchange experience 之后她还问是哪里.... 

 

 

2.16 2nd round interview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01708-1-1.html 

 

 

所以我在 3：00 准时接到了电话。听到口音是一个印度人，我顿时心里凉了半截。真的很难理解...   

当然，印度哥们儿的兄弟从来不会简单。完全没有问我的 stock，而是问我，你有自己的 portfolio 吗？多少股票？

最差的 performance 是谁？被问完最差的那个，which is Alcoa ( 美铝），他说，你不是说你 top down 吗？为

什么会买这只烂股票。我心里又凉了。我说当时买的时候我心里觉得中国是世界最大金属进口国，demand 多，

未来 investment 多，当然对整个 market 的 demand 会有提高。后来发现不仅要考虑 demand，还要考虑行业的

竞争格局。比如中国自己增加了许多 capacity，铝的库存过剩... blah blah blah 然后他问，为什么不买 Chlcoa (中

铝）, 我说之前看过，但是 efficiency 真的很差，而且我通常不买 SOE。然后又有一堆论证...  

为什么他对我准备的股票完全不感兴趣... 为什么... 我努力想说，但是就是不理我。好吧， 可能他也知道我们是

准备过的，就是不问。 

Anyway, 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所有地问题，个人认为回答得还不错，虽然心脏不停坐跳楼机。我觉得面完 fidelity， 

我要心脏病了。。。 

 

 

2.17 某 2013 Equity Research Analyst 申请人的流水帐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89993-1-1.html 

 

 

本着讲故事的心态写的，不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先声明一下这是通过 BCF 申的（没听说过 BCF 的请看 Fidelity 官方网站上的 TimeLine），不是传统的网申，所以

时间会比大家提前些… 

然后整个过程都是英文的，除了和周围人闲聊可能会用到其它语言，语言水平不过关的同志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大约三周前收到 Fidelity 方面的面试邀请，当时第一反应是惊讶对方会给我机会…没有本科金融背景没有工作经

验，学校的名字也不如常春藤响亮，实习经历不是投资相关，甚至还收到众多金融市场卖方（没错我说的就是外

资银行）的拒信，居然就在上千份简历中神奇地被更难进的买方公司选中了… 

只得猜测实习的风险分析与投资基本面分析有少许重合，自己掌握的外语可能适用于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张的海外

办公室，个人的运动员经历以及开放性问题答得比较像人样从而给了对方试探的兴趣…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0170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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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周多前飞往 Boston 招聘会进行第一轮面试…途中目睹了银行业的惨状…顺便吐槽一下，日本学生到了美国

后还是宅男，在 UBS 展点的漂亮韩国 MM前排起长队，而 MorganStanley 两个西方老女人的摊位根本无日本人问

津…  

 

Fidelity 一面，刚进面试房间对方就递过来名片，一看头衔居然是 head of research？！瞬间感受到这直接越过 HR

步骤的面试的火药味… 

面试官基本是扑克脸，表情变化不多倒是有助于保持冷静…上来也没有按部就班地问 walk me through 

yourresume 而是单刀直入问想要做什么工作，是否关注市场，回答是后就悲剧了，人家问今日金价和油价是多少…

我之前只顾着看道琼斯指数和标普 500 指数了，油价好歹看过 Fidelity 两天前写的油价下跌报告，金价则压根不

知道应该是几位数…  

 

面试官话题一转，让我 pitch a stock…于是挑了某个教育行业的股票扯了一番… 

接着对方又追问行业情况、我的估值方法等问题…这里建议事先最好看过公司全面的 report… 

 

面试官跳回我的简历，问我为什么选择来这个学校…大家想法自圆其说吧… 

 

接下来是脑筋急转弯…面试官问你说一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多少只猫吧…  

这种问题一向是只看逻辑分析，所以大家就假设出各种数据计算就成了… 

 

接下来面试官开始问实习经历…事先思考一下实习经历与应聘职位有什么相关性，我当时说自己所做的工作及取

得的成就，顺便提到风险分析中涉及基本面分析与证券分析是相关的…于是面试官就问实习工作中个人最喜欢的

部分…于是说发现很多信息无法从数据中表现出来，需要定性分析，而发掘数字背后的故事是个人觉得最有趣的… 

然后举了个例子，面试官针对例子又提了些问题… 

 

接下来突然开始峰回路转…面试官问我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问题是这两个问题他居然合在一起问的！研究

过对冲的可以考虑一个能够用自己的优点弥补的缺点…  

 

面试官也无语了，于是拿起刚喝完的星巴克咖啡往桌子上一放说如果这厮明天涨价了你会买么… 

星巴克可是我们第一学期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对象之一啊！于是人生最辉煌的战略分析时刻到了，把自己学过的

相关知识和理论很好地展现了一下… 

面试官似乎也想继续听下去，于是又问影响其价格的因素有哪几个，其中哪个因素重要，X因素对价格影响大么，

这一家会投资自己的生产车间吗…觉得自己分析得比较流畅，不过感觉这个随机性有点强，万一遇到自己没研究

过的企业…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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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官表情没变但我假设他对这回答还算满意…于是接下来开始追问 P/E 比率，问之前 stock pitch这一家比率

是否会变化…好在我们公司理财课上有个 P/E 的模型能提供一些参考依据…于是从信用度策划能力外汇风险红利

管理税务管理的角度分析说不会变…面试官接着问有两个同行业的公司，一家增长 20%一家 5%，你愿意为哪一

家付更高的 P/E 比率？于是说经济好时选 20%经济不好时选 5%，理由是新兴增长公司会有更大潜力和回报但是

经济危机时成熟稳定的公司会更容易扛过去，至今都不知道这个回答对不对…  

 

最后面试官问有关外语的问题说我会这个语言为什么不去 XX国工作…バカ Fidelity 你先在该国建立一个分部行

么？！于是说自己很看好某国只是 Fidelity 目前还没有该国代表处，但如果日后成立这样的办公室的话我愿意为

之效劳…整个一副小人嘴脸…  

 

然后就是反问时间，问了面试官其个人经历以及 Fidelity 的国际流动政策…貌似最后这个问题恰好切中 Fidelity 文

化所以面试官多说了几句… 

 

于是当晚神奇地接到电话得知通过面试进入下一轮，顺便会帮助自己订酒店改签机票以及报销…激动啊！ 

 

 

第二天，晚餐面试…总共 28 个申请人出场，压根没问最终招多少，虽然可以想象会要 9-14 人左右…与诸申请人

聊几句后就发现了两个 Harvard 两个 MIT 一个 CMU 一个 NYU 一个 Cornell 一个 HEC 的人…这是何等刺激的战斗

啊？！ 我都怀疑我是唯一一个非常春藤出身的申请人…  

 

然后 Fidelity 的人自我介绍并讲解公司… 

经理们提到了 Fidelity 的国际流动策略，果然在多国之间轮转是必须的，完全符合我的兴趣…  

 

英国 HR：我喜欢 Fidelity 的人。我们的人聪明机敏，总是能给出新奇的主意和与众不同的策略。 

上海员工：我喜欢 Fidelity 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女人！我们上海代表处的分析师，不知为什么，全是女的，全是

女的…所以我们需要并鼓励男性同胞申请我们的上海代表处！  

 

然后大家就餐并闲聊，知道了周边几个人的背景…感想是： 

1. 常春藤的人的确不一样…比如 Harvard 那人看着不喜欢与人说话但是一开口就是一篇流畅的演讲… 

2. 为什 Harvard 一日本人一韩国人就是没有中国人… 

3. 在我之前面试的 CMU 的一个人没来…能干掉曾经给我拒信的 CMU 的人自己暗爽一下…  

4. 从本科生到经验丰富的 MBA 一应俱全，更加疑惑这是要招什么样的人…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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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什么我能活到现在…  

 

 

第三场是案例分析面试… 

一进门 HR 就递过来一叠材料…仔细看了下发现有一个公司的年度报告、外部审计报告、Bloomberg 数据、路透

数据、BOA 的分析报告以及一些杂项…要求是四个小时内阅读材料，建模预测公司未来三年经营状况，股票估值

以及准备演讲材料，然后用第五小时发表自己的买入/卖出决定，解说自己的策略以及问答环节… 

看着就这样，真正上手做的时候发觉时间很紧… 

建议不要用超过一小时建模，因为你如果连定性的内容都了解不透的话问答环节根本无法支持自己的数据和观

点… 

问答 Q&A，基本上都是围绕案例及个人演讲内容进行提问，如公司未来的全球扩张业务，网络招聘平台的威胁，

作为投资者如何在其不同业务间分配投资，如果再多一些时间我会从哪些人手里获取相关信息以及会做什么…只

有最后问了一个如何分配时间是可以推而广之的问题… 

 

 

然后一周前还是悲剧地收到了拒信… 

虽然说拒信应该是家常便饭，但是面对这么好的公司这么优秀的同事进入最终轮却还是败北着实令人惋惜… 

也不清楚自己是估值方面确实没做好，还是问答环节不够突出…然而这些都已经无从考究了… 

最后不知道哪些人幸运地被录取…金融专业本科生有多年相关课程的积累，MBA 有经验，而我似乎是个什么都没

有的人，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情角色吧… 

今天又看到 Fidelity 贴出的新职位，只有日本的实习以及韩国的实习+全职，并且明确提出 3-5年经验的硬性条件…

香港的职位俨然已经填满，日本方面 entry-level的职位应该也已经填满… 

个人猜测是正社员分析师两个层次的人都要招，然后香港方面竞争者层次分部比较均匀所以都填满了，而日韩方

面金融系本科生凭优秀的估值技能填满了正社员位置，于是 Fidelity 现在重点招收 3-5 年经验的分析师… 

 

 

最后依然感谢 Fidelity 给了我一个尝试的机会以及非常时期的一些希望… 

以上… 

 

 

 

2.18 富达网申 OQ 截图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6452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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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发电面面经攒 RP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62291-1-1.html 

 

 

这里太空旷了，发个面经给后人吧。富达首先是网申，就是填他家的报名表，很多 OQ，然后做 online，有心理，

numerical 和 verbal 之类的，接来是电面，一个 HR，一个 department analyst。周末会有 feedback，如果进的话，

一月去 HK 的 AC，有 case 去推荐股票。 

今天本来两个电面都要做，但 analyst 临时有事，不知道要改到哪天了。HR 面主要是简历问题加 behaviour 的，

没有问 why fidelity 之类的（白准备了）。简历就是问 why 读 master，什么时候想去金融，在某段实习中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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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feedback，优缺点，multitask，解决争议，career plan，比较 buy 和 sell side，有没有自己投资，选股

标准。（可怜我连股票帐户都没有）她问完了可以提问题，我一个没准备，现想了两个，她还想让我问，所以多准

备几个问题吧。 

在面之前就考虑是我先鄙视他家，还是让他家鄙视我，毕竟自己没有投资经历，没有投研实习，但还是硬着头皮

上了。发现还是要熟悉自己简历，熟悉自己背景才比较重要，临时抱佛脚的东西都没用上。 

最后，老天，富达这种大 offer 我就不考虑了，你就给我个小小小的 offer 就行了，不要老让我重在参与了，我一

直在攒 R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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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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版，2020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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