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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上海清算所简介 

 

1.1 上海清算所概况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是经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专业清算机构，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中国金币总公司等 4 家单位共同发起，按照《公司法》的要求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注册资本金 3 亿元人民币。 

        2009 年 11 月 28 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

正出席开业仪式,做重要讲话,并共同为上海清算所揭牌。开业仪式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上海总部主任苏宁主持。来自财政部、人

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管理局和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政策性银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外资银行、

国内证券期货交易所、国内有关大企业和上海清算所各股东单位代表，以及德意志交易所、伦敦清算所、欧清银行、CLS 集团等国

外同业机构代表共 200 余人出席了开业仪式。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商标是“上海清算所”，简称“上海清算所”，英文名称为 ShangHai ClearingHouse。选择“上海

清算所”作为商标和中文简称，简洁、直观地体现了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上海，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安全、高效清

算服务的发展宗旨，也有利于开展国际同业机构间的交流合作。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银行间市场提供以中央对手净额清算为主的直接和间接的本外币清算服务，

包括清算、结算、交割、保证金管理、抵押品管理；信息服务、咨询业务；以及相关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1.2 上海清算成立背景 

   建立清算所，是主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近些年来，世界各国对场外金融市场

集中清算问题非常重视。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建立集中清算制度安排，降低交易对手方风险并实施有效监管达成

了普遍共识。目前，信用违约互换（CDS）交易的集中清算已在美国及欧盟逐步推行。清算所的成立，将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

最新趋势，进一步提高场外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降低场外交易风险，是以改革和创新的态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积极举措。 

        建立清算所，客观上适应了我国银行间市场参与者日益扩大的清算需求。我国银行间市场是典型的场外市场，发展非常迅速。

2008 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量较 2003 年增长 5.6 倍；利率和汇率衍生品名义成交额分别是 2006 年的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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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和 7.07 倍。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量也成倍增长。规模的迅速扩大，需要更好的、专业的清算服务，以提高金融市场交易效率，降

低交易成本，防范交易对手方风险。 

  

 

1.3 成立意义 

  清算所的建立，有利于提高银行间市场的运行效率。清算所逐步推出以中央对手为主的集中清算或净额清算服务，将明显节约银

行间市场参与者开展各类交易的资金成本，有效地提高市场整体的效率和流动性。 

        清算所的建立，有利于加快银行间市场的业务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固有的高风险特性，要求市场中介机构提供专业化的清算服

务，对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进行科学管理。清算所集中管理风险，将为市场创新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清算所的建立，有利于完善银行间市场的监管。监管机构可以通过清算所制度，及时完整地获得银行间市场的交易和风险敞口

信息，合理把握和评估重点机构、业务和工具的风险，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清算所的建立，有利于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清算所不仅能够直接吸引大量资金和高端金融人才集聚在上海，直接推动

更多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集聚在上海，也能够促进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法律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等建设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上海清算所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上海清算所官方网站： 

http://www.shclearing.com/ 

第二章 上海清算所笔试资料 

2.1 上海清算所 19 年超全最新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7027-1-1.html 

刚做完笔经，来写回忆给朋友们做参考，顺便攒波 RP 

今年共设置 10 部分题，似乎是比往年多；右上角有计时器，超时自动交卷；每部分间隔可自由休息调整，点击

开始考试这部分才正式开始 

考前准备：纸笔、计算器、鼠标(触摸板不方便) 

1.情景+图片表情判断   24 题 15 分钟 

这部分和论坛上的笔经题型一致，感谢万能的论坛！！ 这里就不贴了大家往前翻一下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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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名的 6 分钟 96 题  

还是三种题型，正序，倒叙，抽出第二项选余项。形式有数字、字母、汉字、符号 

我的策略是先看每部分要求，正倒还是抽二，看每小题题干的同时默念出答案，找对应选项选出。在比较复杂一

眼选不出的符号和不认识的复杂汉字上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因为各部分题不是按难度梯度设置的，在一道难题上

耽搁的两秒可能就能做对后面的两道简单题呢。楼主也是因为这个，还有中间看时间分心导致最后有七八道题没

做完，而且目测是简单的序列题  

个人觉得这部分找朋友一起做不太现实，因为楼主做下来一遍觉得精神高度紧绷，这时候如果有人在旁边提示我

选项的话会分心，反而不如一个人做的效率高。当然如果任务分配得当又相信朋友的眼力的话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3. 关于工作的一些问题，按对你的重要性排序。 36 题 10 分钟 

4.综合部分 32 题 20 分钟 

分三部分，结果推原因，给 N 个条件推最有可能的结果，和行测中的简单计算。 

前两部分笔经里有，第一部分注意“除”的问法，例如除哪项外都可以解释这一结果。计算印象中考了工程、天平

称重、容斥，整体比较简单 

5.简单计算及应用  40 题 15 分钟 

拿好计算器！按完计算器鼠标点选项切换要快！ 计算有些有技巧不用硬算的，考了两道等差数列求和。 

6.语言运用  30 题 15 分钟 

分三部分，选词填空、语病、支持类主旨类。 做到这部分有点累了中间有点跑神...大家注意每部分之间休息一下 

7.职业能力测试  228 题 20 分钟 

各种喜不喜欢的问题，如实答就好。和笔经一致。 

8.41 题 15 分钟 

分三部分。两种情况里哪种描述更符合你，描述一种观点问同意程度，描述一种场景你首先想到的是.. 和笔经一

致 

9.100 题 17 分钟 

工作场景下选择你的做法，25 组一组 4 问，和笔经一致 

10.性格测试  182 题 30 分钟 

最后还是感谢论坛！感谢小伙伴们的回忆！上清作为我的第一场笔试希望过过过，大家都顺利找到满意工作！ 

 

 

  

2.2 2019 校招上清所新鲜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6680-1-1.html 

做完笔试发帖攒人品（祈祷 ing） 

 

最开头有个练习 

然后分别是： 

15' 性格测试 

6' 96 道眼瞎题 

10' 职业选择相关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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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逻辑题 

15' 数学计算 

15' 选词找病句 

20' 专业兴趣 

15' 思想品德相关，主要是帮助他人 

17' 情景性格测试 

30' 182 道性格测试 

 

全部都是选择题，每个部分之间不限休息时间 

建议就是，要用 IE 浏览器，要有鼠标！！计算器草稿纸都准备好 

 

 

  

2.3 上清所笔试——2018/10/13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6653-1-1.html 

用的是 Norm Star 的标准之星测试。在 10/12 日 18:00 到 10/14 日 23:59 之间完成就可以。限定时间是 2h，做了

1.5h 交的卷。 

题目分为很多个部分，分别是 15+6+10+20+15+15+20+15+17+30min 这样的分布。每一部分之内可以选择着

做题，但是模块间不可以挑选，要按照顺序作答。 

1、绝大多数是关于职业和性格的测试。 

2、6min 的 96 题感觉主要考察反应能力和最后在时间紧迫状态下的答题正确率吧。要求选择与题干顺序一致的、

去掉第二项的、相反的答案。做了 80 多题之后时间到了。 

3、数学题是纯粹计算，用计算器就可以，不难。 

4、语言文字题，选词填空、病句、近义词这种。 

5、另外还包括一些逻辑题，判断给定场景中哪些最符合你的选择之类的。没有资料分析题。 

 

 

  

2.4 上海清算所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8627-1-1.html 

大部分都是性格测试，没有啥标准答案大家自己选就好。比较麻烦的是言语理解一块有找语病，会费些时间。数

学题部门比较简单，最好找个同学助攻，一人一道。有个 6 分 96 题，其实就是给你题干，是一行序列，aBCd 类

似于这种，让你在四个选项里面选正序、去掉第二个题干所在字母/数字的序列、倒序列，这部分一定要脑子转快

点，要不答不完。性格测试有一部分是看图回答图中人物性格或者表情或者目前他们所处的状态，还挺有意思的。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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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刚刚做完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8427-1-1.html 

 

 

刚刚做完，规定的总时长差不多 3 个小时，实际花了 2 小时不到。6 分钟 98 题那个挑战失败，来不及，认真选了

60 题左右吧，瞎选了 20 题左右，还有 20 空白。其他时间都够用的，计算器拿手里就行。 

2.6 做完清算所笔试啦。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8622-1-1.html  

 

刚做完笔试，表情的题目全部变了。性格测试差不多和论坛上资料是原题。传说中的 6 分钟 96 题威力很大。希

望大家都有个好结果。 

2.7 2016 秋招笔经喂还冒着热气呐(*^__^*)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8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7621-1-1.html 

 

不知道还有没有没做的同学，刚做完笔试来发一下笔经攒人品~~~~(>_<)~~~~ 

第一部分是计算 就是用计算器就能算的那种 按得快的没问题 我还差 2 道。。  

第二部分情景题 就是选择程度的那种 这个就按照自己想法作答 

第三部分职业倾向的 有点像测试你适合什么职业的那种问卷 有一大堆职业问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第四部分是是两个答案中选择更适合自己情况的 这个也是快快就能做完不用担心 

第五部分是工作中的一些情景问题  

第六部分是选择最有可能的原因 论坛里有类似的题可以参考 给出一堆条件问最有可能导致哪个结果 然后！！！后

面还有计算题啊！！！同学们！！！！ 楼主做的时候没看到又悲剧了想的太慢没答完 应该没有比我更蠢的了 同

志们引以为戒~~~ 

第七部分著名的 96 题 6 分钟 没答完没答完。。。。。。嘤嘤嘤嘤 这部分建议和同学一起做吧 楼主今天实在找不到

外援 TT 

第八部分是 啥来着。。好像是那个识别表情的 也可以参考论坛资料练练手 不过好像没有原题。。。据说看过 lie to 

me 会有帮助？楼主韩剧党 TT 

最后一部分是病句啊行测啊这种 好吧楼主做到后面已经神思恍惚 加上今天好冷啊啊啊冻得瑟瑟发抖 做题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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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到病句部分的时候又快到时间了（我到底在干神马 ）一通胡选。。。 

 

 

 

 

综上  楼主应该挂了 还想飞上海玩呢  建议就是！1、有条件的找同学一块做，96 题应该会好很多其他部

分倒是不太用得着 2.要快！！不光是 96 题部分，其他部分也不要掉以轻心（当然可能只有楼主这么傻相信你们都

可以哒），不然很容易发现时间又不够了。。。3. 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套题坐下来还是挺费时间哒，大神忽略。差

不多就是这样~为接下来秋招继续攒 rp~~ 

2.8 10.8 清算所笔经 我是来攒 RP 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7508-1-1.html 

  

时间非常紧！6 分钟 96 题只做到第 3 页 悲剧。。别的还有性格测试、数字计算、行测。 

性格测试就不说了，按照自己的想法选就好。 

传说中的 6 分钟 96 题，分为 1.选择和题目顺序一样的选项；2.选择和题目顺序相反的选项；3.选择剔除题目第 2

个数字的选项 

行测题不是很难，就是时间紧张，题量很大，平均一分钟一题。主要涵盖文字概括、成语选词、数学计算，平时

多刷行测题目。 

我是来攒人品的！！！！跪求面试通知！！！！ 

2.9 新鲜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7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7413-1-1.html 

 

先说最重要的部分：一定要注意把握时间。 一开始以为应用题（有点小学小数的感觉）是单独列出来的，

结果是在某一大部分答题的第三部分（具体第几个我忘了），也就是说和别的题一起计时。楼主前面两部分慢悠悠

答完，看到下面应用题的时候整个人懵逼了，脑子乱了，也静不下心算，最后答得很凄惨 。可见时间把握

真的很重要，宁可提早交卷也不要晃。想想自己一边答题一边跟人聊天简直想抽自己一巴掌  

然后就是 6 分钟 96 题依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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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一部分的计算题题量大，但有很多巧算的，时间是够的，不用着急。 

以上，发帖攒 RP 

2.10 上清所 2016 年秋招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7410-1-1.html 

  

 

楼主刚做完上清所 16 年秋招的笔试，趁着还热乎赶紧发帖回馈小伙伴们，求职季攒人品咯~ 

1.大致内容： 

笔试题目分为很多个部分（具体几个部分记不住了，7 个以上吧），每个部分单独计时。主要考察的内容是简单的

算数能力，性格测评，情境测试，心理测试，眼神测试（你没有看错就是眼神），言语理解和逻辑推理能力（没有

专业知识）。其中心理测试和性格测试之类的题目占了很大一部分。本人觉得最困难的的部分是眼神测试，传说中

的 6 分钟 96 道题，就是选出顺序一致、逆序、剔除第二个之后的数列或者文字列，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是坑啊，

分分钟眼睛要瞎。 

2.备考攻略： 

记得叫上小伙伴们两三个人一起做，每个人看一题，这样非常节省时间，不论是在眼神测试还是在算数测试。所

以大家记得拉上一起报的小伙伴一起做吧~~~ 

 

祝大家求职季一切顺利，都能找到心怡的工作~~~ 

2.11 刚刚做完 2015 上海清算所网测，各部分题型及时间安排总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9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8881-1-1.html    

 

刚刚才做完上清所的网测，题量比较大，一共 11个部分（含 1部分练习题）。 

第一部分是练习题：5分钟，10道题，什么题型都有，主要为了熟悉题型。 

第二部分：5分钟/40题的数字计算。主要是加减乘除之类的计算题和简单的解方程，不难，记得准备好计算器，

有些需要求近似值的，看清题，注意时间就好。我最后一道题没来得及做。  

第三部分：20分钟/228题的职业喜好题。主 要会提供一些各个专业的工作（例如机械维修，软件开发，研究等）

来问你是否胜任或者是否喜欢，会从各个方面问，例如是否喜欢组装，是否喜欢数学，物理，化 学， 是否喜欢

科学研究等等等等。大部分是是否或者喜欢不喜欢的选项，问的简单第一反应回答就好，不要犹豫，时间是够的。 

第四部分：10分钟/36道题的职业环境题。会问一些你对工作环境的看法，例如能不能发挥你的专长，工作同事

间关系和睦，上司和蔼关心下属等等，选项为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和非常重要。也是看个人

习惯的，不需要深思熟虑的。 

第五部分：15分钟/41道题的个性测试。和 论坛里的笔经基本相似，可惜没仔细看。一共分 3部分，第一部分就

是给你个情况问你，例如多数人会毫不犹豫的去帮助有困难的人，选项是非常同意，同意，一 般，不同意还是非

常不同意。第二部分是给你两个选项，选更贴近自己情况的一个，例如 A。我喜欢一个人独处，B。我可以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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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愉快相处，让你选一个这 样的。第三部分就是给你的一两句话的小报道，让你从选项中选择看完这个报道

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一共三部分，依旧是第一反应来做。大家可以找笔经来看 看。 

第六部分：30分钟/182道题的性格测试。主要是问关于你的性格，兴趣，习惯及处事态度的问题，选项为是，不

是，或不确定，提示尽量不要选不确定，依旧第一反应，时间完全来得及。 

第七部分：17分钟/100道题的情景测试。给出一个情景之后会给出几道在这个情境下会发生的情况，问你认同还

是不认同。 

第八部分：15分钟/30道题的文字题。基本类似于语文题，给一句话让你选择成语，或者词语填空。或者更换句

子里的近/同义词，还有就是找病句。 

第九部分：6分钟/96道题的顺序题。著名的题型，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是还是没写完。主要是正序、倒叙、

去掉第二项。除了数字，字母，还有图形及各种复杂或者相似的汉字。有时数字字母混合并且大小写混合，看着

十分乱！值得注意。 

第十部分：15分钟/24道题问题处理题及图片判断题。第一部分是给你个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及困难，让你

选择你可能会使用的解决办法。第二部分就是给你个图片，让你选择你觉得最符合图片中任务的表情或者关系或

者心理的词。 

第十一部分：20 分钟/32道题的应用题。基本上问的都是初中小学的应用题，相对运动题，之类的。由于太久没

做这类的题了，算起来挺麻烦的，有些也想不起来怎么做了，费得时间有些长，没做完。 

 

总的来说就是太难的题没有，专业题没有，最最主要的就是要快！快！快！第一反应，不要多想。每一部分做完

都可以休息休息，只有你点开那一部分才会开始计时。大家掌握好时间。 

希望这些对大家有所帮助，写的有些晚了，希望还能帮到人，希望至少能帮到下一批的人吧。 

祝大家都能拿到好的 offer！ 

 

2.12 2016 春季笔试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5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0848-1-1.html   

 

1, 简单计算和应用题， 忘记记录时间了，但是应该算的是 22秒种一道题。 

2，每道题都很短的个性测试。喜欢做什么事情，对应的一些职业，喜欢与否。 20分钟 228题，很快做完。例如，

问你喜欢拆修电器吗，喜欢画画吗。后面会问你喜欢当机械工程师么，喜欢当画家。我几乎都选的是喜欢，哈哈，

什么都喜欢。 

3，36题 10分钟。工作中的看重的东西。例如，工作中有一个公平对待下属的上司。公司的福利待遇。你觉得是：

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重要，还是非常不重要。题目很短，很快做完。 

4，41题，15分钟。问是否喜欢帮助别人，社会上大多数人是不是喜欢帮助别人的。然后几个情景让回答，比如

甲工作出现重大失误，同事乙是会立马明确责任，还是会去帮助甲做工作。因为我前面选的大家都愿意帮助别人，

只能选乙会去帮甲。。。 

5，182 题，30分钟。还是性格测试，例如，你会不会突然在公共场合收到瞩目而局促不安。提前做完。 

6，100 题 17分钟。情景回答。如果旧任务遇到困难还没完成，领导就布置了新任务，你怎么做。几个选项。很

快答完。 

7，30 题，15分钟。文字题。近义词替换，病句。基本后面都是蒙完的，阅读量不小，自己对很多成语也不熟悉。 

8，96题，6分钟。传说中的排序题，完成了 84%。 

9， 忘记几道题了。。15分钟，工作中的情景回答，看图猜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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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先是情景测试，后来又是数学题。数学题卡住了一个，后面的没做完。就是行测类型的小数学题。 

虽然我已经做得比较晚了，希望对下一年的人有帮助。 

谢谢 

2.13 笔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9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8818-1-1.html    

 

刚刚做完。。。。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积攒下人品 

 

1. 6 分钟 96 题很伤。。即便有了心里准备还是。。没做完。。。最后的时候如果感觉来不及想到全部做完，建议倒数

90 秒的时候一定要开始飞速按答案了。。 

符号很多，有数字、英文字母，分大小写，还有混着的，还有奇形怪状的符号。。。建议奇形怪状的符号跳过，这

块比较花时间，对我来说至少是这样。。 

 

2. 逻辑推理题和策略类的题目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即便前面的推理题感觉时间好像挺多的，但是还是要抓紧时间，

因为后半部分策略可能会来不及。。当然脑袋瓜灵光的同学当我没说 QAQ。 

 

3. 同理，近义词反义词和找病句也是放在一起的，找病句真的很花时间（对不起高中语文老师），所以看到前面

做得挺快也不要放松。。。  

 

4. 数学题还行，都是简单的计算 

 

5. 剩下就是性格测试啦，没什么好说的 

 

反正祝大家好运，我就路过打个酱油，坐下分母 

2.14 刚做了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9 月 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8729-1-1.html     

 

一共 11 个部分 其中包括一部分练习的 

 

题目跟论坛的真题相似、 

 

6 分钟 96 题我根本不够时间 

 

眼睛都快看瞎了心跳的很快还剩下差不多 20 道没做 希望注重正确率而非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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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部分也有很多是瞎猜的 语文已在考完高考后再也没有碰过 

 

其他部分时间很充足 

 

攒人品再给小伙伴发次资料喔 

 

希望可以通过笔试顺利进入面试关！！ 

 

ps~有小伙伴知道多久可以知道消息吗？ 

4.pdf  

3.pdf  

2.pdf  

1.pdf  

 

2.15 2014 工行笔试情况，想不到而且做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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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54-1-1.html  

 

刚做完笔试来攒人品。 

 

题目完全可以参考往年笔试内容，基本没变化，有时间的同学可以提前看下。标准测试时间有 2 个小时，但实际

上大家大部分模块都会提前完成，所以估计也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每个模块之间可以休息。建议大家找个清

醒的时候做，我做的过程中根本兴奋不起来，很多总结性的题目都没咋看下去，实在是可惜。另外那个著名的 6

分钟 96 题，也应该有些规律遵循，比如只看最后两个或者最前两个或者怎么样。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千万不要分

心。我一直想着去瞟右上的计时器，以及后来提示还有三分钟那个，感觉都有点分心。还有就是翻到最后一页的

时候花了点时间回忆到底是找顺序还是倒序了 。。。真心不明白出这种题目有啥意义 。还有就是简

单数学计算那个，千万找个好点的计算器啊！！论坛上也有很多提醒的说要用鼠标要用计算器，个人用的手机上简

单加减乘除的那个计算器，感觉还挺好用的。 

 

到这个时候了，还在找工作的肯定压力都挺大，希望人人都能拿到理想的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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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2013.11.2 上清所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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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767-1-1.html  

 

赶在 deadline 之前完成笔试，经验总结 

题型和答题注意要点方面，前辈们提供的资料已经很充分 

第一部分就是 6 分钟 96 题，最重要就是快狠准，题目一点不难，考眼力，很遗憾自己没有做完…… 

第二部分性格测试，时间绰绰有余 

第三部分也是情景测试，自己正常反应就好，没说的 

语言测试包括病句判断和选合适测绘等，还有加强削弱观点或者考察文章中心或判断下文之类的常规语言题，行

测准备即可。 

心算部分有很多技巧，但 5 分钟完成 30 道仍很挑战，抓紧时间，提起演练技巧，除了这部分和 6 分 96 题时间都

很充裕 

至于从图片判断情形这部分是原题，但资料答案也不保证准确，所以小伙伴做之前可以再斟酌。 

总之考试之前还是有很多可以准备的。 

从论坛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也希望对后人有帮助 

2.17 含泪写笔试感想，希望对明天做笔试的同学有所帮助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0845-1-1.html  

 

想让楼主哭一会儿 笔试做的太烂了 迎风飙泪！ 

切入正题，1.笔试的题量很大！建议做完一部分之后不要急着点下一部分，先休息休息，缓冲一下，要不然最后

就要跟楼主一样了，做完题目有一种要失明的感觉，当然其他的同志们不会像我这么傻逼。。 

2.题目类型：第一部分是简单的计算，跟前辈们说的一样，都是涉及简便运算的加减乘除，楼主没有做完，还剩

大概 6 个题目。。。。小学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第二部分著名的 5 分钟 96 题，似乎变成了 6 分钟，至于还是不是 96 题，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总共四页，我只做

完了三页， 。做完有一种眼已瞎的感觉。。。还有森森的放弃治疗的感觉。 

第三部分没有记错的话，是文字题，看到这里，大家一定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做题目啊，我做题目的时候，周围嘈

杂到我要怒摔电脑，再加上看到这些文字题目实在是！很！心！塞！ 

额第四部分啥来着。。。请原谅我鱼一样的记忆 。。请自动忽略我。。 

3.重点来了！！！看图猜表情！原题！！大家去看看微表情啊。之类的，确保自己选择的是正确的，还有性格测试，

也是原题。。。 

忧伤的楼主只能贡献这么多了，希望各位大神们顺利通过笔试，拿到 OFFER。。。我就默默的当个分母好了。总之

明天的同志们加油！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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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2014 工行笔试情况，想不到而且做不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1755-1-1.html 

 

2013.11.16 在北京参加的笔试，今天风超大而且还挺凉，可怜的我只穿了件衬衫加毛衫，在瑟瑟寒风中很是悲凉

~ok，转回正题。 

今年的笔试和去年笔经相差很多啊。首先，并不是第一部分英语第二部分行测或者综合等等的，而且完全没有工

行知识（我可是花了一晚上和一上午反复的背的，工行获了那么多奖，竟然就没考，没考！！！）而是假定了一个银

行，然后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进行答题，英语和行测还有综合知识穿插其中。 

今年的情况如下： 

第一大部分是 120 题 120 分钟。我记得其中一道时事题是 G20，上海自贸区，其他的不记得了，不过考察国内大

事记很少，经济会计的知识也不多~~在第一大部分中会偶尔有一个英文 email, 英文阅读和填空；有一些图表题，

没有数字推理，语文填空和改错题很少。楼主没做完~ 

第二大部分是主观陈述题 4 题 40 分钟，是这家公司的一个什么部门安排“你”和另外三个人一起搞一个移动金融的

问卷调查，让你首先在一个表格里写计划，第二题是给员工发邮件，第三题是金融部门很忙没法参加这个问卷调

查，你应该怎么样，第四题是主管打算在圣诞节时候在各高校开展活动宣传移动金融，让你做计划。楼主又没做

完~ 

第三大部分是性格职业倾向选择 20 分钟，楼主终于做完了~ 

 

 

哎，自从昨天看到微博上说一个清华博士姐姐在银行当柜员，我这个小硕就觉得无所谓了，进不进银行都无所谓

了~~~ 

明年的兄弟姐妹们，加油吧~ 

2.19 2014 上清所笔经，有点淡淡的小忧伤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0311-1-1.html 

 

昨天（2013.11.4）参加的笔试，估计我这回红果果的挂了，不过有些经验教训要给还没有笔试和来年的伙伴们分

享。应该是八部分吧，我没数，根据前人的总结是八部分题。好在之前在论坛里找到了一些资料，发现情境题、

性格测试题还有选择条件或者结果的题都和笔经上的一样，大家找来看看吧。5 分钟 96 题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没有

做完，因为我发现并没有经常出现只通过最后一个字母就能判断答案的机会，相反，很多时候要观察两个甚至全

部四个答案才能判定。另外也没有阅读理解，看图选表情也和笔经上的不一样。我的笔试行测只有病句题、近义

词和概括题，没有数学推导和图形题，我还专门找了这样的题题练手。anyway，大家还是多看看笔经还有就是练

习一下简单计算吧，我那些简单计算竟然没有算完，囧，最主要是我发现按计算器也是门技术活啊。哦，对了，

我没用鼠标，直接用触摸板操作，果然很不利啊，大家一定要找个好使的鼠标~ 

 

加油吧，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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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013 上海清算所校招网上测试题型及八部分时间安排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0 月 21 日 

 

开始是熟悉题型：5 分钟，不计入分值,，什么题型都有。 

第一部分：5分钟/40题左右的数值计算。Tips:准备计算器、纸和笔；有些题能用简便方法；注意速度；

直接计算等式、求近似值、应用题、稍花时间的有等差等比数列求和。 

第二部分：15分钟/情景语言测试。这个记不大清楚了，应该不难，等明天测完的同学补充吧！ 

第三部分：著名的 5 分 96题。Tips:快！！！正序、倒叙、去掉第二项。使用鼠标。倒数的大部分可以

直接看最后一个字母来选题。没做完。。。。郁闷 

第四部分：15分钟/个性测试。见资料 3（几乎一模一样，感谢之前的笔经验） 

第五部分：12分钟/行测的言语理解与表达。题型：近义词；反义词；句子排序；找存在矛盾的语病句；

最后有一篇大约 200 字的阅读理解（讲名牌建立和维护的）。 

第六部分：30分钟/182题性格测试。见资料 2 的部分题。 

第七部分：20分钟/20题行测的文字推理。这个没资料，大家看看行测吧。 

第八部分：25 分钟/46题。一是看图选表情（这次和之前的不一样，是新的，有截图见个人总结）二是

工作环境中遇到问题的处理（参考资料 1） 

攒 rp~~~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明天测试的同学加油！ 

 

 

2.21  10-21 上清所新鲜笔经 

 

 刚刚做完网测，在这里回忆一下题目吧！ 

第一部分：5 分钟做 10 个题左右（貌似这部分是试做，不算分）有口算、行测里面的图形题以及一些

性格测试； 

第二部分：15 分钟  口算 需要用到简便算法之类的，比如 0.9*27+2.1*27= 这样的题目，主要是要准

确，有些近似选项容易出错的，时间上比较宽裕； 

第三部分：传说中的 5MIN96 题啊！我的手心都出汗了。。和之前的 TX 说的差不多呢，就是有正序、倒

序还有去掉第二项。我做完了还有 10 秒..但是正确率比较担忧啊~； 

第四部分至第七部分:都是文字性的题目，不太记得清哪个是哪个，就一起说吧。大概有找病句、选出

近义词反义词、阅读理解（是一篇说品牌建立和品牌维护的几百字短文）、行测里会出现的给一个论述，

然后问哪个选项最能支持或削弱这种论述； 

第八部分：看图片人物表情选择；情景题（模拟工作中的一个情况，选择你的反应）；性格测试一些。。 

总体说来，题目难度不大，没有很变态的逻辑或是数学计算，主要是快和准吧~ 

还有就是性格测试最好选比较鲜明态度的选项，最好少选“不确定”。 

发帖回馈 YJS 吧~也祝大家都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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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觉得很累，应该已经不会再爱了-清算所笔经 

 

0. 练手题（例题不算分） 

1. 小学算术题 15 分钟 40 道  （计算器，草稿纸，很久没算的家伙先找些小学应用题口算练练） 

2. 传说中给你不会再爱的感觉的  5 分钟 96 道 （tips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重复的题，以及确实连连看玩

的好的应该搞的定...） 

3. 同义词，反义词（难以言说对错的小学语文考察），阅读理解（关于品牌的持久性） 

4. 性格测试（应该是有测谎的，来回的问，还是做自己比较保险） 

5. 性格测试 

6. 逻辑题 20 分钟 20 道 （不要被点开来的里面写的 28 分钟所迷惑，20 分钟而已） 

7. 看图猜表情+不同情景下你的做事风格 25 分钟 46 题 

 

基本上，视力很重要，真的容易眼花。2 个小时用不到的，因为性格测试会做的很快，基本 1 个多小时

就能完成。win7 系统最好在 IE 浏览器里面做。 

 

啰嗦一下逻辑题，应该就是公务员考试的那种，基本上语干都是很长，而且奇奇怪怪的，阅读起来要集

中注意力。 

  

2.23  10-20 新鲜笔试 

 

 

笔试之前去论坛上找了很多信息 

基本跟大家交流的内容一样。 

不过在登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开始网测前的填写个人信息情况的时候，点击“下一步”会出

现“数据格式不正确”的问题，电话了公司，尝试关闭窗口重新登陆再填写，问题就 OK 了。 

 

题目总体不是很难。就是 一个时间问题。 

5 分钟 96 题，抓紧时间集中注意力还是可以写完的。最后一组稍微墨迹了下。。。还剩 2-3 题的样子。 

 

然后倒数第二套题目，着实考验阅读的细心程度和逻辑思维，特别是各种假设的前提。这方面的我没有

提前做题目，感觉临阵磨枪还是有必要的。 

 

最后祝各位好晕啊 。特别是还在煎熬等待各种通知的。。。太苦闷了。 

愿意交流 而不是 一位希望 从别人那里获取信息的  有 正能量的亲们 ， 

愿意的话加下新浪微博  jjcat523  方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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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笔试考完~ 以及笔试后通知的问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4 月 30 日 

 

刚才在网上做完了笔试，没有很难得部分，但是那些文字题，例如改病句，哪个成语运用正确，哪个最

能支持，哪个最能反驳等等之类的做的我真心想死。 

本人 14 岁就在国外了，那些东西无疑是要了我的命啊。。。  在次，也给那些长期在海外的同学们提个醒，

做那些题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很长的一段话，然后让你选择什么支持啊反驳之类的一定不要花太长时间在

一题上，因为后面的更长。。 还有，长期在国外，一些句子的结构一定不能跟国外的弄混淆啊。。 比如 

i'm so happy today,.  一定不要选成我很高兴今天之类的。，，  当然题目不可能那么简单，在这里就是给

大家大概说个意思。。  还有一定要看清题目啊。。 有些是说 找 反驳的，有些是说 找 支持的！！！ 这

些都会在同一个 section 里面出现 一定看清楚啊。  

 

另外想问大家，笔试网申结束后，会大概多久才能知道有没有通过呢？？？ 

 

最后，祝福大家！ 

  

2.25 刚刚完成笔试-2012 年 4 月 30 日 

 

刚刚完成笔试。 

首先很感谢论坛，之前有牛牛发的那份性格测试之类的题目很多都考到了，至少看图猜表情和一些性格

测试题目都有相似的存在。 

 

开头部分是选择合适的成语以及找病句，因为自己语文本身不是很好，也很久不好好看书了，所以对于

这个部分基本靠猜靠闷。而且刚开始做，不习惯 

做题节奏，有点乱。 

懵懵懂懂做完第一部分就是 5 分钟 96 道题了，题型就是之前有前辈所说的那三种，蛮简单的，耐心就

好，时间来得及。 

接着是性格测试以及看图猜表情什么，不再重复。 

余下的是数学部分，可惜做到一半有同学 QQ 乱入，讨论明天交论文的事情，一回 qq 忘记时间，结果

还差两道被强行交卷了。借此提醒各位，照顾好 QQ，手机什么，以防打搅。 

最终部分是 100 多道也是性格测试题目，与之前有些重复，但是这次问的更多，更细，就按自己的第一

反应答的，没什么好说。 

 

鄙人之前没参加太多笔试，所以对这个门路不太熟悉，无法发表太多很深入的看法，再次仅供大家了解

下。 

 

祝各位好运！ 

 

20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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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上海清算所面试及综合资料 

3.1 11.3 号终面+收到体检通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0642-1-1.html 

 

今天收到体检通知了，果然是个神奇的论坛！祈祷体检和审核也能顺利通过！ 

 

以下是终面的内容，供有需要的同学参考～ 

形式是 1v3，看起来像是一位大 boss+两位小 boss。时间大概 15 分钟。 

全程主要是大 boss 在问问题，他的提问方式确实很像闲聊，我的问题主要有：我的第一份实习、怎么知道的上清

所、老家是哪儿的、有没有看过知乎上的贴，看过为什么还要来、问他一个问题。 

两位小 boss 问了:在面试中遇到同学是什么感受(我遇到了)、对煤炭企业的前景怎么看（我最新的实习是煤炭行

研）、我的几个优秀奖是最好的奖还是最差的奖…… 

 

我觉得虽然面试官的问法是聊天式的，但是在回答时不能真的当成是闲聊，还是得按逻辑分点回答。(秋招的第一

场面试就吃了这个亏，好不容易过了群面，结果因为二面的面试官太友好了，放松了警惕，回答的语无伦次，导

致最后没有进终面） 

 

  

3.2 收到二面预通知+10 月 20 一面回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3548-1-1.html 

今天下午 3 点左右收到二面预通知的短信和邮件 

分享一下我的一面经历+祈求二面好运可以斩获 offer 

 

一面的流程和以往的一致，在此感恩前人的分享！ 

1 我是 10 月 20 下午场，到了先签到，领取自己的号码牌。共有 3 张签到表（每张表约 30 人），2 张业务岗，1

张技术岗，两个岗位的同学在一起面试 

2 引导的工作人员带大家到等待室，介绍一面流程后就开始英语笔试。10 分钟中译英，题目不难，但是时间比较

紧凑，个人感觉不能太纠结个别词语的翻译，只要句子连贯就可以。我卡着时间翻完了。交卷的时候观察了一下，

大概 50%的同学翻完，剩下 50%的同学翻了一半。 

3 我的第二轮是群面，8 人无领导讨论。先给每人 1 分钟陈述观点，然后讨论，最后统一意见，题目是 p2p 相关。

我没有特意扮演某个角色，就是全程参与。无领导结束后，面试官让大家分别自我介绍，接着发了一张图片，1

分钟看图说话。 

4 英语面试。自我介绍+个人优势+实习中遇到的挑战+从什么渠道了解到上清所+听力并复述内容。除了听力外，

其余的问题都准备到了，回答的比较流利，听力没怎么听懂，根据记下的关键词瞎编了几句。大家面试前都比较

担心听力，这反而说明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不需要太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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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v1 结构化。自己的优缺点+两个情景问题+简历问题。桌上有纸笔可以记下问题，回答情景题时注意别回答漏

了。 

 

以上就是全部的面试内容，希望可以帮助到以后的朋友～也希望我还有机会分享成功的二面经验！比心！ 

 

 

  

3.3 上清所 10 月末 1 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4357-1-1.html 

简单说一下面试流程，英语翻译，群面，关于不良资产包的风险管理步骤排序，一起面试的有博士，有清华硕士，

有上交计算机硕；英语听力和口语面试，最后 5vs1 情景假设面试。表示自己全程非常懵逼，跪的很脆。 

然后就是环境很美，其他帮忙招聘的小姐姐特别好，浦江边上的小洋楼风景巨美，总而言之，就是悲伤一日游了，

但是希望能有机会再感受一下 233333. 

3.4  2017 上清所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3743-1-1.html 

为什么我总是面的不好的就跑上来写。。。攒个人品 

上清所面试，诚如之前帖子所言，四个部分： 

1.英文翻译：一段几百字的中文翻译成汉语，有公信力，数据披露这样的词汇，十分钟时间，我看有些人都没翻

译完； 

2.英文口语：我抽到的问题是自我介绍和描述一下大学的学习情况，然鹅我说的又短又结巴科科；听力听一两分

钟文章，复述，可做笔记； 

3.结构化面试：和公务员很像：说说你的优势以及能为上清所带来什么，描述你的劣势；周五晚上接到安装补丁

任务，如何在周一之前完成；内刊选稿，马上要完成，而负责一篇专业文稿的同事很忙，但他说自己心中有数，

你怎么办？ 

4.群面：四个人，给了一个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材料，对问题排序并提出措施；然后有一个两两讨论的材料，类

似中学生材料作文，三分钟讨论，一分钟总结；对个别同学个人经历和岗位匹配度有追问。 

祝大家好运！ 

 

 

3.5 2016 春季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5 月 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1703-1-1.html    

 

昨天去上清所面试。觉得首先呢，楼当然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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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面试和引导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年纪大一些的哥哥姐姐或者年轻一些的哥哥姐姐，都彬彬有礼，说话带微

笑。 

 

再就面试内容， 

 

四个环节，不分前后。 

 

1，英语笔试，这个肯定是第一环节，其他环节随机分配。 

 

很短的相对简单的金融新闻类的段落，十分钟翻译完。我正好卡着时间翻译完。 

 

观察周围，可能有人翻译完有人没翻译完。 

 

2，英语听力和口语。 

 

上来先听一段听力，然而开始放了我都没有发现。。。只听到后半截， 

 

让总结一下听力内容。我就说了我听到的后半截。 

 

然后考官问我，what does alert mean。这是我总结的那句话里的词。 

 

然后给我一个小纸条，上面一个问题。 

 

Working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 is exciting or stressful? 

 

How do you deal with new challenges  

 

大概这样。我就说了三点。一点也就一小句话。 

 

楼主英语还 OK，所以感觉还是蛮轻松。女考官结语给我说 good。 

 

3，结构化面试 

 

五对一。先是几个 behavioral questions。然后问了一些专业问题。 

 

我自己给自己挖坑说自己学过资产证券化 结果问的问题哼哼唧唧我根本答不上来。 

 

不过问了其他的小伙伴，他们也没说答得很好，因为考官们很专业呀，总是能探到你的底在哪里 

 

然后说我的资历比较适合去财务，问我愿意去么。 

 

我思考了一下，说不愿意。因为真的发自内心不愿意做财务，如果我表面为了显得 flexible，说同意，最终我还是

不会去的，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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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群面 

 

六个人一个小组。 

 

先是一个小 case，先各自发言，再小组讨论，让一个人总结陈词。 

 

再又是一个职业发展的想法的问题，各自回答 

 

再就考官提问。我有幸被考官问到。结果说没听懂我说的啥意思，哈哈 

 

然后面试就结束了。 

 

我知道之后还有面试，不用回帖告诉我说怎么发贴有利于其他竞争者。 

 

1，我今天不发，以后也就忘了，如何造福以后的人。 

 

2，并不觉得知道这些能改变最后的结局 只是让大家不要那么紧张，每个人的素质摆在那里，考官看得很清楚 

 

以后的人不要过于紧张，氛围还是挺轻松的。 

 

大家加油。 

3.6 【二面】经验贴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5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4027-1-1.html    

 

来发个面经，攒人品，求个 offer。等得很捉急啊~ 

 

今日上清所二面，内容就是自我介绍，然后大 boss 对于对你感兴趣，或者对简历提到的内容（某门课程、某次实

习），以及你的一些想法看法进行一场聊天。  

 

每个人十来分钟。签到的时候看见业务部 27 人，综合部 21 人，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场次。5.8 日的国内应届生和

5.14 还是 15 的的海外应届生都有。 

 

就是这些啦，希望有个 offer 快快来到我的怀抱里哈哈。  

3.7 业务岗有人收到 offer 么？（附二面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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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0745-1-1.html   

 

有没有人收到啊，希望是还没发啊，或者是分批发啊  

等的好捉急啊，bless~  

 

听说发面筋攒人品啊，说一说我的二面吧 给以后的孩纸参考~ 

二面确实没什么好准备的，就是跟 boss 聊天，我可能 10 分钟都不到， 

boss 问得也很随机，问了你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你觉得一面表现得怎么样，进二面意外么（我说不意外 ，

是不是应该谦虚一点啊！），你做过的最成功的一件事， 

你实习的最大收获，如果清算所和 xx 都录你，你去哪，为什么（当然说来上清来上清啊，不知道 boss 觉得我说

的诚恳不诚恳啊，可是我真的很想来啊！ ） 

可能还有些小问题，记不清了，然后最后让我问他一个问题。 

完全看不出 boss 的喜好啊，不知道他怎么要人哪。 

问了下别人好像问题都差不多的样子。面完一周了，此刻焦急等待 ing，希望能有一个好结果，滚来吧，offer 君！ 

3.8 上海清算所 2015-10-25 面试经验-业务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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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842-1-1.html    

 

我是早上 7：30 那批的，面试主要分四个环节： 

1.英语笔试（10 分钟内翻译一小篇文章，经济金融相关，像是官方新闻。不算难但是时间非常紧，大部分人都没

翻译完，我只翻译了一半。。。） 

2.英语面试（5-10 分钟，自我介绍+30 秒左右听力材料用英语复述+一个经济金融热点问题回答，多关注一下最近

的热点会有帮助） 

3.结构化面试（15-20 分钟，五个面试官对一个，三个固定问题，是情景模拟，然后是根据你的简历提问，问我的

是实习方面的，我 balabala 说了一大堆，中间被打断、三个面试官追问了我实习内容方面的） 

4.群面（一个小时，无领导小组讨论+两个面试官问问题，我们组有一个同学比较强势，所以一直其主导作用，还

有 2-3 个人插不上话。。。材料是商业银行相关+当下社会热点，两段材料） 

以上四个内容顺序随机。我 7 点就到了，一直到 11 点才结束，又饿又累。。。 

对了，IT 岗的需要加试上机考试。 

面试地点在外滩，上清所的楼很漂亮。 

面试官都比较和蔼，不用太紧张，其实我觉得面试主要还是考验的是你的专业积累和生活经验积累，所以临时准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0745-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384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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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页 共 30 页 

备方面只用准备英语面试就行了（英文自我介绍，可以提前练练翻译和听力），中文面试考察的是综合能力。 

 

我不知道能不能进二面，反正群面同组的同学都是大牛，TOP3 的大学、海归、CFA、国奖等等。。。压力挺大的。。。 

 

祝大家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3.9 20151025 上清所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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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351-1-1.html    

 

先说一下 楼主是武汉某非著名工科硕士，在校期间渣渣，面的技术计算机岗位，坛子里面计算机岗分享的不多，

趁着今晚刚刚回武汉和大家分享一下。 

技术岗是在业务岗的基础上加了一轮上级测试，一共是五轮：英语笔试、英语面试、上机测试、结构化面试和群

面。 

1、英语笔试 

      PS.英语和业务岗的要求一样。中翻英，一大段党中央关于金融政策的新闻，翻译为英文，还是很考验水平。

就 10min 内搞出来。 

2、英语面试： 

     1min 自我介绍、听一段听力回答 main idea（北京啊蓝天啊 balabala） 、一段材料谈谈自己看法（就是经济热

点信息的 topic） 

3、群面 

     和业务岗的一起，我们计算机的话语权有点弱，也分了两个部分。 

4、半结构化面试 

      面一下你的临场反应，加上你的项目经历和题目。技术上 由于楼主是搞数据库的，就问了一下 uml、数据库

的连接数优化方案 

5、上机测试 

      几道编程，很简单，可是我还是没编译通过。另外建议多了解一下 linux 的基本操作会很有优势 

 

 

楼主估计是挂了，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咯，也可以加楼主 wechat。 

上清所的环境没的说，就是外滩边上；另外吃饭时自助，这个对楼主的诱惑很大！而且里面全是帅哥和美女，特

别养眼。据说里面的接触的人层次也不错，可能待遇一般。 

虽然挂了，经历还是不错。 

以上就是楼主今天的感受啦，希望能给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一些参考。 

3.10 海外招聘 Skype 面试~~回馈社会~~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4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60805-1-1.html  

 

下午刚面完~本来约的 12.45~结果等到了 2 点= = 

风险管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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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面试: 1.自我介绍，why 上海清算所（优势，劣势）2.克服的一次难题，人员分配 3. 情景模拟（如果你的

上司要求你和两名手下在两星期内完成某项任务，但是你认为时间不够，又没有其他人手，怎么办） 

问题： 因为说经历的时候说到了信用风险，于是一直在问相关的问题= =；不过感觉我和面试官不在一个次元。。

他问的比较宏观，可是我知道的都是比较微观的东西= =。  

 

 

不管怎样~希望能顺利吧~大家加油！ 

 

3.11 2015 上海清算所海外应届毕业生招聘视频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4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60795-1-1.html  

 

今天下午 1 点半左右的面试，因为人在外地所以申请了视频面试。视频中我看到的面试官有 5 位，其中有 3 位问

了问题。面试题目如下： 

1.为什么申请上海清算所 

2.自己有什么缺点 

3.自己举办活动并取得成功的一个例子 

4.领导分给你一项任务，但人手不够，问你怎么解决 

最后就是针对网申时简历的问题提问。 

总共面了不到十五分钟。刚接通视频的时候面试官们笑的很欢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午饭很好吃的哈哈 

3.12 刚面完一面随便说点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4 月 1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60788-1-1.html  

 

可能是最悲剧最短时间的面试了惹  

在英国，所以 skype 面试。可能因为不是现场面的，之前看到的很多面试经验都没用上。。 

就问了几个问题 

为啥上清所 

讲述一次怎样开展一项复杂的工作 

如果领导给你工作你人手不够想调配，但是领导说别人都忙，你怎么做 

怎么运筹一项工作（因为我硕士学的运筹学） 

等等之类 

最后还问了期权定价模型 black scholes 的假设（因为我本科金融工程，毕业论文写的 capm，但是我只记得 capm

假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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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情景问题感觉很像英国这边很多公司的电面会问到的，这方面还蛮有准备可惜只问了一个 

专业问题真是不记得了，我只好老实说不记得了，随便说了几个市场假设 

我算了下，别人应该都面了有近 20 分钟，我只有 15 分钟不到。 

我真的该好好反省下，训练一下面试了。。问题不要太大。。 

 

btw 建议大家 skype 面试的话，在回答问题时不要看屏幕，看摄像头，这样比较真诚。我是面到一半突然意识到

的。。 

 

大家加油 

3.13 上清所笔试面试综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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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44-1-1.html  

 

秋招快结束了，不知不觉几个月了，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在招聘中被一家自己很喜欢的企业狠狠的伤害一把。上清

所便是我在整个招聘季中最深的回忆了吧，一路走到终面被董事长挂了，自此，每每走到外滩都狠狠伤心一把，( ⊙ 

o ⊙ )啊！，不多说了，把整个过程的经验传上，也攒攒明天面试的人品。 

 

 

招聘要求：具有优秀的职业道德、较强的工作责任心、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无不良记录； 

 

 

笔试： 

开始是熟悉题型：5 分钟，不计入分值,，什么题型都有。 

 

 

第一部分：5 分钟/40 题左右的数值计算。Tips:准备计算器、纸和笔；有些题能用简便方法；注意速度；直接计

算等式、求近似值、应用题、稍花时间的有等差等比数列求和。 

 

 

分开做？ 

 

 

第二部分：15 分钟/情景语言测试。这个记不大清楚了，应该不难，等明天测完的同学补充吧！ 

 

 

第三部分：著名的 5 分 96 题。Tips:快！！！正序、倒叙、去掉第二项。使用鼠标。倒数的大部分可以直接看最

后一个字母来选题。没做完。。。。郁闷 

 

 

方案 1：一人报答案，一人选项。方案二：两人轮流报选项，一人点鼠标。方案三：两人谁先看到谁报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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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15 分钟/个性测试。见资料 3（几乎一模一样，感谢之前的笔经验） 

 

 

自己做 

 

 

第五部分：12 分钟/行测的言语理解与表达。题型：近义词；反义词；句子排序；找存在矛盾的语病句；最后有

一篇大约 200 字的阅读理解（讲名牌建立和维护的）。病句、成语 

 

 

分开做？ 

 

 

第六部分：30 分钟/182 题性格测试。见资料 2 的部分题。 

 

 

自己做 

 

 

第七部分：20 分钟/20 题行测的文字推理。这个没资料，大家看看行测吧。 

 

 

分开做 

 

 

第八部分：25 分钟/46 题。一是看图选表情（这次和之前的不一样，是新的，有截图见个人总结）二是工作环境

中遇到问题的处理（参考资料 1） 

 

面试： 

 

 

如之前前辈的面经所说，面试分四个部分：     英语笔试-  结构化面试（5v1）- 群面- 英语面试 

顺序不定。 

 

英语笔试内容为中译英，之前看有面经说是高口水平，感觉没有那么难，一段话差不多 6,7 个句子，没有专业词

汇，10 分钟时间。 

 

英语面试的顺序是 self introduction-听力-问题：  

     听力让你复述听力的主要内容，感觉差不多 2 分钟左右时间，听力内容和语速感觉差不多是 CNN、ABC 类的新

闻，如果你能听 SSS，那这里肯定木有问题 

     听力可以做笔记，考过 TOFEL 的同学可以回忆下口语的 5.6 题，就是那种感觉 

     两个问题，与听力是无关的，2 选一回答，有点像 TOFEL 的 1.2 题，但是问题更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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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话面试是 5V1，一个很大的会议室，3 个基本问题，之后有可能会被追问一些问题 

 

 

自我介绍以及为什么要进清算所，你组织过的一次活动以及人员调配，情景模拟 

 

 

群面：就跟其它群面差不多，我们那组的小伙伴都很 nice，大家表现自我就可以啦 

 

 

整个面试时间差不多 4-5 个小时，过程非常有序，四个环节安排的很紧凑。不管是引路的、叫号的还是面试官都

非常非常 nice.. 

很喜欢这里的氛围，清算所的楼也超漂亮，这也是最后很伤心的原因，嗷呜。 

 

 

二面见董事长除了自我介绍，什么都不用准备了吧。董事长的问题很随机，我这儿问到我本科研究生学校区别，

我一个朋友问到她父亲职业，总之，我们轮到后面的几个感觉有点亏，董事长都累了，没问什么，10分钟就结束

了。 

 

最后，祝自己明天面试顺利!祝大家 offer多多！ 

3.14 11.15 上海清算所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2336-1-1.html  

 

如之前前辈的面经所说，面试分四个部分：     英语笔试-  结构化面试（5v1）- 群面- 英语面试 

 

 

首先都是英语笔试，之后的三部分顺序不定。 

 

英语笔试内容为中译英，之前看有面经说是高口水平，感觉没有那么难，一段话差不多 6,7 个句子，没有专业词

汇，10 分钟时间。 

 

英语面试的顺序是 self introduction-听力-问题：  

     听力让你复述听力的主要内容，感觉差不多 2 分钟左右时间，听力内容和语速感觉差不多是 CNN、ABC 类的

新闻，如果你能听 SSS，那这里肯定木有问题 

     听力可以做笔记，考过 TOFEL 的同学可以回忆下口语的 5.6 题，就是那种感觉 

     两个问题，与听力是无关的，2 选一回答，有点像 TOFEL 的 1.2 题，但是问题更有深度 

 

结构话面试是 5V1，一个很大的会议室，3 个基本问题，之后有可能会被追问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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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面：就跟其它群面差不多，我们那组的小伙伴都很 nice，大家表现自我就可以啦 

 

 

整个面试时间差不多 4-5 个小时，过程非常有序，四个环节安排的很紧凑。不管是引路的、叫号的还是面试官都

非常非常 nice.. 

很喜欢这里的氛围，清算所的楼也超漂亮 

  第一次发帖，也算给自己攒 RP 了  

 

3.15 不如继续攒 rp-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12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00253-1-1.html 

 

 

给有需要的童鞋。。。 

一面： 

1）群面 

2）结构化面试（大概 7、8 个人对你一个人） 

3）英语翻译(Chinese to English) 

4）英语面试 

-self-introduction 

-listen to a piece of news twice and tell what u have heard to the interviewer 

-read a piece of news and tell your comments to the interviewer(my topic: twitter IPO) 

 

二面： 

董事长面：随缘吧，self-introduction+some normal questions(in Chinese) 

 

清算所大楼真美~location 很赞，HR 也很 nice~ 

3.16 二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1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7405-1-1.html 

 

看到没有人发面经，应该是大家都觉得没有面经好发吧。 

二面见董事长就是纯聊天，除了自我介绍，什么都不用准备了吧。问题大概都是：父母职业，家乡在哪儿，对清

算所了解么，有什么职业规划等等。 

很难想象今年报名有八千多人啊…… 

另外，二面是二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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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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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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届同

学求职推荐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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