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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寰富投资简介 

1.1 寰富投资概况  

寰富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私营外商独资企业,主营业务包括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及市场分析,致力

于以卓越和创新谋求发展。 

 

座落于英国伦敦的母公司 G.H. Financials 是伦敦国际金融期货及期权交易所的清算会员,业务范围涵盖英国、

美国及世界其他多家主要交易所的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的交易。G. H. Financials 在中国以外的多个新兴市场,如印

度、匈牙利、直布罗陀、以色列等均设有分支机构。 

 

寰富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2 月,总部位于中国上海。 

 

寰富投资的核心资产是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优秀人才。我们期待富有激情和天赋的您的加入!在这里,您将有机

会与全球顶尖的金融衍生品分析师和交易员同台竞技。而您的成功则不仅意味着个人能力的不断提升和持续稳定

的经济回报,更有助于公司日后的可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 

 

我们期待全球的瞩目! 

1.2 企业文化 

  想要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里取得成功,优秀的企业文化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我们深信

天赋、勤奋和踏实缺一不可。 

寰富是一个年轻而具有生命力的团队,这得益于我们每个年轻而优秀的员工。我们的公司文化在

这些热情饱满、富有雄心的优秀毕业生的身上得到了不断深化。--这是我们的巨大财富。 

在寰富,我们深信团结、坦诚、守信是架起公司和员工之间理解之桥的纽带。健康、积极的企

业文化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3 愿景 

 

公司成立伊始,我们就表现出了对衍生品市场中转瞬即逝的机会的睿智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用业绩证明

了自己能够把这些机会转化为一种价值.电信技术的发展和电子交易的普及,使得我们能够在远离伦敦和芝加哥市

场的中国上海设立 分公司并参与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我们力求使全体员工的智慧、干劲和创新能力得以

充分发挥。寰富为员工提供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让每个交易 员都可以信心十足地与华尔街的顶尖人才

同台竞技。寰富给予每个员工充分展示自己能力的空间。我们相信,一支高度团结、脚踏实地又极具天赋的团队终

将会使寰 富成为该行业中最成功的企业。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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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寰富投资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应届生论坛寰富投资专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314-1.html 

 

第二章 寰富投资笔试资料 

2.1 12.1 寰富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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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44-1-1.html  

 

今天下午在寰富公司电脑上做的 35 分钟笔试，感觉很有难度，尤其是考察记忆力的题目，而且全程英文。没看

清哪些是倒扣分的 ，说今天或明天给通知？请问有收到的吗？没通过会不会有拒信一类的通知？ 

 

 

2.2 今天（3.18）参加了寰富投资（北京）的宣讲会和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3 月 18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43726-1-1.html  

 

今天晚上六点去北京公司参加了宣讲和笔试。 

宣讲就不多说了。 

笔试部分是一个三十分钟的一些问答，比如你的家庭情况、管与你自己的一些爱好、经历、运动什么的。

全英文做答。 

第二部分是五分钟的速算，很基础的加减乘除，只不过数字稍微复杂一点，基本是三个数以上吧，我没

有算完。。。 

 

 

我的感受就是，我的英文很差劲啊。。。赶脚问答都不知道怎么去写了。。。。 

 

听前辈说后期如果有面试还会全英语，我微微有点崩溃的赶脚。。。 

 

不抱什么期望地来唠唠嗑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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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接到电话 offer (+速算训练器)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81952-1-1.html  

 

时间流程： 

9.8 笔试——9.21 收到 questionnaire——9.23 提交 questionnaire——9.23 通知一面——9.28 一面——10.14 通知二

面——10.18 二面——10.19 电话 offer 

 

一些心得体会： 

    A.笔试部分 

1.其实笔试之前没进行网申，也没投简历，所以也没收到任何笔试通知，就那么直接去了（霸王笔）= = 

2.跟我一起笔试的朋友大约 9.14 就收到问卷了，所以在 9.21 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已经挂了。据此猜测流程中有

waiting list 存在 

3.通过上述朋友的知道笔试时间地点 

4.如果提前到了公司，注意不要打扰别人工作，以免给 kate 留下坏印象 

5.笔试前的宣讲有提问环节，如果能提出高质量的问题，相信对一面有好处 

6.北京笔试考场座位很不舒服，桌子很小是折叠在椅子上的，不让用演算纸，但可以在试卷空白处演算 

7.这次笔试题目是 40 道速算/6 分钟；15 道文字推理/15 分钟；没有传说中的 mn 

8.我的速算做的很渣大概只做了十几道>_< 但推理出于意料的顺利，做完了竟然还检查一遍= = 

9.个人感觉 GHF 会优先考虑速算能力强的候选者，所以有心准备的同学不妨多做练习 

    B.问卷部分 

0.一共 18 道题目，英文，主观。有时间的话一定尽量展开写 

1.虽说问卷环节不会淘汰，但这张问卷是接下来贯穿你一面二面的主线，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 

2.因为我知道自己笔试成绩不太好，所以尽最大努力写好问卷——共花费 16 个小时左右，写完后的文档一共有 5

页的样子 

3.我觉得认真准备问卷对英语一般的同学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你总不可能带个电子词典去面试对吧。。 

4.无论如何，一定要如实填写。我在问卷中坦白速算不好所以面试中从来没考过计算。honest 是公司最看重的品

质 

5.提交问卷后收到邮件提醒一定要完成网申（其实是个自动回复）所以把网申补上了 

6.网申时发现我的邮箱已经被注册过了（猜测是 hr 姐姐帮我注册的= =）所以只好重置密码 

    C.面试部分 

1.没有常用英文名字的同学最好提前想好一个喜欢的英文名字，因为会被问到 

2.一面是 kate，英文，我看到自己的问卷被一页一页摆在她面前有些位置打了圈圈，会根据问卷和简历提些问题 

3.kate 是个非常 nice 的姐姐，不会问你专业性的问题，聊天时尽量保持轻松愉快的气氛^^ 

4.kate 中文很好但是一般不会允许你用中文= =所以最好提前组织一下语言 

5.一面结束时会有提问环节，一定要准备问题，但最好不要问太专业的问题= = 

6.二面是传说中的 james 和北京的 boss，英文，两个人也都很 nice。据说如果 james 不来北京的话就会是中文面 

7.主要是 james 提问，如果遇到语言上无法沟通的情况，北京 boss 会帮忙翻译（据说不会影响面试评价） 

8.james 会给你一点压力的，可能会追问或者反问，保持清醒与自信即可 

9.如果简历上有相关专业背景或经历，james 可能会针对提问，不妨提前准备一下组织好语言 

10.二面的提问环节可以问些专业性的问题，态度要谦虚 

 

以上是我的个人经历、感受与猜测，可能主观性比较强，仅供大家参考。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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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遇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机会就努力抓住吧。祝每个人好运^^最后附上我自己用 VBA 编写的速算训练器一枚，对

速算能力不自信的同学可以试用一下^^ 

2.4 妇女节笔试回来，说两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3891 

 

今天笔试，基本上比较悲剧了。三部分，先是计算。我在帖子里看到，大家说速算，我就傻乎乎的翻出小学的奥

数课本，开始背公式，什么三位数连成之类之类的， 结果是没用上。那些计算是很朴实的计算，不需要技巧。对

数字的敏感度，速度和准确性才是需要的。嗯，大家以后要注意啊。然后是逻辑，之前一天像复习考试一 样开始

看 GMAT，结果又悲剧了，中文题目。逻辑是实质，但是感觉英文的文法看起来的话会更好判断。大家以后准备

的要注意，中文吧虽说是母语，总是觉得挺 拗口的，要是长难句，不见得比英文好看。然后是数字母的题，挺好

玩儿的，没事儿可以练练，一会儿眼就花。 

我没大注意细节，比如说，个人信息那里，人家让圈，结果，我都是勾的，一下给别人的印象就不好了，不细心

啊，后来想想也来不及改了。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另外就是，那里的题大错要倒扣分，不敢试的，别多选，反正

我是都选齐了，现在想想有点愚蠢的无畏。 

公司的氛围我很喜欢，做宣讲的 Kate 诚恳，友好，而且很有效率。 

祝福大家都有好结果吧～～ 

2.5 纠结的寰富~笔试题目及笔试后的 QUENTIONNAIRE 

 

11月 10号在寰富的宣讲会后进行的笔试，题目万分纠结： 

第一部分：语言逻辑：给一段材料，选出支持或者削弱原文观点的选项 

第二部分：速算：6分钟计算 40 道数学题，难度类似于：38*39= 

第三部分：数字母，比如在一堆 P和 d中，数有多少个 p。数着数着眼就花了，我就一边数一边用

笔点点儿。 

 

侥幸的居然通过了笔试，11月 12号晚上收到寰富的邮件，说要做一份 QUENTIONNAIRE，其实还是

一套笔试题目，一共 18道，全是主观题，要求两天之内完成回复邮件，题目如下： 

1. 

Why is Trading Risky? 

2. What is the greatest Risk you have ever taken? 

3. What is a criticism your previous employer gave you? How did you respond? 

4. 

Why is it important for traders to follow Current Events?  

5. Do you follow the markets? 

6. 

Would you rather be very Wealthy or very Clever? 

7. 

Which is more valuable: $100 in gold or $100 in oil? 

8. 

What is your motivation to be a Trader?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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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hy do you think you are qualified for this position? 

10. 

Have you ever held a Part-Time job? (not including internships) 

11. 

What was the most useful class you took in University? 

12.What do you do in your spare time? 

 

第三章 寰富投资面试资料 

3.1 寰富投资金融衍生品交易员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58-1-1.html 

 

面试官人很好，聊得还算愉快。 

 

刚刚开始是用英文说的，讲得结结巴巴。就跟面试官说，用中文讲好了。 

当时感觉很不自信，其实什么都没有准备就去面试了。 

没有凸显自己的优点。 

关键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啊。 

预则立，不预则废。 

 

问面试官问:你做过最成功的事情。 

答实在是没有什么课回答的。答得很不好。  

3.2 寰富投资柜员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57-1-1.html 

 

自我介绍[1 分钟] 

案例分析 进去面试前等待的几分钟里是可以看到案例题的，这是为了节省时间。案例出的是关于银行财产所有权

转让等的问题，由于前些日子着重看刑法，经济法方面没看过，再加上基础不扎实，所以我不会答，只是简要说

了两句 

面试官的问题： 

 

问请说出你知道的关于上海银行的三条信息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5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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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寰富投资管理培训生面试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56-1-1.html 

 

一共进行三面的过程 

 

一面：10 人一组，每人 30 秒自我介绍， 主要看脸和说话是否流利吧 

二面：10 来人分 2 小组群面，15 分钟讨论,3 分钟代表起来发言 没其他问题。 

三面：5 个老总面一个人，先随机抽情景模拟题回答，然后就简历问，问实习啊学校的事啊什么的。 

 

 

问实习做了什么，部门老总和副总意见分歧你听谁的， 

 

3.4 寰富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 交易员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54-1-1.html 

 

 

要去现场参加宣讲会，会有二维码扫描，然后回去做网上测评，非常难，都是算数还有经济学相关的只是去，另

外还要填写一份 questionaire,上面会问道一些问题，都是英文的，回答也要用英文，初试基本上就是问问卷上的

内容，对了要提前做好一个英文简历。终面是一天的时间，上午要做三个小游戏，测试你的逻辑、数字敏感度、

记忆等方面的能力，下午就是一对一的单面，主要是问自己的经历，以及是否能够承受住压力、风险这些问题。

过了两三天就给了通知。 

 

英文的自我介绍 

优缺点 

做过最冒险的事情 

遇到最沮丧的事情 

性格上有哪些缺陷想要改正的 

 

3.5 2016 北京 寰富面经（一面+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0431-1-1.html 

 

楼猪简介：帝都某无竞争力 211，最有前景专业（≈现在没什么卵用的）生物工程，硕士学位，男。完毕。 

 

首先说一下我对寰富的看法，之前从来不知道这个公司，也从来没有做过投资相关，炒股都没做过（我已顺利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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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 66%的人，大写迷之微笑），纯粹看见招聘语写的只要理工科就可以报，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了简历。结果

很快收到通知，去公司参加了宣讲和 Etest（就是现场用电脑笔试），过两天收到 questionnaire，答完了正好圣

诞+元旦假期，说过了，等回来面试。（太久远我就不去翻具体时间了。。） 

总之公司给我的印象呢， 

办公环境一般，不豪华，也不磕碜； 

最喜欢的是公司效率极高，面试通知没有超过两天的，进入面试当天就给短信和邮件，很赞，大写的赞！~ 

面试比较公平，智力权重大，这里也给个赞！~（额，反正我是因为愚蠢所以没过的，哈哈哈哈。。） 

 

新年伊始，一面（15 人，我在 11 个，按下不表）： 

美丽性感的 HR 姐姐，还穿了小蕾丝的衣服：） 

5min - 40 道速算，包括了多元一次方程组、小数点后 5 位加减、套用简单公式计算的式子、不规则简单乘除等等

吧，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大写的懵逼 0.0 

没有自我介绍； 

给了几个类似趣味逻辑计算题，3 个我答对 1 个（其实都不难。。），然后问了我的思考过程吧； 

问了一下简历上的经历； 

问了一下优缺点。 

让我反问几个问题，结束。 

 

我觉得我这种战五渣，3 对 1 的肯定过不了，居然当天晚上给了短信和邮件，进入二面。 

（认真比对过名单的我，细心的发现，应该是按评分排名的，我是第一组 4/11，恩，还是感觉智商捉鸡。。） 

 

二面 

机智聪颖的北京经理哥哥~ 

问了一下我关于创业的经历； 

个人的优点，怎样与工作职位结合； 

个人缺点，怎样工作中避免； 

跟别人比的优势在哪里； 

你准备多久扭亏为盈； 

然后聊了一下，我说我就是计算不行啊，智商也捉急啊什么的，她就说那就咱们加试一道题，你擅长什么 0.0 

我觉得我不擅长的挺多，擅长的好像没有。。哈哈哈，然后说一定要选的话，逻辑吧。 

加试了一道逻辑题（结果算出来我还差不多能蒙出来，迷之感动=。=） 

 

然后回家我就说，如果今天之内收不到短信，那明天就是拒信了，果不其然，预言帝，第二天就被拒了~ 

 

anyway，感觉我这么浮夸的人还是不合适每天只对着电脑的，所以也没有太多可惜，大家想去的加油加油咯！~~ 

 

面试总结： 

1、公司其实对于稳定性和侵向性还是有考察的，我以为侧重智力的前提就对这个考察少了，面试表现出了一点不

稳定性吧，这个大家切忌； 

2、关于楼主的智商问题。。能发帖我觉得应该大于 80 吧，哈哈哈哈，那就够了，我是个逗比，这也就够了~ 

     我特地为了证明自己智商的劣势，问了我的成绩。Etest：均分 20/我是 24~~；40 速算，我对了 9 个，全对

的据说不算特别少。恩，所以我在大家面前就是个大写的弱智之类的吧~~不过我会坚强的，奥运会都有残奥会呢，

我岂能苟且？~ 

3、关于面试具体题目，之前有人发过，后来被寰富自己删帖了，为了避免我打这么多字都见不到大家，所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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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啦。实在需要的同学，盖楼吧，不过不要指望我能回复（应届生论坛盖楼没有提醒的）。。还是用我的 ID+163

邮箱吧，咱们私聊就好~ 

 

发上来攒攒人品吧，期待对大家有用~~现在另一个公司面试二面刚结束，期待能进三面~~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3.6 寰富 2014 应聘实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0431-1-1.html  

 

楼猪简介：帝都某无竞争力 211，最有前景专业（≈现在没什么卵用的）生物工程，硕士学位，男。完毕。 

 

首先说一下我对寰富的看法，之前从来不知道这个公司，也从来没有做过投资相关，炒股都没做过（我已顺利击

败 66%的人，大写迷之微笑），纯粹看见招聘语写的只要理工科就可以报，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了简历。结果

很快收到通知，去公司参加了宣讲和 Etest（就是现场用电脑笔试），过两天收到 questionnaire，答完了正好圣诞

+元旦假期，说过了，等回来面试。（太久远我就不去翻具体时间了。。） 

总之公司给我的印象呢， 

办公环境一般，不豪华，也不磕碜； 

最喜欢的是公司效率极高，面试通知没有超过两天的，进入面试当天就给短信和邮件，很赞，大写的赞！~ 

面试比较公平，智力权重大，这里也给个赞！~（额，反正我是因为愚蠢所以没过的，哈哈哈哈。。） 

 

新年伊始，一面（15 人，我在 11 个，按下不表）： 

美丽性感的 HR 姐姐，还穿了小蕾丝的衣服：） 

5min - 40 道速算，包括了多元一次方程组、小数点后 5 位加减、套用简单公式计算的式子、不规则简单乘除等等

吧，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大写的懵逼 0.0 

没有自我介绍； 

给了几个类似趣味逻辑计算题，3 个我答对 1 个（其实都不难。。），然后问了我的思考过程吧； 

问了一下简历上的经历； 

问了一下优缺点。 

让我反问几个问题，结束。 

 

我觉得我这种战五渣，3 对 1 的肯定过不了，居然当天晚上给了短信和邮件，进入二面。 

（认真比对过名单的我，细心的发现，应该是按评分排名的，我是第一组 4/11，恩，还是感觉智商捉鸡。。） 

 

二面 

机智聪颖的北京经理哥哥~ 

问了一下我关于创业的经历； 

个人的优点，怎样与工作职位结合； 

个人缺点，怎样工作中避免； 

跟别人比的优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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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准备多久扭亏为盈； 

然后聊了一下，我说我就是计算不行啊，智商也捉急啊什么的，她就说那就咱们加试一道题，你擅长什么 0.0 

我觉得我不擅长的挺多，擅长的好像没有。。哈哈哈，然后说一定要选的话，逻辑吧。 

加试了一道逻辑题（结果算出来我还差不多能蒙出来，迷之感动=。=） 

 

然后回家我就说，如果今天之内收不到短信，那明天就是拒信了，果不其然，预言帝，第二天就被拒了~ 

 

anyway，感觉我这么浮夸的人还是不合适每天只对着电脑的，所以也没有太多可惜，大家想去的加油加油咯！~~ 

 

面试总结： 

1、公司其实对于稳定性和侵向性还是有考察的，我以为侧重智力的前提就对这个考察少了，面试表现出了一点不

稳定性吧，这个大家切忌； 

2、关于楼主的智商问题。。能发帖我觉得应该大于 80 吧，哈哈哈哈，那就够了，我是个逗比，这也就够了~ 

     我特地为了证明自己智商的劣势，问了我的成绩。Etest：均分 20/我是 24~~；40 速算，我对了 9 个，全对

的据说不算特别少。恩，所以我在大家面前就是个大写的弱智之类的吧~~不过我会坚强的，奥运会都有残奥会呢，

我岂能苟且？~ 

3、关于面试具体题目，之前有人发过，后来被寰富自己删帖了，为了避免我打这么多字都见不到大家，所以决定

不写啦。实在需要的同学，盖楼吧，不过不要指望我能回复（应届生论坛盖楼没有提醒的）。。还是用我的 ID+163

邮箱吧，咱们私聊就好~ 

 

发上来攒攒人品吧，期待对大家有用~~现在另一个公司面试二面刚结束，期待能进三面~~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3.7 寰富 2014 应聘实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2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8282-1-1.html   

 

1. 投简历。 

12 月 3 日 投递简历到人力邮箱 

今年北京分公司预计招聘 trader15 人，analyst1 人。本人刚海外研究生毕业，本科也是重点院校。 

 

 

2.笔试。 

12 月 11 日，晚 6 点，北京分公司。 

当天这场大概有 20 人参加。 

第一部分，公司宣讲。人力的一个女生整体介绍了下公司背景，发展历程，岗位职责，待遇水平（只是说比较有

吸引力而已，无具体数据），基本上都是基于 trader 立场说明的，其实在场的大部分都是应聘 analyst 的，所以，

可以感觉到这个公司的侧重。 

第二部分，笔试。无论应聘的是 trader 还是 analyst，题目都是一模一样的。两份单独测试，第一个是逻辑推理题，

题目不多，限时貌似 10 分钟，记不清了，反正 B5 纸正反面而已。基本上类似行测，但是我根本就没准备过行测，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828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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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页 

也没背过这类题目的规律，所以完全现场应变。第二份速算题，题量不多，只有 B5 的一面，大概 30 道吧，限时

6 分钟。基本上没有很明显的捷径，完全考察数字敏感性和计算能力，心算能力貌似不太重要，因为给的数字确

实只靠心算很困难啊。建议拿到题目先浏览一遍，先算相对容易的一点的。 

人力说，由于快过圣诞节，估计这次笔试结果最晚可能到 1 月初通知。（但是，之后的事实是，他们给自己留出太

大的时间空间了。） 

 

 

3. 第一轮面试 

12 月 16 日早上接到了来自上海总公司的电话，确认第一轮面试的时间和地点，并且又发了邮件。首先这么快就

接到面试通知，蛮惊讶，另外还电话先确认一下，办事还蛮周到。 

 

12 月 17 日，中午 12 点，北京分公司。 

当天来面试的蛮多的，每个人的预约时间都不一样，基本上是每 20 分钟一个人这样子，而且感觉笔试应该没有筛

掉，据我所知全部收到了第一轮面试的通知。我貌似是最后一个被面的，也许是上午最后一个，毕竟是中午这个

饭店，所以没见到下一位应聘者。 

面试官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男生，各自蛮高 186cm 左右，带了一副眼镜，看起来蛮温和。面试全程中文。面试的问

题主要有为什么想做 analyst 这个职位，然后，关键的来了，然后就开始跟我讨论我国最近调息的解读，美国货币

政策的预测，英国苏格兰公投的影响和看法等，每一个部分都是连环问题，基本上可以追问 10 个左右的小问题，

追问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回答中的内容和方向。这些基本上是靠平时积累，再说，来面之前也不知道会问什么，所

以根本没准备，只能来招拆招，不过在回答过程中是能考察出对一些金融基本常识性掌握的。最后介绍了 analyst

职位及职能。 

后来，与一同面试的朋友们聊的时候发现，貌似只有问我的问题这么专业，问他们的基本上都没涉及这么专业的

讨论，而是考察反应能力和逻辑的，比如，天津市有多少超市这种。 

另外，面试时，他手里有订一起的资料，分别是你的中文简历和笔试的卷子。过程中他会在简历上面做做笔记。 

面试官说，大概会在 1-2 周内告知结果。事实是，我在当天晚上就接到了上海总公司来的电话，第二天去第二面。 

4. 第二轮面试 

12 月 18 日，下午 5:00. 我早到了将近 20 分钟，然后就坐在门口，看手机的同时，感受进进出出的员工。大概 5

点 10 分才把我叫进去，在一个会议室里，通过投影与上海进行远程面试。面试官是两个女的，一位是上海的 analyst，

感觉貌似只有她一个 analyst，另一个不清楚身份，猜测应该是人力部的。面试全程中文。问题还是先进行自我介

绍，然后问了关于利率政策的掌握如何（因为公司目前主要是做利率期货的），对全球利率市场的了解，基本上回

答了最近浏览的一些重大新闻和解读。基本上没有追问具体的问题。她们主要是介绍了 analyst 的作用等，问我是

否能接受。在过程中我也提了几个问题（由于放着轻松的心情来的，所以也就随性的交流就好），1.analyst 的薪酬：

底薪为主，根据所在环境的每年调整，bonus 根据整个团队的交易情况给一些；2. 培训体系：目前只有上海分公

司有她，还有一个印度的 analyst，基本上都是靠自己自学的。3. 绩效：根据出具的研究报告评定，关于如何评定，

是否 fire 没有具体说。他们还问了关于预期薪酬的问题。 

 

人力说，会在一周之内告知结果，如果通过了，还有第三轮面试。 

 

5. 据信 

12 月 19 日晚上收到据信。 

“Our interview team appreciates your logic, values and motivation.Even though, after carefully evaluating your profile, 

we realized it does notfit a trading environment. Thus,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yourapplication is no longer being 

considered.” 

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感觉可惜，因为在这期间也有一些自己的感触，也能理解其中的原因，特此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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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我自己这个层面不感到可惜的原因。 

1.对于 analyst 部分目前公司并没有完善的培训机制，但是对于 trader 来讲是有的，说明公司还是重点在于 trader

的引进上，从招聘人数也可得知。如果对于新人没有很好的“师傅领进门”这个阶段，对于新人以后的发展是蛮

有影响的。所以，培训是我蛮看中的部分。 

2. 毕竟是混过社会的（呵呵），所以通过观察的细节会获得更多信息。对于整体办公环境来讲，可能就是他们人

力自嘲“屌丝”的生活状态，确实很生活化，和我之前的办公环境相比确实有些差距。公司虽是 GHF 的外商独资

企业，但实际注册地在印度，瞬间感觉 low 了不少。品种方面，绝大部分交易是利率期货，只有很少量的 commodity。 

3.位于鸟巢附近的北京分公司，下了地铁还得坐一站公交，而且这一站还是蛮长的，并不是很方便。另外离我家

太远了，以后要是上班的话路上就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其次，处于雇主的心态，我也能理解。一方面，可能觉得我和这个职位并不匹配，无论是专业还是研究方向；另

一方面（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由于我曾经有工作过，薪酬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根据职

位的职责，其实找个新人可能会更划算一点。 

以上是我的经历。看到论坛上没有很多信息，希望本文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Fighting！ 

3.8 11 月 26 日招聘日测评，请前面的同学给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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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437-1-1.html  

 

看清华和央财的都是 7 天之后通知，算起来，还需要等 1 到 2 天才可能会收到通知，或者也收不到。心里压力好

大啊，又一次做梦梦见被刷了我擦。。。。还是很想去的。不然拿个只有 salary 的工作，白瞎了一身炒股票的好武艺

啊！！！！ 

 

记录一下流程： 

10 月 24 日，在北大笔试。11 月 6 日，收到笔试通过通知，邮件中有 questionnaire。 

11 月 14 日，刚才，收到说让 11 月 18 日下午 2 点 20 分去北京分公司面试，居然是上海打来的电话。。。 

11 月 18 日，下午，一面，感觉还行，但也有点险象环生，已经有人说了一面面经，我就不多说啦。11 月 19 日下

午通知我 21 日上午去二面，听说二面是压力面，不知道什么个情况。 

11 月 21 日，上午，二面，果然是压力面啊。压得我精神紧张，面红耳赤。有一个速算，37*68，没算出来，啧啧，

可惜。还有就是继续针对 questionnaire 问了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我做过几年交易，所以面试官问的问题蛮尖锐的。

个人总体感觉表现不太好，但是感觉在我之前的面试童鞋挺轻松的。之后收到最后通知会再来更新一下。11 月 26

日，中午，这次换了一个人打电话，也是从上海打来的，说让本周五下午 3 点去北京分公司做招聘日测评。好吧，

看来压力面当时真的把我 shock 到了，意志消沉了几个小时，估计是太看重交易员了。周五再走一场，其实能到

最后一关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加油就好。 

11 月 28 日，招聘日测评，一共 6 个人参加，旁边会有 trader 对你的表现进行打分。玩儿了几个游戏，包括两人合

作跨障碍物，杀人游戏，按顺序说数字（不能说有 7 和 7 的倍数的数字的那种，后面有很多变种，比如出现 3,7，

以及 3 的倍数，7 的倍数的不能说），还有一个游戏叫不上名字，跟哥们有时候喝酒时候会玩儿 。总之好好表现

吧，我只能帮你们 到这里啦。 

帖子最后更新就是看能拿到 offer 或者拿不到了。 

祝大家面试顺利。等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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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双 11 一面，中南财大场笔试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8466-1-1.html  

 

通知的 13：20 面试，12 点过就到了。因为我三点有另一个面试，所以跟一面面试官申请提前了，而且面试官没

吃饭就面了我呢，赞一个~！ 

不过，说好的英语自我介绍呢，为什么没有了~ 就用英语聊了两句就开始各种聊天，真的是聊天，什么对这行的

了解，为什么选这行，有什么爱好，特长，之类之类的。 

说一点哦，感觉我刚进去等的时候，里面的 trader 们都互相聊的很嗨的样子，是不是因为是吃饭时间啊，我开始

还以为做这个会大家目不转睛盯着屏幕分析行情呢。 

最后一个，办公室很大，地理位置也不错，下面有网球场哈哈~ 好想去打。 然后大概还有八十张左右的空桌子，

都是留给应聘者的，机会很多，只要足够优秀，就有机会被录用。 

然后二面应该会是跟老外单独聊天的形式。等通知吧，说是 1 到 2 周。 

3.10 11/11/2014 武汉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8878-1-1.html   

 

昨天参加的一面，公司的地理环境和工作环境都很棒，貌似昨天武汉公司才正式开业，所以门口还是花篮和横幅。 

 

HR 很 nice，素质也很高，虽然小小的迟到了一下，但是主动向我们在等待面试的人致歉。开始的时候是用英语聊

了一下我 why trading?这类问题，突然就改成中文了，我猜想可能是武汉公司对于用英语交流的要求没有北上那么

高，后面问的问题主要就是和 questionnaire 主题差不多的展开，优缺点啊学习经历啊，有没有参与其他公司的应

聘之类的，最后是有没有什么问题问 HR？大概 20 分钟左右。 

 

另外 LZ 有遇到一个华科的之前很早就三面完了的应聘者过来问 offer 的结果，貌似现在已经有一份名单的 offer

已经出来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很早就面完来的同学可以作为参考，最近才面完的应该还有机会大家耐心等待吧。 

3.11 北京酱油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4528-1-1.html    

 

基本是根据 questionaire 随便聊聊天，不过 Susan 还是很专业的，你的提问都有可能被她抓住再反问几个问题。 

LZ 没什么准备，但感觉比较轻松。有个问题印象比较深刻——估计一下惠新西街站在高峰期一趟列车大约有多少

人。 

“您的意思是凭感觉估计一下？”           “是的。” 

“那 200 吧。”                                        “为什么？” 

“感觉。”                                              “为什么这么感觉？” 

本来以为是想考察一下直觉（交易员需要感觉吧？#￥@…），被这么一问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了。于是开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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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每平米挤下 6 个人，地铁宽 2.5 米，每节长 30 米（好像太长了），那么每节车厢应该有 450 人，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得到一个准确答案，只是想考察一下你的思维。” 

“……” 

另外关于爱好——“你爱好篮球，打了十几年，那说一下你最喜欢的球星吧。” 

“Ray Allen，您知道吗？”                          “我肯定不知道啊。为什么喜欢他呢？”   （本来想找

点共同爱好的……） 

“沉着冷静，果断坚韧，杀手气质，关键时刻绝不手软，大心脏……”                        “那你是觉得

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还是说他是你学习的榜样？” 

“嗯，他的身上既有我的影子（囧……我是不是很厉害），同时也是我学习的对象。” 

………… 

其他问题包括“谈一下和家人最大的一次分歧。” “你认为自己那些方面可能不适合做 trading？”等等等等。 

 

再说一下工作环境，感觉和互联网挺像的，公司在鸟巢旁边的北辰时代 24 楼，隔壁就是中航国际北京分公司（面

试都没给 lz）。 

另外，同批面试的同学都是北大，南开，天大的，什么专业都有。和一个天大化学 MM 聊天，竟然认识 LZ 高中

同学，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 

 

另外，北京地区谁收到二面通知麻烦告知一下啊，毕竟去面试了，还是想知道结果的~ 

3.12 武汉站--等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3 月 17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42975-1-1.html 

 

楼主武汉站面碗后一天得到电话通知说被录取了，然后问了下上海北京武汉比较想去哪个？介意其他城

市否。最后说需要公司确定人员安排后在四月初给出官方正式 offer，小伙伴们是什么情况都？求告知。。

还有楼主是往届生需不需要到时候整个毕业生就业协议（三方）什么的？？ 

 

 

============================== 

简述楼主面试经历，给后面的小胖油参考下： 

985 笨科，机械专业，往届生，考了两次经济挂了，金融相关的证书经验没有，自己看了些相关的书。

学渣类型，英语还行，属于口语语法错误满天飞，但是还说的停不下来的，好吧，正努力改正中。 

 

 

宣讲会现场第一轮笔试，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份英文的问卷，第二部分是速算。问卷里面基本就是

个人抗压能力、喜欢什么样的运动、谁对你影响最大之类的题目，里面有个题目是假设有两个职位你选

哪个，为什么：一个是创业型公司薪水较低风险较大，另一个是稳定性公司，薪水高，风险小。问卷里

面的问题有些在后面 boss 面的时候还会被略微展开。速算就是如 68*69 之类的题目，有些比较简单，

有些比较麻烦，做完太困难。以前看到有帖子建议不要去乱填，就像交易的时候没有较大的把握还乱交

易是会死的惨一样。各位酌情考虑，我 只填了算出回来的，其他空着。 

 

第二轮，hr 面，没有专业问题，基本就是动机，优势，是否有韧性，能否接受工作带来的不便，家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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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这份工作是否支持。 

 

第三轮，boss 面，聊了下你看过哪些相关的书，讲的什么，问卷里面为什么选哪个职位，现在是否还经

常运动，能否接受欧洲的工作时间。然后问我有什么问题，他和我分享了些他对自己的交易员生活的理

解，还画了个图，非常有趣。 

 

基本上是连续三天就结束了，一天一面。非常高效，每一面的面试官都非常和蔼，全程英语面。虽然在

hr 面的时候可以说些中文，但是建议不要，因为貌似会因此减分，不能确定，酌情采纳。 

 

=========================================== 

 

最后，trader 职位本身有非常多光鲜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苦逼的东西。如果大家对苦逼的时刻一无所

知，或者只是知道压力大，还是三思而后行。 

（作为个被鄙视的往届生，找工作时候还是会很麻烦，祝所有的二战的同学都会有好运。虽然听起来不

太靠谱，但是我确实越来越坚信，努力终究会是有回报的。） 

3.13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4 月 8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53337-1-1.html 

 

笔试，很多初中数学的题目，比如 2 的 10 次方神马的，无法准备，靠基础。唯一的技巧就是乘除法别

做。笔试还有个调查问卷，准备方法和面试准备方法一样，主要看气质。 

 

一面二面的是性格面试，如果你真的想做交易员，建议找几个已经在做的聊一聊，互相影响，沾染点特

质，最好自己开始做一点交易，得到点心得什么的，可以说说，有加分貌似学校很重要，我面试的时候

开始问的是这个。 

总之，笔试靠实力，笔试过了后，就靠气质了，建议正在准备面试的多逛逛论坛，了解什么是日内交易，

然后想出几条自己适合这个工作的理由就 OK 了 

3.14 发个失败经验吧！上海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3 月 2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46367-1-1.html 

 

笔试基本上应该都没啥问题，简单的速算。 

一面，很 nice 的两个面试官，随便聊天，能进二面估计就是自己表现的太想成为一名交易员了。 

二面：面试之前很希望不要是中国人面，因为我觉得中国人会很在意简历和学校，有种代表你的智商和

能力的感觉。面我的是 Leo 和黄飞，Leo 介绍他是说 One of their best. 应该能看出来黄飞应该是那种

很厉害的 trader，比较闷，问问题也弱弱的，宅男型（纯粹本人猜测）。Leo 就比较强势，有种看不起人

的感觉，可能故意给 Candidates 这种感觉？大家要小心哪，不要被他们牵着走。Leo 让人真是各种不舒

服，比较傲，面到我的时候，他们明显疲惫了。问的问题你想赚多少钱，你觉得你聪明吗，之类的问题，

这些问题反正回答什么 Leo 都能反问你，问的你没话说。可能我当时一直在半逃避的回答吧，也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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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谦逊了，所以被拒了吧。我觉得二面的话，表现的有雄心，说明你比别人聪明一点，能抗压，可能好

一点吧。 

 

 

黄飞说如果你能在公司的员工竞争中生存下来，3 年后年薪 100w 应该没问题，不知是否有人知情。。。

还是好不甘心，，，真的好想做 Trader，好不容易一家不错的公司在招聘 trader，失败了，，，只能另谋生

路了，，， 

 

 

希望对大家有用，祝大家好运吧。 

 

3.15 拿到寰富（北京）offer，写篇总结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99889-1-1.html 

 

我求职寰富的时间表大致如下： 

3/24  接到邮件让我去参加 presentation 和 paper tests 

3/26  参加上述 

…… 

4/22  收到 questionnaire 

4/24  发回 questionnaire 

…… 

5/3  收到 1st interview 通知电话及邮件 

5/8  一面 

5/10  收到 2nd interview 通知电话及邮件 

5/14  二面 

5/15  拿到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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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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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过： 

由于我大四上半年准备考五道口，一直没参加招聘会、双选会、面试啥的，二月底知道考研失败后

慌乱中开始写简历找工作。三月份双选会高峰季，参加了北大、清华、北理、北航、北交的双选会。

在双选会上面投出去的简历的投向我发誓我一个都没记住，很多公司我都不了解，看着他们招聘的

职位自己能做我就投了。但一直刻意留意金融类工作（我本科是环境科学，本专业找工作相当惨淡），

个人喜好。 

·3/24 收到寰富的邮件之前我几乎不知这是啥公司，但因为看它招聘的职位是衍生品交易员，觉得很

符合自己的想法就过去了。 

·3/26 当天在 GHF 北京办公室参加宣讲和笔试，主讲的 HR（根据之前看过的面经推测应该是 Kate）

很可爱，中文很棒，宣讲全程是英语，不过不用担心，她没有口音，听起来无障碍。宣讲主要是介

绍 GHF，它是做什么的，以及 trader 的 career。结束后就是 paper tests：一是汉语逻辑，15min15 道

题，对于这部分，我觉得 GRE 的经历有很大帮助。二是速算，6min40 道题，应该不会有人做完。

我刚开始是按顺序做的，但后来时间快到的时候就先挑简单的心算就能算出来的题目做，大概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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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道的样子。 

·【questionnaire】15 道题 in english，贯穿后面两次面试的关键，所以需要仔细答，认真答，最重要

的是【如实】回答。 

·【5/8 一面】：我是下午 4:20 面试。面试是 Kate 和一个中国欧巴，问的问题：1、不是金融相关专

业，为啥要 trading？我说我想赚钱。2、为啥想赚钱？我说想 do what I want to do。3、你参加了清

华的金融硕士考试，为啥想去清华？我说因为我觉得它最好。4、你之前遇到的让你感觉压力最大

的是啥？我说考清华五道口。5、知道自己考研失败之后你什么反应？我说我哭了两天，然后就开

始找工作。6、西餐厅做服务员的经历你学到了啥？我说最开始是让我克服了不喜欢和人交流的障

碍，后来时间逐渐变长，就会有 boring的想法，而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就像如果以后做了 trader，

会遇到困难或者觉得 bored 的时候，也同样需要坚持。【然后他们让我问他们一些问题】，我问的问

题很糟糕，第一个是问了 career，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的。第二个问了上班时间，加班的问题。反正

一面觉得自己发挥的并不好，时间也很快，感觉也就一刻钟。刚开始我是说英语的，但总是词不达

意，所以我就 sorry 了一下，用中文继续说。 

·【5/14 二面】二面只有一个 foreign 欧巴，不是英美人，英语说得很快，不过没有口音，听得明白。

欧巴比较严肃，不像 Kate 爱笑。整个过程大概半小时。我以为可以像一面一样讲中文，但表达了之

后欧巴说你可以说中文，但是我听不大懂==，好在那天状态还不错。【问题】1、也是，既然本科不

是金融，你也没做过 trader，为啥 trading，除了你说的有丰厚的 money 回报之外的原因？我说我十

分十分爱这份工作，我觉得 trader 每天要像海绵一样不停地吸收各种知识、消息、新闻，这能让我

始终了解到都发生了什么，学到很多东西，keep updated。2、那你本科学的专业如果你继续从事的

话也会学到很多东西？我说那不一样。如果我继续从事本专业，我学到的知识、接触的东西会越来

越少，我的路会越来越窄，但是 trader 要了解的信息包含很多，各方面，不会让我 pin on one specific 

point。另外，我真的极其不喜欢泡在实验室做实验，那种日子不需要过多久，我就会很讨厌，没有

成就感和满足感。3、你父母对我们公司、对 trader 的工作应该完全不了解，他们对你做这份工作会

是什么态度？我说我妈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已经让我决定自己的事，他们认为只要我自己不后悔就可

以，同时他们会 give me full support。4、很多人被我们录用之后的一年内都会离开，不是他们选择

离开，而是不得不离开，你不会觉得这个工作很有风险么？我问他们离开是因为什么。他回答是不

努力工作，或者对周围同事的消极影响很大，或者是 a bad way to lose money。我说，我会 200%努

力去工作，但是如果一年后你们觉得我没有 show 出你们需要的 quality 而要我 leave 那我也不后悔。

5、他问我你觉得你一天会工作多久？我回答 100hrs per week。（说到这个，其实我的意思是按一周

7 天算，结果他是按 5 天算，他还很惊讶==）6、他让我说服他给我 offer。我说我是个很专注的人，

也是一个很容易从失败的经历中恢复的人。【我的问题】谁能够决定我的去还是留？如何评判这个？ 

第二天收到 official offer letter。 

3.16 收到寰富投资咨询 offer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57832-1-1.html 

 

 记得是 12 月 19 号笔试 

   都不记得是否投过这家公司，从网上查大家对这家单位的评价还可以，就去参加了笔试，开始有大概一个小时

的宣讲，先是大概 15 分钟 16-20 个考察分析能力的行测题目，做错了倒扣分，之后 6 分钟考试 40 道数学计算题，

行测的那种分析题目一直都觉得很难，自己阅读理解能力不是很好，就做了没几道，也不敢懵，懵错了倒扣分，

但是计算题目做的不多，就差两三道。 

  1 月 9 号一面，我是 10 点面试，9:40 的一个哥们是英国的在职人员，直接坐飞机回来笔试面试的。。。面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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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就是传说中的 Kate，很有好，放松心情，先问我在哪里住，用多长时间来这里，就是问了之前的实习经历，

然后就问 why trading?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我觉得也很难，因为只有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想做这个工作喜欢这个工作，

并且曾经自己做过股票债券方面的交易才能有比较有说服力的回答，因为我没有金融背景，只是本科数学，研究

生专业是理工科，甚至也没做过相关的交易，只是在普华永道实习过，自己非常排斥做程序猿，听完宣讲很想去

做这个工作，所以就实事求是的回答。之后我说前几天刚毕业，她还问我为啥毕业了还没工作。。。我就傻了，她

估计不知道我们国家有的学校研究生的是两年半，明年还可以找工作，但是我英语能力也很有限，也没法解释，

只能说手里有其他 offer，就说想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回校很忐忑，因为前面哥们面了 20 分钟，我 10 分钟就搞定了，结果下午就收到二面通知，有些小兴奋，非常感

谢曾经面试过的同学，把经验分享出来，从网上看说二面的是 boss 名叫 James，英国人，我一看，就更傻了，我

非常不习惯听英式英语，然后就赶紧看英国电影锻炼听力。。。很挫啊。关键的在后面，从网上看的是面试官里面

还有个中国人的，听不懂英文他可以帮忙翻译，结果进去面试一看，只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 James，一个是

不知道哪国的，说这一口蹩脚的英文。。之后还是问我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他们是否支持，我就一通乱忽悠，最重

要的还是 why trading？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纠结了很久，然后那个蹩脚英语的老外就一直摇头，对我的回答不满意，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又扯到说因为我哥哥也炒股赚钱了，他更不满意了，说只是为了 making money?我心里想，靠，

不是为了 making money，你他妈开这种衍生品交易公司干嘛，不就为多赚钱吗？James 有问我说两个缺点（好像

是必问的），当然说些与做 trader 需要的弱点无关的就可以，比如不能跟人很快建立关系，或者自己自己有点固执

等等。那个蹩脚英语老外问我的职业规划。。。我汗，我真不知道做交易员的职业发展，就说在 Kate 的 presentation

里面只能是 trader,bigger trader, bigger bigger trader。。但是我表达了自己真的很想做这份工作，发自内心的，我觉

得很有趣，非常感谢他们给我机会，因为我投的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简历阶段刷掉我，我非名校出身，这很

正常，出来就想哭了，可是也哭不出来，必须接受。 

  我回宿舍开始调节自己的情绪，也觉得很幸运，当天晚上收到了非正式的 offer 通知，内心狂喜，这起码是跨入

金融行业的一个台阶，但我对这家单位还是不是很放心，先写到这，想问问同学，这家单位怎么样，以及交易员

的发展道路，想好再做决定。 

 

 

PS:他们不解决北京户口  

3.17 收到寰富投资 offer 拉~~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13383-1-1.html  

 

太幸福了~~ 

一会儿发面经回馈应届生！！ 

今天晚上 7 点打开邮件，正常地搜有米有新邮件。就看见了寰富的 offer letter。 

2011 年 3 月 23 日，去寰富北京参加笔试。 

之前有个宣讲会，kate 主讲，主要讲 GHF 做什么，期货的概念，以及待遇，职业发展规划，什么人适合做期货什

么的。感觉这个可以好好听听，以后面试的时候会有用。 

之后是笔试。总共三部分，和之前很多人发的笔经是一样的。速算，逻辑+数数。感觉这些东西更多靠平时的东西，

当然如果有准备 GRE 的同学，逻辑会有很大优势。如果有同学很早就打算应聘这家公司的话，可以多做做速算什

么的。 

（之后第二面的时候我眼睛大概瞄了一下，貌似笔试成绩很好。所以笔试的成绩应该挺重要的，我觉得我面试很

挫。。。） 

之后收到邮件通知说通过笔试，发一个 Questionaire 让填，里面各种问题（做交易员的优势和缺点，为什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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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险之类的），个人感觉还是要如实填吧，因为很多问题面试的时候实际上问的就是 Questionaire 上的。 

4 月 29 日一面，kate 面的。How r u these days?  Fine，and you？ I‘m fine, too. What r u doing recently. I'm busy 准

备论文。讲了自己做的什么内容之类的。。感觉主要是让你放松。 

突然话锋一转，why trading？ 我说之前报志愿时却是想从事本专业，但后来发现在中国不合适，然后对 trading

很感兴趣，又能和自己学的东西有些结 blabla 之类的 

why is trading risky？ 又巴拉巴拉回答一通。。 

68*69？ 

之后问我有什么问题。我主要问了 kate 的职业成长路线（我个人比较喜欢听各种人讲他们的故事），发现 kate 大

学毕业后就来中国，能说很好的中文（以后大家要是发现用英文难以表述，可以试着中英结合。。我之前不知道。。

冏），之前也做过交易员，喜欢和人打交道，就来了 GHF 做 HR。 

5 月 5 号 2 面 

很奇怪不是以前常说的 3 个人，2 个人，一男一女，而且中文面。。 

主要问的是为什么做 trading？ 

你做 trading 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如果我现在就给你 offer 你会是什么反应？ 

之类的，中文面嘛，很好答。大家按照 Ques 上的如实答就很好 

问问题环节，问了录取后的培训流程，还有培训过程中云不允许不断地“犯错”，即 lose money 之类的。 

总之感觉大体上和以前的前辈发的面经没什么区别，大家好好看之前的面经真的很有帮助。 

再 就 是 个 人 推 荐 两 个 网 站 http://www.student2trader.com/ 和

http://futuresmag.hotims.com/r5/navigate.asp?listing_id=4069561&access=2&location=www%2Edormantrading%2Eco

m&hotbar=y 

第一个里面有很多入门的介绍，关于 future，trading，甚至各种公司的 interview 经验什么的。从那里我大体了解

到了作为一个交易员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并真正想清楚了自己是否喜欢这门工作。 

第二个是里面 Trading tools 里面的 Education 里面有很多 pdf 文件，里面讲了做一个好的交易员的基本素质什么的，

也很有用，推荐大家如果真正想从事期货研究的话，可以多看看。 

总体感觉 GHF 的面试，笔试很有意思，不是很难，最关键看你是否想清楚真正从事这份工作。以及诚实真的很重

要。。。我之前说过我不是金融专业的，没关注过市场，只是在参加笔试后试着去关注了一下，之后 1,2 面里面关

于金融，市场估计（北京一天用多少一次性筷子）之类的没出现过。。。 

写完了~~希望对大家有用吧~~ 

3.18 二面过后， 分享点经验 

写在笔试面试之前， 

1. 去公司招聘页面看一下， 看一下公司所看重的品质里哪条和自己的相对应。 在 questionnaire 问 strength

时，我第一条写的是 integrity。 在邮件发出去之后， 才看到公司的招聘页面， 发现竟然公司也很看重这条品质， 

也算误打误撞吧。 

2. 宣讲会一定要认真听。 举个例子， 宣讲会时讲到公司为什么在美国，中国，以色列招人， 原因分别是

美国人对案例研究比较多， 中国人数学比较好， 以色列人做决定果断。 如果个人有类似品质， 面试时应注意

提到。 其他类似的还有 risk seeking 等。 

3. 所有问题如实回答。 公司会将 resume 和 questionnaire 对照， 然后问很多细节的问题。 看面经的时候， 看

到有些同学遇到和市场相关的问题。 但我在 questionnaire 中写到: “ I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market, since 

my major was not tightly related to the market." 面试时就没问到市场相关的问题。  这个例子不太有说服力， 仅仅

是个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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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试中有不少 questionnaire 里的问题， 面试前可再看一遍 questionnaire。 

 

笔试： 

速算： 挑简单的先算。 

逻辑： 类似 GMAT 逻辑， 如果同学对这个工作很看重， 可以笔试前做些 GMAT 题目练习。 

mnmnmn: 别有压力， 能做成什么样就什么样。 个人感觉没有技巧， 试着找规律，耽误了不少时间。 

 

questionnaire: 

一定如实回答， 重点强调公司看重的品质。 

 

面试： 

论坛里有相关的帖子， 讲得很充分了。只是想提一下二面时， 面试官讲的英式英语， 第一个问题就没听太清， 

猜测着回答了， 好在似乎回答对了。 二面的同学去之前稍微准备一下， 去人人下个英剧，例如 IT 狂人， 稍微

熟悉一下， 应该会好很多。 

 

祝各位面试顺利~~~                                  

3.19 收到寰富投资 offer，发个面经 

trading 的 offer，发个面经。本人是在职，工作 3 个月。 

12-10 参加在人大的宣讲，主讲是个美国大姐，很 nice，但坚持原则，迟到 15 分钟的一律不许进，

很强调 fair 的问题，给人印象很好。当场进行了笔试，语言逻辑和小学计算，汉语，根本做不完，

做完感觉挂了。 

2-24 突然收到邮件，说通过了笔试，要回答 18 道题的问卷，问题没有很难答的，就是为什么选 trading，

优缺点，平时是不是关注新闻之类，是我喜欢的问题。 

3-2 被告知通过问卷，要进行 1 面，考官是宣讲的大姐，听说叫 Kate，还是很 nice。 

寒暄： 

从哪儿来的？我：单位。 

哦 那一定很累了。我：是啊 我昨天还搬家了。 

是么 我上星期搬的家，现在还没缓过来。 

正题： 

1 why trading？答：trading 是一门艺术（讲究说学逗唱），没有衍生品的时候，市场上行，就赚钱，

下行就赔钱，有了衍生品，只要选择正确的 position，都可以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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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过去三天你认为重要的新闻？答了两会的收入分配问题，又被追问对市场的影响，答了居民收入

提高对零售板块的利好。 

3 做过什么交易？我只能 long 股票。怎么选股的？我看好能源和军工股（听别人说的，现学现卖）。 

4 trading 和 investment 的区别？investment：投资的是价值，要知道如何评价一个公司，在 P/E 相对

低的时候进入，hold。Trading：认清趋势，选择合适的 position。 

5. 对个人而言，trading 有那些困难？a. knowledge b.pressure  

3-10 2 面 

2 男 1 女，其中 1 个男老外。男老外估计是老板，中国女的只负责记录，另有一个中国男子，也问

问题。 

1. 老外：why trading. 除了说是 art，又答我喜欢 hedge，可以保护你的资产，讲了讲 hedge,举了

Leeson‘s straddle, short straddle 就是在 short vol，没有 hedge，巨亏了。 

   老外：不过我们不做 options，也不 hedge，可能将来会做，呵呵。 

2. 老外：现在我们不谈 trading，来谈一谈你。你很 intelligent，为什么不去 GS？（汗，这大哥太看

得起我了。。高盛不是你想进，想进就能进）GS 不给我机会啊，@#￥%#。 

3. 干过最冒险的事？我投了 2w 块钱，买股票，亏了。然后他们好像很鄙视：买股票就是你干过最

冒险的事了？financially，yes。他们说 risk 也意味着机会，不过听起来像是陈述，不是问题，然后

就继续问别的了。 

4. 亏了钱什么感觉？frustrated 

5. 什么人让你生气？dishonest，现在有人 trade 的比你好，但是你讨厌他，你怎么办。我没听见但

是那句，答我得问问他怎么 trade 的，学习学习。可是你讨厌他啊 我说我没听见这个条件，那就比

较难办了。 

6. 什么能让你兴奋？success，比如挣到钱了，但持续不了多久，需要寻找新的目标。 

7. 挣多少算多？40k 胖子，个人收入，跟 investment banker 一样多。 

8. 老外：你知道吗，我们招 10 个 trader，要淘汰 5 个？我：有没有可能因为别的原因走了，比如工

作时间。老外：不是，他们没有表现出 potential。我：你选择你认为有 potential 的，如果我不能 go 

through, I wont regret. 

这个问题我还没听太清楚，是中国男子帮忙解释的，心想坏了，听不懂了。 

没有出现速算、计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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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讲 2 个弱点。A 不能与陌生人快速的建立联系。然后讲了下 trading 和销售在收入结构方面的类

似（有发财的机会），我的弱点不适合做销售，但 trading 无妨。B 比较固执，不大容易相信别人

说的，一定要自己求证。老外：那是不是说我们培训讲的，你都不信？我：nonononono，我说对于

收到的信息，保持 neutral。 

10. 有什么优势做 trader 我说我很 logical，举例。老外：做 trader 不需要逻辑，还有别的吗。我说

我对喜欢的事情很专注。 

问了他们 2 个问题： 

1. 问中国人：关于 training 和的 mentor 

2. 问老外：你们不 hedge，怎么 get your position coverd? 

出来，感觉是挂了，答的不行，一个是问 GS 的时候，应该夸他们 2 句，当时紧张忘了。二是说 risk

意味着机会，应该说 stop loss 很重要的。 

没想到隔天就给 offer 了，而且感觉公司很人性化，人力 mm很专业，很敬业，从这点上看，是一家

非常优秀的公司。 

 

3.20 为了攒 RP，发上海终面面经 

 

今天的下午终面，面试官是 James，还有一个年纪看起来大一点的，据 James 介绍说是 London 来的什么 Boss，反

正我没听清楚。 

 

问题比较大路化，说为什么想做 trader 啊，性格怎么样啊，父母是干什么的、父母支持你做 trader 吗、说出最大

的两个弱点等等等等，某些问题和 questionaire 上的 18 个问题相关。  口语一般般，不过顺利答下来了。 

 

但是……悲摧的是……接下来心算的题目是 XX.XX 乘以 XXX，相当于四位数乘以三位数，而且这些数字我认为

运算起来没啥规律的，就悲剧了，反正没算出来。（为神马前人的面经中几乎都是两位数相乘） 估计是看我没算

出来，就把我鄙视了，连 case 分析都没问。 

 

问了下 Tracy，她说面试结果明天应该会出来。所以发这个面经攒下 RP 了，希望能对以后的面试者有所帮助，为

自己攒 RP，希望能进去，虽然我觉得希望渺茫。 

 

 

PS：再写个一面面经吧，几乎也都是大路化的问题，基本上针对简历和 questionaire。还有我说经常阅读国外的杂

志如 business week 啊 Scientific American 啊，她就会问最近读到了什么有趣的文章等等，所以还是要老实说，不

然问到细节答不上来就损 RP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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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我也面完了……发篇面经造福后人！ 

 

首先，谢谢这个版的同学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笔试：是在复旦场宣讲会进行。中文逻辑+数学题。 

       

       一面：Kate。题目主要是为啥选 trading，68*69. 

          

       二面：3 个人。1 位中国女士，2 位外国男士，听保安大叔说，其中一位叫 James，听口音是英国人。 

       二面感觉像是在闲聊，觉得自己表现的不太好，英语说的稀里哗啦，幸亏中国女士有帮翻译一些……没问

什么有关专业知识的问题。问最大的挑战是啥，还有最 emotional 的事情…… 

        结果，我脑子一抽，在临走时问，你们不问我速算吗？……结果。。。一下子速算了。。。结果傻掉…原以

为会是 2 位数乘乘 2 位数的…没想到，377*31.25 这种，做了半天还做错了。其实想想，哪怕做得不对，也应该可

以估算一个，结果，一门心思放在了算上，结果算错，反而显得对数字不敏感了。。。最后，他们很 Nice 地再让我

手算了一遍……好后悔啊… 

 

         感觉：寰富是个很有活力的公司，在门口等面试的时候，房间里欢声笑语，从一进门的保安大叔，到所

有面试官都特别 nice。不过。。自己实在是太搓了。。。表现不尽如人意……有机会的同学。。一定要好好珍惜呀！！！

OK! 

 

3.22 寰富投资三面面经（回馈应届生，感谢寰富） 

 

今天下午 6 点进行的终面，面试碰见了 pirlonesta 还有一个北大的女生和一个男生，哈哈，也祝他们顺利吧 

下面就说说面试的内容，面试我的是 KATE 和一个男的，刚开始用的是英文，后来 kate 觉得我和那个男的用

英文太纠结了，就让我俩都用中文了。 

上来先寒暄问我最近有没有找工作，我说我没有，我说我觉得寰富就是最好的选择，然后他们就说我是风险偏好

型的。 

接下来就是问我为什么想做交易员，问我自己觉得做交易员有什么优势，我就乌拉乌拉的答了一通。 

接下来问我的有没有野心，我说有吧，我觉得男的成功标准就是两个钱和权，我就是想挣钱。 

后来那个男的主要觉得我回答问题的时候不够肯定，就说觉得我容易受自己专业的影响，做决定不果断。担

心我将来做交易也不果断。 

中间还让我选我是逻辑好，速算好，还是记忆好，我选的是速算，结果就杯具了，给我出来一道，99.756-2

×199.675+99.843 之类的题目，结果算了两边，也不知道对不对。 

后面的内容主要就是纠结于我不够果断，其实这点我有点不理解，我觉得交易员也不能太果断，应该要能及时跟

变吧。而且果断也是建立在自己的交易系统上吧，反正是被纠结了很长时间，大家以后小心把。 

中间还被让估计了一并矿泉水的价格，问我觉得他值多少钱，我说这个要看情况吧，不同的时候肯定是不一

样的。 

最后让我说我觉得公司招了我，我第一年可以给公司挣多少，或者自己可以挣多少，我说挣多少不敢说，但是肯

定不会亏欠，但是他非让我说一个具体值，我说第一年 50 万吧，然后问我两年后呢，我说 100 万吧，我说我来这

就是挣钱的，不能挣钱我来这干嘛呀我。这点可能是看自信程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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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内容就这么多吧，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 

我个人觉得选择这个行业真的应该考虑好，你是不是准备拿 BONUS，而不是工资，因为这个行业如果你不能盈

利就等于等死，而且和其他行业关联度不是很高，但是如果真的喜欢这个，等你做好了，你就可以享受财务自由

后的真正自由，不用担心领导脸色，不用担心被炒鱿鱼，因为只要有市场在，你就不会挨饿。 

最后主要感谢寰富吧，毕竟对于我这个非金融专业的，很难到这样的机会面试交易员，感谢寰富给我这个机

会，不管成不成都是对自己的肯定吧。 

再就是，祝所有找工作的朋友都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吧 

3.23 2010.12.21 寰富面经（回报应届生） 

 

今天参加寰富二面，Sharon 和 James（培训 manager）面试，觉得 Sharon 特别好，没觉得特别压力面。 

 

其实最主要几个问题： 

 

1. 为什么选择 trading 这个行业:risky,压力，独立思考等等；个人意见，给大家参考 

 

2. 你与别人有什么与众不同，为什么要你 

 

提醒一下：questionnaire 上面的问题还要复习一下 

 

几个关于数学/行业相关的问题： 

 

1. 速算, 13*26，挺简单的 

 

2. 几个简单的市场估计：比如伦敦有多少人，从哪儿到哪儿的飞机距离有多少等等 

 

3. 一些常用商品的期货价格：原油，金价，沪深指数等等，大家可以多关注下 

 

希望大家都能拿到 OFFER！ 

 

攒人品，O(∩_∩)O 哈哈~ 

 

3.24 20101130 闵行上交大 

GHF 

用自己的资金做交易的公司，意在推动 TRADING 文化，更新人们对 TRADER 的认识与了解。 

交易的对象有四大类： 

interest rate 

foreign exchange 

equties 

commod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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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就是 BUY LOW SELL HIGH，公司给 TRADER 足够的信任与支持，SENIOR MANAGER 实现 globly 

managed。 

作为全球交易量第二的公司,SELF MOTIVATION, AMBITIOUS, CHALLENGE ............ 

做 trader 和做 analyst 最大的不同，就是 trader 讲求即时效益，有没有 reward 就看是不是 trade successfully，价格

在时刻发生着变化，怎么可能 predict accurately 呢，所以尽管起床就看实时新闻，也不能保证做出的决定是对的，

部分还是看 bet，luck 等。 

quick action 

笔试题分三部分，我太紧张了，不知道为什么，逢这种限时的我就做不好，我好 depressed 啊。 

第一部分，15 题逻辑，要读得快，反应快。 

第二部分，计算，好多都是小数的，整数的比较少。6min40 题，我才做了 23 道，其实可以做得多一些的，紧

张，没有好的 strategy 

第三部分，数字母，就是要反应快！！！ 

3.25 寰富上海一面归来 

我是 1 点的 1 面，刚到公司的时候貌似 KATE 还在跟交易员开会。然后前台的保安大叔很热情的跟我谈话，说上

午两个，英语不行~我汗，其实我的口语也很 LOCAL。了解到上海寰富相当于中国总部，员工培训基本都在上海

进行。 

 

不一会 KATE 出来，把我领进办公室。KATE 的办公室的位置还蛮奇怪的，自己坐在背靠进门的位置，然后我是

坐在面向进门的位置，刚进去还傻傻的问了句是坐这吗。。。 

 

KATE 估计怕我紧张，从怎么来的，几号线，从哪来的聊起。后来问我还有半年毕业怎么就找工作，我的毕业论

文怎么样，论题和金融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要做 TRADER，还注意到我的实习经验特别短，问了下为什么这么短

呢？另外结合我曾经炒股的经验，问我怎么做交易，最大亏损多少。然后就是我问问题。感觉就 是 KATE 问一个，

听不懂我说什么，不好直接打断，就等我说完，然后切下一个问题。也没见 KATE 贴什么标签之类的，估计是简

历没什么他们要求的亮点~也 没有速算题或者 CASE。 

 

口语实在有点 LOCAL，KATE 在听我问题的时候我还往我身后瞟了几眼，估计是看到同事了~可怜的 KATE 希望

没有被我的英文砸晕。 

 

这一面估计是绝响了，后来的加油吧！英语还是蛮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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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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