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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http://www.yingjiesheng.com）收集、整理、编辑，内容来自于相关

企业的官方网站及论坛热心同学贡献，内容属于我们广大的求职同学，欢迎大家与同学好友分享，让更多同学得

益，此为编写这套应届生大礼包 2020 的本义。 

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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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汤森路透公司简介 

1.1  关于汤森路透   

  汤森路透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我们将专业知识与创新科技相结合，为金融市场及风险管理、

法律、税务与会计、知识产权与科技和媒体领域的专业人员和决策者提供重要的信息，产业还包括世界上最受信

赖的新闻机构。汤森路透股票在多伦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代码：TRI）。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thomsonreuter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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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汤森路透公司历史   

1799 年 Sweet & Maxwell 法律出版社在伦敦成立。 

1851 年 保罗•朱利叶斯•路透，出生于德国的移民，从亚琛来到伦敦，他在亚琛一直经营新闻和股票价格的

信息服务，当时使用的技术包括电报和 200 多羽信鸽，以令人羡慕的速度建立起路透准确度、完

整性和公正性的声誉。路透在伦敦的金融中心皇家交易所大楼 1 号开了间办公室，靠近主要的电

报办公室，只雇了一个 11 岁的男孩。利用他的“电报专长”，借助新的多佛 – 加莱海底电报电缆在

伦敦和巴黎之间发送股票行情和新闻。 

1871 年 路透在上海设立新闻办公室。 

1872 年 约翰•B•韦斯特和他的兄弟霍雷肖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成立 West 出版集团。 

1934 年 罗伊•汤姆森在加拿大收购了他的第一份报纸：安大略省蒂明斯新闻。 

1963 年 Institute of Science Information（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I）出版了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科

学引文索引，SCI），收录论文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如今是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和分析评估工具。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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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路透与中国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中心签订三年协议，为中国引进了第一个电子监控货币利率服

务和商品服务系统，已于 1981 年正式启用。 

1987 年 汤姆森购得英国的 Sweet & Maxwell、加拿大的卡斯威尔和澳大利亚的法律图书公司等法律出版业

务。 

1997 年 Web of Science
®
发布，该数据库集成了 SCI，SSCI 和 A&HCI，在线提供全球近 9,000 种高质量

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信息。 

1999 年 与中国高校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 正式签约。Web of Science 在中国大陆拥有了第一批客户。 

2000 年 9 月 在京表彰了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内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包括 6 位两院院士在内的 124 

位中国科学家因在国际上发表的 47 篇学术论文的高影响力获得了“经典引文奖”。 

2001 年 ISI Web of Knowledge
SM

整合的学术研究平台发布，该平台涵盖 22,000 余种学术期刊，100 年科

技文献与引文，3,100 万项专利发明及上百万的化合物和基因测序领域信息。推出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SM

(ESI，基本科学指标)，ESI 是基于 Web of Science 权威数据建立的分析型数

据库，提供国家、机构排名，热点论文，全球基准和研究前沿的数据。 

2005 年 5 月 协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中国第一个银行间实时外汇交易平台，以支持中国汇率改革。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的成员银行广泛利用这一平台进行外汇交易。 

2006 年 与中国科学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 Web of Knowledge
SM

平台提供其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CD）。 

2006 年 10 

月 

全球运营中心中国区在北京成立。 

2008 年 汤姆森集团和路透集团合并成立汤森路透。与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建立 ISTIC-Thomson 

Reuters 科学计量学联合实验室，以推动科学计量学的研究和应用。与中国科学院《科学观察》

编辑部成功举办“科学前沿——中国卓越研究奖暨科学引文中国论坛”,共有24 篇研究论文荣获该奖

项。Web of Knowledge
SM

平台中文版发布。 

2008 年 5 月 汤森路透全新推出万律中国法律信息双语数据库。 

2008 年 10 

月 

万律中国法律信息双语数据库面向全球客户发布。 

2010 年 11 

月 

汤森路透率先推出了中文界面“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报价，也可以称为中文版“信用违约互换”工具。

11 月 5 日，在“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开始之际，已有 10 家机构同意与汤森路透合作提供价格。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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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汤森路透 Matching 交易平台上的离岸人民币外汇买卖交易落成, 这是首个提供人民币离岸外汇远

期交易的银行间电子交易市场.。汤森路透 Matching 平台允许银行间市场在能够提供 50 点货币对

的电子系统基础上进行匿名配对。平台上新增的离岸人民币买卖交易服务业也进一步拓展了汤森

路透针对海外人民币市场的服务范围。 

2011 年 3 月 汤森路透收购亚洲法律杂志 ALB (Asian Legal Business), 进一步扩展亚洲法律信息业务。 

2011 年 11 

月 

汤森路透收购中华法律网 (iSinolaw)，进一步扩充万律中国法律信息双语数据库的内容。汤森路透

获得监管机构国务院新闻办核准，设立外商独资企业——汤森路透金融信息服务（中国）有限公

司，并在中国境内提供金融信息服务。 

2012 年 6 月 汤森路透推出了中文界面的汤森路透 Eikon 平台，这是公司为中国金融专业人士量身打造的信息

交易旗舰终端产品。 

2013 年 3 月 第十届《亚洲法律事务》中国法律大奖吸引逾 300 名中国深具影响力的律师、公司法务、投资银

行家及公司总裁出席。 

2013 年 5 月 汤森路透宣布为在岸及离岸人民币投资者提供中国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实时价格。 

2013 年 5 月 汤森路透宣布在中国推出 Elektron 管理服务，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模式为国际及当地金融企业提供

即时的市场数据及资讯。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汤森路透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官方网站：http://thomsonreuters.cn/ 

  

第二章 汤森路透笔试面试资料 

2.1 Refinitiv（原汤森路透金融与风险业务）视屏面试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3 月 2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6874-1-1.html 

 

Technology Graduate Programme 

 

一共 13 题，30 秒准备，2 分钟回答 1. how do you make sure you always deliver great result on the tasks you ar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2. explain how you would feel if you had to completely rearrange your day to accommodate an important piece 

of work 

3. is applying what you have learned important yo you? 

4. how will working within a large global organisation play to your strengths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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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omsonreuters.cn/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68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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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页 共 30 页 

5. how would you make sure that you are able to fully support your team 

6. imagine that you have spotted a process that isn't working effectively. what would you do 

7. in your opinion, what is the secret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colleagues and stakeholders with differing levels 

of seniority 

8. what strategic factors do you think will impact Refinitiv's success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9. can you describe a recent project or assignment which required you to apply your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10 imagine that your manager has asked you to lead a five-minute presentation on new technology. they provide 

you with a long list of resources to use in preparation. how would you make sure you include only the key 

information 

11thinking abou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echnology, what excites you most 

12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our technology graduate programme 

13what do you feel you could bring to the technology graduate programme that sets you apart from other 

candidates? 

2.2 2018 北京 office content analyst 面筋和小小的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8486-1-1.html 

 

 感觉这个版块没什么人呢，今天去面试前也来这边求得了一些经验。面完也来分享一下吧，说不定能帮到以后的

人。 

今天第一次去中关村那里，环境是真的真的非常好，TR 是一栋三层的楼，准备进大门时听见门口俩中年大叔（？）

在讨论中国经济 balabala……总之瞬间就感觉……哇——来到了很高级的地方。 

 

简单说一下吧，我应聘的岗是日语内容分析师。HR 小姐姐把我领进一个小会议室之后，她出去准备了一下。这个

时间我就看了看外面大家工作的样子，嗯，大概就是符合你对外企的想象，非常 international。没多久，HR 回来

了，跟她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 HR 小姐姐和我这个 team 的 leader，所以就是一个三对一的面试。 

 

面试持续时间是 45 分钟左右，这当中问了很多问题，没法很清楚的全部记下来了。最开始就是一个英文+日文的

自我介绍，然后是英文问我为什么学了日语，日文问为什么现在开始找工作（我能保证我没听错，可是我不太懂

这个问题的意义……？） 之后还有没有外语问的问题我记不住了…………接下来就是中文的交流了，我大概

记得以下几个问题： 

 

1.实习经历的提问（这部分占了好大的比例）要能讲出你实习的具体工作都干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在实习中

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你觉得这段经历对于你的发展有什么帮助吗……大概就是这些吧…………问题不算多，

但我感觉我还瞎扯了蛮久的……  

2.你对自己有什么发展目标，未来想做什么； 

3.你找工作最看重什么；能不能具体说一说你的未来规划和应聘岗位的关系； 

4.相比其他应聘的人，你的优势在哪里；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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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就记得这些内容了。 

（噢对了，还有就是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HR 们……）  

 

紧接着是一个小笔试，这个笔试就是部门自己的题目了，岗位不同肯定都不一样的。我的是一篇日语阅读理解，

关于一个股票交易所废弃的，很简单，就两小问；第二题是一篇日译英，难度也不大，意思很容易理解，讲的是

一个交易时间变更的公告。有点难就是在明白意思的基础上怎么能翻译成流畅的英语………………（光怎么翻译题

目我就想了半天，语法构成不一样真的怎么翻怎么别扭，最后没办法用上了从句………… ） 

 

就是这些了，知道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所以我也求求欧气吧，求 offer，加油！ 

 

2.3 汤森路透 Content Analyst 英专笔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242-1-1.html  

 

今天反正闲着也是无聊。姑且把笔试记一记，权当经验贴好了（不过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到）。 

本人英专，应聘职位是 Content Analyst。然后这个职位考的是 mix（语言+经济/金融方面的知识）。 

 

汤森路透的笔试是机考。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Translation，第二部分 Calculation，第三部分是 Financial Knowledge。英语专业，三个部分的作答时间

是 120 分钟。随后会有 15 分钟让写英文的自我介绍。 

以下详述： 

I. Translation： 

共两道题，一个中翻英一个英翻中。都不长，每个差不多是 2-3 段，然后每段 1-2 句话左右。 

我抽到的中翻英的题目是宝钢的介绍。不锈钢、特殊钢、碳钢、冷轧、热轧、钢管、钢线还有冷轧不锈钢卷这类

的词非常地讨厌。总体的句子结构不算难，难的是这些专业词汇一个不知道。 

英翻中的题目我抽到的是讲 real estate 的。包括已竣工的、待建设的土地面积情况、同比增长等。然后句式也都

很单一，全都是"... reached ... billion yuan, increased ...% on a year-on-year basis"这类。 

II. Calculation： 

共 4 道题。每道题下面有 5 道小题。其中，前三道是图表题；后 1 道是纯计算题。都不难。 

前三道题目都属于图表是中文，题目是英文这类。一般知道中英对照的话，直接就能选出来选项了。这个部分考

察的，我抽到的，分别是券商报告部分、财务报表（主营业务及收入）和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 

需要知道的基本概念包括但不限于目标价格、EPS、实际收入和预计收入的区别（A 与 E）、收入、毛利润、普通

股东权益、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以及行政费用）等。 

最后的五个小计算题都是中学水平的。但注意一定要审题。我最后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做错了一道，一般即使

一下子看不出来结果列个方程也都能算出来了。 

e.g：一件衣服以 8 折价格出售，之后需要提价百分之多少回归原价格。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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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Financial Knowledge： 

5 道填空，5 道选择。考察的都是比较基本的金融常识。我抽到的都是股票的知识。 

包括 IPO、A 股 B 股 H 股、名义无风险利率等。回忆不大起来了。但是我准备的很多东西都没有考到，这个部分

的题目也没有想象中难（虽然我答的也不一定对）。 

IV. Self-introduction: 

这个部分是限时 15 分钟的。请一定要注意时间的把握。其他要注意的地方估计我也给不出什么好的 suggestion。

提前知道的话倒是可以提前准备下。 

 

总体来说，笔试的难度还好。对我来讲可能是第一部分的翻译难透顶（主要是专业词汇，我之前准备的都是通信/

科技/传媒方面的，谁知道会考到重工），后两个部分就还好。不知道是不是难度平衡的原因。 

以上。 

2.4 Content Analyst 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9226-1-1.html  

 

好几周前面得 记不太多了 努力回忆一下 

先是一小时笔试 三篇翻译 不难 

英文自我介绍  

问为什么去哪哪哪上学 

问简历  

问实 ** 有没有做砸什么事情 最后怎么处理的 下一次你会怎么办 

实 ** 有什么最大的收获 

如何应对工作的枯燥以及重复性 

对工资有什么要求 有没有经济压力 

有什么要问我们的 

还问了好多问题 过去几周了记不太清了 

面试全程半个小时左右 

香港连线面试 两个面试官一个在会议室一个电面 

因为一半是电面我就刻意放慢了语速而且说得比较大声 

用户体验度很好的一次面试 大楼和周边环境很棒 HR 和两个面试官都超级 Nice 

已拿到口头 Offer 在等正式 Offer 

求正式 Offer 快点发！！！ 

2.5 汤森路透 sale analyst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229-1-1.html   

 

用了这么多年 TR 的产品，想进公司，联系了美国总部的各个职位都因为身份问题悲剧了，中国区的还是多年前

认识的一个博士推荐进去的，让我联系他们 hrbp，我把邮件发去之后两三周有了回复，说只有一个不需要什么工

作经验的岗位，但我记得那个博士说过我作为博士会 overqualified。我觉得也没什么，博士并不代表 NB。我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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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家能否看一下 JD，人家就没理我，两三周后直接来个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一面，讨论好了时间地点，

我也准备定北上的火车票了，临到日子的前 4 天，给我打电话，说为了大家方便还是改成视频面试吧，我只好退

票，面试当天，准备好所有视频要用的东西，时间过了 5 分钟，但没有任何链接发过来，我就轰了电话过去，被

挂掉，电话回来之后，说是视频不成功，只能电话了。 

于是销售总监和我和 HRBP 三个人在电话里。 

一是自我介绍，我开始还准备了英文的，毕竟是外企，他们也没让，于是我就支支吾吾的说完了。 

二是销售总监给我说了一下这个岗位的情况，并从我的简历里专门挑了有实习经历的那一段问了每一条 bullet 是

怎么回事。 

三是销售总监给我的模拟问题。说我们外企环境压力大，你受的了不之类的。问我会不会觉得屈才了。 

四是 HRBP 问的一些常规性问题，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样的工作意愿，什么地点你比较喜欢。 

五是我问她俩的一些问题，主要是针对这个岗位的。 

 

问如果现在已经周一晚上 12 点了，你手上已经有 2 个报告在写，但刚刚另一个领导又要一份，全都要在周三完

成，你怎么办 

答首先我从来不是一个赶 deadline 的人，基本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了，我会先把手上的 2 份完全，再

搞第 3 份，最坏最坏的情况，就是和第三个领导商量 Postponed. 

2.6 汤森路透社 - 路透社图片部实习生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232-1-1.html   

 

纯英文面试，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面试我。但是一直是那个外国人问我问题，大概聊了 15 分钟。 

 

1、自我介绍 

2、关注的国内哪些媒体的新闻图片 

3、怎样获取新闻 

4、最近国内发生的新闻 

5、最喜欢的国内摄影师 

6、能实习的时间，一周几天，实习几个月 

2.7 汤森路透 - QA 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234-1-1.html  

 

HR 邮件沟通，要了我的简历，之后一周时间后给我打电话，询问了简历上的所有工作经验。并且用英文进行面试，

面试在测试过程中是否遇到比较 tough 的 DEV，怎么处理这一关系。 

面试官提的问题： 

如果遇到需求不明确怎么办？ 

如果开出的 bug，开发不肯修改怎么办？ 

男开发和女性开发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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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韩英内容分析师面试经验(北京) - 汤森路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237-1-1.html  

 

面试分为 2 个部分，一进去是笔试（以机试的形式进行），二是一对一面试，英文自己我介绍，韩文自我介绍，然

后就是针对简历的一些提问。 

 

1.因为刚回国不就，所以问我为什么回国 

2.在国外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你是怎么克服的。 

3.你的三年规划是什么？ 

2.9 汤森路透面试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239-1-1.html  

 

数据分析师助理面试经验(纽约) 

 

一对一面试会先问一些简历上的经历，然后实际考察 excel 使用技巧，英语表达能力。考察 excel 使用时，会给出

公司正在操作的 excel 表格，让你实际操作。 

 

 

1，请简要描述一下你的经历。2，你对 excel 以及其他数据处理工具的实际了解程度如何。3，你为什么适合这个

岗位。 

 

2.10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 月 9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8215-1-1.html 

 

 

笔试的前两天收到通知。共 75min。60min 的选择题和翻译，有单选和多选，大题和小题，加起来有 40 道？15min

的自我介绍。 

大体就这样。 

 

听说这是个神奇的网站。求汤森路透的 offer，也求我申的其他公司的 offer。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237-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239-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821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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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页 

2.11 12 月 18 日汤森路透笔试，English Content Analys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3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4387-1-1.html 

 

作为一个英语专业非常想转到分析岗，所以汤森路透是一家非常想去的公司，但是奈何自己就是掉链子，金融知

识准备的不充分，也没有提前好好练练翻译，自我介绍也写的稀里糊涂，所以来论坛里发帖子分享经验赞赞 RP。 

汤森路透在北京的上地软件园一期里，15 号，坐地铁到西二旗 B 口出。。是自己单独的一栋楼，一共三层，还是

挺不错的，据说笔试已经进行了至少两个星期，每天都有 20 人左右参加笔试，我是 18 号参加的。 

笔试总共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共 60 分钟，第一部分 20 道金融基础知识题，我记得的有以下哪些是场内交

易的证券交易所，选项有纽交所，上交所，深交所，伦交所，还有一道说的是国内的证券交易所是哪些，我记得

应该是上交所和深交所，还有一些问经济周期的题，剩下的记不太清了，两道报表题不难，答案都在表里，只要

能看懂英文的题干没问题。 

第二部分是两道翻译，中译英与英译中，不难，但是时间紧张，要做到尽善尽美难。 

第三部分是自我介绍，最好是自己提前打好草稿，到时直接网上敲字，15 分钟还比较够，现场写的话时间太紧张。 

总之，感觉参加汤森路透的笔试需要有较为夯实的金融经济知识，较为熟练的翻译能力和英语写作能力，还是要

准备，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希望能够进面试环节啊！求 RP！面试面试面试~！ 

 

2.12 2015-12-17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2751-1-1.html 

 

 下午去 TR 本部笔试，公司氛围很不错，如之前的笔经和面经里提到的那样。 

看这个版块帖子不是很多，就决定写篇简短的攒攒人品，同时今天下午和我同场笔试的童鞋看到此贴可以联系我

哦，之后互通消息比较方便。 

来参加笔试的人有 20 个人左右，多数为女生。开考前需要一一签到，注意了下几乎没有缺考的人，那这样的话，

发的笔试还是挺少的，说不定有下一轮；人少不说，还包括好几种语言，因为开考前 HR 姐姐说了，如果是英语

就选英语题目，如果是其他语言就选其他语言（楼主是英语）。 

 

时长 60 分钟测试+15 分钟自我介绍 

60 分钟测试有 20 道题，包括一些金融类的基础知识，单选题+多选题；数理计算（类似于行测里的数学部分）；

基本财务报表分析和最后两道翻译大题；汉译英是关于李宁自己的内部的品牌分析师并不看好李宁在接下来三年

的发展，并列举了一些原因；英译汉是关于美国的银行制度，很短，就几句话。 

坐下来感觉还是时间有点紧；还剩 10 分钟的时候系统时间提示会显示红色 

这之后是休息时间，自己准备好了就点击开始，开始写自我介绍，完事之后离开考场就好了。 

 

 

默默地希望笔试更多是个形式，大家都能进面试（毕竟人也不多，不知道他们要淘汰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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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好运，祝自己好运。很想去的一个公司。 

 

2.13 15 号的笔试，发帖攒下人品，顺便问有没人知道大概啥时候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3604-1-1.html 

 

 14 号下午四点多的时候突然收到邮件让 15 号去笔试，投了有一个月了，一度以为没下文了，然后第一反应是能

不能延期然后复习下，可是过了考前 24 小时了，于是第二天一早的高铁···中午到的，在路上急急忙忙下了财经

词典看了一遍，并没有什么卵用记不住的还是没记住··· 

笔试时间是 75 分钟，后 15 分钟是自我介绍，扒到前几年的帖子说笔试是两小时加 15 分钟，以为考试类型会有

不同，结果···还是一水的金融知识啊，能记得起来的有给几个选项让选哪个是固定收益，然后哪个是场外交易等

等，本人学会计的···很是惭愧，金融方面的知识一向是我的弱项，单选的可能还好，多选题基本上是看哪个都很

眼熟就是不知道哪些是对的···有两个很简单的报表题，答案基本都在表格里，什么毛利是多少啊哪个市场的收益

是多少啊，最有存在感的题目了···之后是两道英译中，也有妹子抽到一道英译中一道中译英，我的两道分别是西

班牙发行了啥啥的债券，一个什么指数升高，很危险，法国哪年的指数升到了多少多少。另一个大概是一个公司

以什么价格买入多少股股票，有多少控股权之类的，说起来好简单啊···可是翻译起来细节好多完全没有把握啊····· 

自我介绍因为之前没怎么准备，写了估计有 150 词左右的样子，尽量保持通顺能写到的点写到了就交了··· 

整个考场大概有 20 个人左右，看到有个妹子考的是韩语的分析师，其他估计应该都是英语，进去之前几个人聊

了聊，然后好像我们几个人都不是学金融的···之前看到有人说 associate content analyst 这个职位的发展方向基

本就是金融和计算机····嗯招聘信息上轻描淡写的说有金融知识会加分，希望确实是其他方面也很重要 

话说回来好像 15 号算是比较早的一批了吧···论坛里只看到有到 17 号的，难道只有这三天的笔试么？小伙伴们有

其他时候笔试的时间麻烦交流下啦··· 

不死心地盼面试啊啊啊，祝小伙伴们都能顺利通过~~ 

 

 

2.14 北京 english content analyst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9405-1-1.html 

 

第一次在应届生发帖  

我是 1 月 5 号面试的 到现在十天了还没有消息 当时 hr 说 过几天就会发 offer 不知道是不是挂了 真的很希望去

汤森路透啊  

 

感觉这论坛人好少 希望我说的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我本科金融硕士会计 英语有专业八级证书 北京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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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试之前 hr 发过邮件，内容是说面试其中的一个环节是命题的 90 秒 presentation，需要提前准备好，我那天

是 show and tell（自己带东西来展示） 邮件中包括 presentation 需要讲的内容，还有汤森路透的公司文化 在演

讲中需要结合公司文化还要体现自己的性格 当然是英文的～ 

 

来到汤森路透之后 开始就是这个演讲环节 一组面试的有十个人左右 没有规定顺序 谁想先进行演讲谁就举手 

因为自己练习了很多次 时间把握得很好 就是恰好 90 秒演讲完 我觉得表现还不错 

 

下面就是半结构化面试了 一个人对着 6、7 个 hr 英文问答 有的时候英文表达不好我申请用中文回答也是可以的 

问题主要是关于简历 求职动机、实习这些都会问 还有一些经典问题 比如你做过最成功的事 最失败的事等等 hr

考虑到有些人的英文水平，有些同学进去是全程中文面试的  

 

最后相当于一个无领导小组 一个组的人配合拼好一个乐高 每次只有一分钟拼的时间 不拼的时候 不能动那些零

件 图纸在门外 每次只有一个人可以出门看 基本就是看我们在团队中扮演的角色 沟通能力什么的  

 

当时问了下 hr 每周只有两次面试 每次都是下午面试 上午是没有的 所以每周只能面 20 多个人的样子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交流  

 

2.15 12 月 17 日笔试归来跪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3191-1-1.html 

 

12 月 16 日下午欢快地吃着午饭的时候，突然收到笔试通知，以为会是 OT，没想到居然是现场笔试，下了一个大

跳，立马查火车票，赶上了当天最后一班开往北京的高铁。经过了漫漫五小时终于在零点前到达了了帝都。 

好吧，之前都是废话。言归正传说说笔试。 

 

笔试时间一共 75 分钟（60 分钟测试＋15 分钟自我介绍），个人感觉测试的 60 分钟时间有点紧张。 

 

测试一共 20 题，一开始看到这个数字，我觉得很笃定啊，但是！还是吐 naive 啊！ 20 题的意思不是真的

20 题啊。单选题和多选题的确是一题一道，都是金融相关知识，反正我……跪了……只有一道是我确定做对的，

别的全看造化了，但愿不要造化弄人。接着是报表题，虽然是两题，但是一题下面有五小题（貌似，记不太清了），

报表是中文的，题干是英文的。19 题是中翻英，自己不是很满意，有词语不会，有些不会翻译的就厚着脸皮换了

种说法，觉得自己还是要多多学习啊。20 题是英译中，觉得翻译不是很到位。时间有点紧，还想润色两篇翻译的

时候，时间到，系统自动交卷了。 

 

接着是 15 分钟的自我介绍，我期间修改太多，所以 15 分钟里我写的内容不是特别多，大家提前准备写好完美稿

的话，可以发挥更好。 

 

出了考场和大家讨论，发现翻译题不一样，也有人两题都是英译中，所以题目应该是题库中随机抽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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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厦，生冷生冷的风，吹得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心里没底，但是希望自己能进面试，因为的确是自己

很想进的公司。也希望大家也有好运。 

都说这个论坛是个神奇的地方，发了自己的笔试过程也是希望求个好运。当然能帮到看帖的朋友就更好啦～ 

2.16 汤森路透 English Content Analyst 笔试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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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278-1-1.html 

 

  嘛，坛子里边跟 English Content Analyst 相关的帖子几乎没有~~~~这刚考完回来就抱着超（beng）激（kui）动（zhong）

的心写帖子了。后续如果还有陆续机试的童鞋，希望这个帖子能让你提（chen）振（zao）信（si）心（xin）……存异之处，

还请轻拍 。 

机试地址在路透中关村软件园的一幢独栋办公楼里进行（露珠表示对 TR 的办公楼一见倾心~~~~有缘无份啊有木有

）回正题，TR 的办公楼总共三层，机试是在地下室进行的。每人一台电脑，位置任选。Dell 的机子，Win7 的英文

系统。电脑有密码，面试的时候 HR 会告诉你肿么登录。进桌面后有两个网页快捷方式，一个是 Content Analyst 的测试链接，

一个是技术开发的测试链接。 

 

打开 Content Analyst 的登陆链接，系统自动跳转到测试页面首页，先选语言，日语/汉语/大中华区(英语啦)三个选项，测试

的童鞋按照自己的情况选择语言然后点击 Start Test 进入测试初始页面。这时还没有正式开始测试，还是需要你填一些个人信

息，像姓名、身份证、学校、专业一类的，然后点下面的 Enter（好像是 Enter~~这个不重要拉），今开始正式答题了~~~哦，

对了，日/韩的测试时间是 150min，英语是 120min，不晓得为毛线~~ 

 

接下来就是正式笔试啦~~~总共三个大部分（不包括提交的时候独立的 15min 个人介绍，下面再细讲~~）。 

 

第一部分，两段翻译，一段中译英，一段英译中。中译英内容大概是中国的股票可以作为反映中国发展阶段的参考因素

blablabla，多积累一些紧缩性货币政策、宽松型货币政策还有跟股市表达一类的金融英语词汇就得啦（卤煮表示作为一枚只

修过一学期财务英语的文科货，处理酱紫的翻译有点儿压力 ），然后英译中大概内容是是乔布斯和苹果将图形化用户

界面引入市场，但是苹果公司采取的封闭生态圈使得苹果一代产品只沦为了少部分狂热分子的玩物，让微软公司模范苹果推

出的视窗系统占据了大众市场（英文大概内容就是酱紫哦~~全文下来果断不是酱紫短滴哦），这部分除了有一两个生词以外

表示翻译无压力（说的好像就能过的样纸 ） 

 

第二部分，读表与计算。分成四个子项目。前三个是三张财务报表，然后根据表内容设有五个左右的选择题。问题都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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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有中文的有英文的。问题内容都是跟报表里边的收入额、利润额、折旧额一类的数据相关的，大部分可以直接在表上找

得到（说的好像自己能看懂表的样纸~~）。计算题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计算，虽然是英文但做起来毫无压力呵呵（整个机试下

来也就只有这个存在感了~~） 

第三部分，财务常识。两个子项目，分为填空和选择，都是中文。无非都是一些股票、期货、基金的简单内容。填空就给一

段描述，填一些金融相关概念和专业名词，比如罗列两个股票市场的指数、XXX 卖不出去的股票叫做神马、先卖掉股票，然

后 XXXX 又买进来叫做神马……。文科货表示泪奔 ，话说财管和经贸一类的童鞋应该毫无压力才对（现在想起一句话，

现在找工作留的泪，都是当初选专业脑子里进的水，多么深刻的领悟）~~~~总之，这部分卤煮彻彻底底地跪了~~~~ 

 

做完后点提交，进入个人简介部分，限时 15min，随便写，写完后点提交，机试就完了。关了电脑，把草稿纸交还给 HR，你

就可以收拾包裹 GUN 了  

末了来点儿励志的~~~路透的校招贴里 Content Analyst 对候选人的金融和财务知识储备描述的是轻描淡写，只是轻轻地说

Candidate with financial background is a plus...呵呵呵，进过局子里的货才发现自己图样图森破~~~~整张卷子下来木有财

务金融知识储备的童鞋分分钟做了炮灰好嘛~~~~当然，有可能人 TR 只是本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让所有童鞋都可以试（zuo）

试（si）~~~不过外语过硬（至少过了 6 级嘛，要不然你跑去干嘛）的财经类、金融类专业以及大学期间辅修过相关二专业

滴童鞋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考了，机考真滴不难（作为一枚考跪了的货跟泥们说这个，撸主滴心有多痛泥造吗？） 

 

还有啥木有？暂时就酱紫了。其它同类型机试的童鞋要是有不同经历或想法，可以好好开帖，造福后人啊亲~~~顺带攒攒 RP。

另外，日语/韩语的童鞋也来分享分享为毛线你们需要 150min 吧~~ 

2.17 又是我……说好的面经来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91228-1-1.html 

  

  楼主这次又早到了啊摔！结果坐公交兜了一圈才去的公司…… 

   加楼主一共有 12 个人面试，一开始帅哥 HR 先跟我们大概说了一下今天面试的流程，先是单面，然后群面（帅

哥说的是做一个游戏……）。然后我们就抽签分成了两组，在两个办公室分开面。每组都有一张写着几个 topic 的

纸条，准备完进去面试的人就把 topic 给下一个人，剩下的十个人就在大厅坐着聊天儿了，帅哥还强调不要 share

内容……topic 的内容嘛，有如何解决北京交通问题，如何看待新媒体如微博的用途，如何看待实习等。除了两个

组第一个进去的人以外，剩下的人的 topic 准备时间就取决于上一个人的面试时间了。于是有一个小哥面得很快

结果下一个还没怎么准备就上场了……楼主单面的时候弱爆了……单面一共有三个面试官，两个好像是 TL，另一

个是帅哥 HR。一开始先说 topic，然后一个 TL 用英语让作一个类似自我评估的测试，结果楼主没听明白意思，蒙

了半天，帅哥就给我解释了好久我才明白（懊悔捶地！）TL 给出几个选项，有团队合作，效率，耐心什么的，让

你给自己打分。然后根据你自我评估最低的那项再问你为什么这项最低，举个例子什么的。楼主瞎说一气，答非

所问。然后到了日文时间，先用日文作了个自我介绍，然后另一个 TL 就用日文问我未来的职业规划。结果楼主

的渣听力再次没听懂问的什么啊啊啊啊啊啊！TL 又给我解释了一下……以上就是悲催的单面了。等大家都面完后，

就进屋里按分好的两个组做游戏了……是让用纸搭一座桥，有一张纸写着各种要求，25 分钟时间搭桥，3 分钟展

示陈述。这个环节抓紧时间很重要，事实证明我们两个组到最后都手忙脚乱的有点……值得一说的是，中间临时

加了一个条件是增加一个黄色的栏杆，但是现场根本没有黄色的笔或者纸，所以这儿也是一个小考验。最后做完

后 HR 提出如果可以做补充的话，问我们想对哪儿进行补充，正解应该是针对黄色栏杆这块儿（我们两组都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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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个……）还要，跟我们 PK 的那组的栏杆确实画得很到位……群面这一部分大家都玩儿得挺开心的，一起动

手完成一件事最能体现团队了。本来以为可能这只是初面吧，可是根据 HR 最后的说法，好像只有一面，12 月底

或者 1 月初就看看 offer 的情况了。这次面试 12 个人只有楼主和另一个小哥是本科生，其他都是研究生各种大牛，

目测要跪了…… 

   以上。 

2.18 发个笔试贴以抚慰我等待结果的焦虑心情…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1841-1-1.html 

 

  以万能句开头好了，”看没什么笔试贴，写点给后来人作参考好了。“ 

    接到邮件通知是一点半笔试，要求提前 10 分钟，结果楼主早到了半个多小时……公司在中关村软件园，大得

很，楼主就在里面逛了逛，人工湖风景不错。快一点半的时候进公司大楼，就在一层的大厅等着，时间到了就被

领到地下一层答题了。是机答，有三大类，一类是偏翻译的题，一类是偏财经类知识的题，还有一类是一半一半

的，可以自己选一类答。楼主纯日语专业，所以就挑了第一类。第一部分是翻译题，有英译日，日译英，中译日，

日译中四道，都必须答。内容没有想象中的难（并不是说就很简单了……），还有关键词提示，内容大概是公司介

绍之类的，所以楼主将就着翻了下来。第二部分是阅读题和计算题。阅读有三道，内容都是公司并购类，给出的

题是选择题，题干是英语的，大概就是问你这几个公司到底是谁要收购谁，合同从哪天开始生效之类的。然后是

计算题部分，很简单，但最好带着笔和草稿，好歹也需要写写算算嘛。第三部分就是财经？金融？（楼主分不清

这俩有什么区别……）类的题了，楼主去笔试之前在论坛挖了几个帖子看了看，居然有两题考到了！！！是填空部

分的题，问”REITs“的全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和”（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某一时点的财务状况“两道，感

动哭！剩下三道楼主就是瞎答了，我还依稀记得的一个问题是”第一个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是？“……然后还有选择

题部分，没说单选还是多选。到这里的题为止给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非常充裕，楼主答完还检查了一遍还有一

个小时，就提交了。然后还有 15 分钟计时写自我介绍，完了交卷就结束了。 

     好了，写完了，我再查查邮件去…… 

 

2.19 汤森路透 QA 笔试归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88372-1-1.html 

  

  看坛子里很少有什么关于汤森路透 QA 的笔试经啊。 

今天下午去笔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机考，根据报告的职位，那个考试系统自动从题库里抽题，大概 50 多道题，都是英文的！！！ 

没有主观题，全部都是选择题，有 1-3 个正确答案，选对加分，选错扣分。时间给的很长，两个多小时，所以大

家完全不用担心时间问题。 

做一道，交一道，不能回退的。大部分是跟 QA 和测试有关的，也有计算机网络的、数据库的、C#的题。 

 

由于楼主的英语虽然过了六级但是水平一般，所以还是有点小困难，不过还是大致能看懂。 

最悲催的就是楼主完全没有复习，什么网络啊数据库啊软件工程啊早就忘了，QA 和测试的东西也不太懂，就连蒙

带猜做的很快，四十分钟就出来了，其他童鞋们还在认真做题。 

自我感觉不太好，因为真的都是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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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BGP 电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215802-1-1.html 

  

  HR 提前一天发邮件预约面试时间，比较紧凑，所以申请了他家 BGP 项目的人要记得天天查邮箱=_= 

 

面试时间是 GMT 4:30-5:00 pm，因为我人在 UK 所以是 UK 的人打电话来面试。分为三部分： 

Motivation 

1. Why do you apply for BGP and what 3 areas do you think are relevant to your application? 

    延伸：what modules you have studied are relevant to this programme?  

2.Do you have any internship that is relevant to this programme? 

3. non-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work life balance 

4.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omson Reuters? 

5. What do you think make BGP different from other programmes?Did you also apply for other programmes? 

 

Competency Based Qs 

6. Tell me a time when you made a decision and others disagreed with you. 

    延伸:will you have any other approach when you come across the same situation next time? 

7. Tell me a time when you made a mistake while dealing with a relationship with clients. 

    延伸：What did you do to make up for your mistake? 

 

Maximising Potential 

8. Tell me a time when you feel frustrated and change your approach/goal. 

    延伸：what did you learn? 

 

2.21 BGP 大年三十电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854661-1-1.html 

  

  哎，人在英国，本来这个年也没法儿过，所以干脆选择今天做电面 

 

电话那头是位英国女士，人还是很 nice，下面就给大家汇总一下问题吧 

如果能进入下轮，几月合适？ 

为什么申请 BGP，哪些方面适合？ 

TR 面临哪些挑战，近来情况如何？ 

有没有工作实习经验与 BGP 相关的？ 

你知道 TR 都有些什么产品？ 

finance 一块，你打算做哪部分？ 

给个例子说说你的 cre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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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大概三到四周会出结果，但是因为申请人数多，所以有时候即使拒了也不会通知啥啊啥啊啥啊的。。。。。。 

 

还有些记不得了，就是根据你的回答延伸出来的了。这个紧张啊紧张啊紧张啊紧张 

我就是想和那个英国女士说一下：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你咋问那么多喃？ 

新年快乐，求好运，攒人品 

 

 

2.22 2011 年校园招聘 data market analyst 笔试+待遇 

汤森路透的招聘很负责任，包括短信确认，电子邮件确认之类的~所以以后申请汤森路透的人大可放心，这个公

司很靠谱。 

但是呢，貌似在面试之前的这一列招聘工作招聘是由代理公司做的， 

在我所在的考场，来监考笔试的两位并不是汤森路透的，而是代理企业招聘的公司专员（类似智联招聘）。 

个人觉得，审批试卷应该也是由他们来做的。所以，我们只有在面试环节才能真正和汤森路透的 HR 打上交道。 

今年笔试时间是在 12 月 26 日（周日），分很多个学校同时进行，比如说北外，二外等等。 

今年无论是北外考场还是二外考场都反映，来参加笔试的人比去年也少了很多。 

我所在的小教室里，英语，日语，韩语的都在一起考，加起来大概三四十个的样子吧。 

监考的一个 GG 也说今年比去年少了很多人。 

笔试题方面，我只能说说 japan desk 的情况了，韩语和英语的同学可以补充上来其他 Desk 的情况:110) 。 

 

总体来讲不是很难，第一部分选择题是日语的，有关金融的比较多，比如说： 

 

    1.下列哪些不属于国际金融机构？   

    2.汤森路透在日本的公司坐落于哪个城市 

     

原谅我，其他真的记不大清楚了，但是大家放心，都是很常识的东西，不难。 

 

  关于计算题，考的是一个长方体展开面，计算面积----小学内容啊！哈哈！ 

              还有一个有点难度----有 10 个砝码，期中两个砝码比其他的轻，会给你三个图片展示这些砝码放在天

平上的一些情况，让你推断哪两个砝码是轻的。 

 

关于翻译----最后一个题，分值是 20 分，是日语翻译成英语，不是很难，但是对于我们学日语的人来说真的是英

语忘得差不多了，想不出来单词，悲剧啊！ 

            翻译内容记不大清楚了，大概内容给几句吧？ 

          “在国家鼓励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下，一些企业经济得到改善，但是雇佣状况仍然严峻。我们公司是在建

设领域的公司，需要通过保持高品质的住房质量等手段。。。” 

          真记不太清楚了。。。对不起各位啊。这题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有好些同学只翻译

了一段就不翻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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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页 共 30 页 

顺便说一下我所知道的汤森路透的待遇吧？ 

  1.不解决北京户口 

  2.四险一金 

  3.工资---market data analyst 去掉缴纳的税和保险，每个月拿到手里的钱，加上 400 块饭补能拿到4K（内部

机密，我朋友就是 market data analyst-- japan desk ） 

 

这个工作是十分枯燥无味的，每天的工作都差不多，我朋友说她每天对着电脑“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有点类似会

计的工作，需要计算，需要做报表。 

这个工作没什么挑战性，能够耐得住寂寞和枯燥的人才适合。而且 market data analyst 这个职位，基本上都是女

的，男的很少，所以很国宝。 

 

  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希望给后来人一些借鉴。我发现这个板块内容真的太少了，呵呵。我是一个宅女，我

倒是很想去汤森路透工作。希望 RP 大爆发，我能拿到 OFFER. 

   阿弥陀佛，阿门，哈鲁利雅，希望想来汤森路透的同学都能如愿。 

2.23 今天去机试啦~~ 

本人为工科 MM，前几天接到机试通知，大概了解一下考试内容 本人很淡定的决定放弃 

可是这天到了  想一想有机会放弃了不好 反正也没什么事 就当去见识见识吧 

下了地铁 由于本人很路痴。。绕了好久才找到方舟大厦。。这是一栋长的很像野外的别墅的三层楼 有一种很古典

很怀旧的感觉。。 

被一个姐姐带到一间围了一圈电脑的屋子，填了姓名 ID，读了白板上的说明，就开始答题了 

题目全英文，之前了解过会考 IP 地址 软件测试 之类的题目 来之前扫了一下盲 不过貌似也没太大用处 

总共 54 道不定项选择，最多选三项 

看到题目基本晕菜 本来就不会 还拽英文。。 

于是我在三十分钟内快速解决 然后打道回府 

见坛子里也没什么笔经，就吧我今天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喽~~~~ 

2.24 TR（北京）Data Analyst 实习生面试 

13 号在网上投了简历，18 号收到电话，约 20 号上午 9 点面试，面试地点在东北旺中关村软件园里。打了一辆车，

结果师傅不知道那个地方，在附近转了好几圈才找到，幸亏我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出门。 

 

interviewer 是个很和蔼的女生，一上来就问怎么得知实习信息的，对 TR 的了解，然后叫我用英语做了一个自我

陈述，然后问了几个个人信息的问题，就结束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消息，估计是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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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市场数据分析员——日本市场 面试全程详情 

这个版块人太少了，我就来热热吧 

早上刚面试回来，很激动~遂上来发帖攒攒 RP，希望他能要我呀~！ 

 

下我就讲讲今天的面试经历，希望对其他同学有所帮助。 

 

面试分两个部分，先一对一面试，然后是笔试 

 

本来面试约定时间是早上 9 点，但是我早去了半个多小时，人家 HR 貌似还在房间里收拾呢，囧 

然后我就提早被面了，差不多聊了快一个小时，我尽量把面试过的问题都想起来 

一开始先问我工作地点问题吧，然后又用日语自我介绍了 

接着让我介绍自己的优点，觉得自己这个优点在工作中有什么优势 

然后又让举例说明，在大学里有什么比较困难的事情 

又让介绍自己的缺点，觉得自己的缺点在工作中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然后举例说明自己能不能克服这个缺点 

后来又问我对公司的了解情况，然后 HR 就跟我讲了薪酬待遇什么的 

她一直强调这是一个很枯燥的工作，貌似比较喜欢那种能埋头苦干的人 

不知道我的性格能不能被接受…… 

其他都是零零碎碎的小问题了 

 

笔试方面，有两份试卷，给了两个小时时间，不过他说时间不够还能再宽裕点时间给你 

一份是日语资料，用英语回答（他题目是英语的） 

第一道是给了一些日语词，都是金融方面的，然后将对应的英语词语填进去 

第二道给了一个表格，将错误的数据圈出来（我这道题一开始没看明白，花了挺多时间） 

第三道想不起来了 

第四道挺 BT 的，给了一篇日语的关于一个日本公司的经营信息，然后让算出该年度收入和纯利润是增长还是减

少了，并分析原因 

（我看着那些日文资料，脑子里反应过来的也全是日语，回答的时候脑子都转不过来了，就草草写了几句英语） 

 

第二份试卷是全英文的，基本都是计算 

第一道题有四小题，都是给几句话，然后根据信息计算股票的股息啊股利啊什么的 

第二道是较错吧，给了两个表格，然后让把第二个表格里错误的数据圈出来，并解释 

第三道和第四道也都是给表格计算利润什么的 

 

基本就是这些啦，不过很奇怪，我在那面了一个早上，居然就我一个人面试，没有其他面试者 

是不是这样他就直接把我录取了呢，嘿嘿 

 

2.26 Thomson Reuters 新加坡 BGP 二面分享 

 

1. 面试持续 1.5 小时，由 hr conduct，问题非常多.2. 整个面试分几个阶段，hr 拿着一张纸问，纸上全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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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分为（据我回忆）： 

       对汤森路透，以及 gbp 的了解； 

       对 information data service industry 的了解和对汤森路透在行业中地位的认识，最好对 datastream 等产品

有所认识； 

       对公司文化，尤其是 work life balance, diversity 的理解 

       对 customer service 的理解，什么样是 good customer service,怎样做到 

       个人工作学习当中时间管理的认识, e.g. prioritization； 

       个人的 leadership/management potenti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的例子，以及你用什么办法从别人那里得到你想到的东西； 

       对金融行业的认识，重点是目前和未来的趋势； 

3. 能准备的： 

       多看看他们的网站，wikipedia，以及百度百科上对他们的介绍，最好也看看关于 competitor 的东西，如彭

博等； 

       总结一下自己各方面的经历，从学校学到了什么，为什么对金融业有兴趣，有哪些有关的实习经验，哪些

国际经验，哪些课外活动经验，以及这些为什么是 relevant to thomson reuters。 

4. 最后准备几个问题问他们，一定不要问网上能查到的(make sure they believe you did your homework)。面试

中保持积极的态度，三四十个问题肯定会有你没有想过的，不要慌，给自己 5-10 秒想的时间。 

 

最好，good luck to all! 的确是很好的机会，祝一路顺利。 

 

2.27 market data analyst 韩语 09 笔试 

 

之前对汤森路透没什么了解 听完宣讲之后觉得的确很 NB 

搜笔经面经的时候都没啥东西可看 就想给大家分享下~ 

 

考了一个多月了 好多已经记不住了... 

而且当时考的时候涉及到好多专业知识也看不太明白 so 这帖子可能没啥营养= = 

 

考试大概分 3 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翻译 

第二个部分 根据表格信息回答问题 

第三个部分 金融基础知识 

 

翻译部分分韩英翻译和英韩翻译 

韩英部分是 2 个题 

第一个是首尔法院通过双龙汽车回升案 balabala 

第二个忘了= = 

 

英韩部分是 3 个题 

第一个是大宇集团成立 IMF 危机政府出面解体大宇 

第二个是现代收购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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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日本金融市场复苏 

 

翻译部分考的就是基本功了~单词都认识就没什么难度. 

 

第二个表格也是分韩语表格和英语表格 

韩语表格的问题是用英语回答 

是三星集团股权的变动和各个股东的所持股份 

 

英语表格的问题是用韩语回答 

这部分记不清了- -大概是一个公司 07、08、09 三年的运营情况 

给了一些数据 成本 纯利润 纳税...有些数据是空让你计算完填空 

 

这部分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 

有些专业名词和概念还是搞不太明白 可以蒙- - 

如果懂哪些名词的意思 就是算算数就好了 btw 可以带计算器的 

 

最后的只有 3 道选择题 

第一个好像是一个表格里有几个数据 问这个表格最可能是什么表格 

第二个和第三个都记不太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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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考试的内容...考完感觉很懵 

我是纯语言专业 金融相关的东西都不了解 

所以看到的时候很纠结 可能笔经的有些地方也有出入-0- 

建议再去考试的 TX 之前多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没有基本概念之类的 都是应用 

 

考完一个多月现在还没消息 估计是被 BS 了==  

不过去感受下也不错 看到差距。。。 

 

希望大家都能早点收到满意的 offer^ 

 

2.28 market data analyst 笔试 

 

这个版人很少啊~~~~貌似应届生觉得它只是个搞电脑程序开发的公司，那就太小看阿汤公司了~~~~ 

阿汤其实待遇不错，本人在其 westlaw legal division 做实习，工资还算是很滋润的。 

正题：笔试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逸夫楼举行，人还挺多，不过阿汤的考场管理秩序做得不错，位置安排很好，教室

也很漂亮，但是霸王笔的可能机会不大，因为是确认网申和座位号进场的。 

   根据我最大的能力回忆笔试的内容啦~~如果有更多同学记得补充就好了。BTW,全部是英文答题的。以下就大

概介绍题意，可能个人理解有误，希望童鞋多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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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iefly describe what you have known about Thomson Reuters. (宣讲会的时候 HR 说了是全球排名第 40，为

各种专业人士、机构等提供专业信息，涉及到金融、法律、 医疗等) 

2. list ten companies of Thomson Reuters, 必须是世界有名的，还要说说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是阿汤的客户。这

部分我就乱答了~~实在不知道。 

3. 这道题占分最多，话说有个你和一个叫 Catherine 的人一起参加了一次会议，此女不懂中文，她问了你关于招

商银行的事，希望你翻译此公司的 brief introduction，然后写个 e-mail 给她。分为两个考点 

    第一，写英文邮件的基本能力，这个没得说啦~~~就是 bla bla blah 然后 best regards. 有一点考到的是：如

何写这封邮件的 subject 

    第二，翻译基本功 （考了很长的一篇翻译招商证券有限公司的介绍）句式不难，但是关于金融英语专业术语

还是要掌握好，比如收购兼并，期货，融资，上市等等。这部分我也确实无能为力，已经尽量了，所以可见平时

基本功还是要很扎实。 

4. 读表计算题题：这个我也不太确定专业术语应该管这表叫啥，算一下企业 2007 年的营业利润，看图找企业 IPO

的价格，有两道题确实不懂，所以就马上 skip 了。 此题下面还很冷不丁地冒出一个选择 ti 

继续写~~~~ 

这个冷不丁的选择题大意是：以下哪种投资风险最少，5 个选项，common shares, bonds, 什么叉叉的，常识只

告诉了我，基金比股票承担的风险小，但是有个单词不懂，所以乱蒙。 

下一题：从给出的 10 条新闻中，分析出哪个是收购者，哪个是被收购的公司，M&A 的知识，还有些繁体字。这

部分不难，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如果是用英文答卷，那金额部分是不是是不是也用缩写？比如澳元是 AUD? 那

台湾新台币是？ANYWAY,自己很雷的一点，居然人民币写成了 CHY 而不是 RMB~~~~顶~~~~~~~~ 

然后下一题，看一个汇率表，指出哪个价值最高，个人选了 GBP 

最后一题：请翻译 M&A 部分中这个公司的名字，中译英，长华电材有限公司（这是个台湾的公司）。厄~~~有点

雷人。 

 

帮 lz 补充一下，今天还有日语、韩语的笔试，但人数比较少，估计 40 人左右。我笔的是日语，题目是英文，内

容是日语，题型依次为多选，单选，填空，日翻英（500 字以上估计有了）。 

 

这是汉译英全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1 年 8 月。经过十八年创业发展，综合实力进入国内十强。招商证券为投资者

提供证券代理买卖、证券发行与承销、收购兼并、资产重组、财务顾问、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等证券投、融资全

方位服务，是我国证券交易所第一批会员第一批主承销商。公司具有稳定的持续盈利能力，自 2004 年到 2008 年

持续盈利，是行业中仅有的三家连续五年盈利的证券公司之一。公司全资拥有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招商

期货有限公司、招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2009 年 11 月 17 日，招商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股票代码

为 600999。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在港口、交通运输、医药、房地产领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经纪

业务以技术领先的电子化交易为特色，市场占有率稳步增长；资产管理规模连续多年位居行业前列，研发业务在

食品饮料、机械、电子、交通运输、基建、能源、地产、医药等领域的研究处于业内领先水平。  

    公司拥有多层次客户服务渠道，在国内 33 个城市设有 71 家营业网点，同时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拥有国内

首个多媒体客户服务中心和国内第一个专业证券交易网站。依托雄厚的研发实力，公司设有专业的机构客户渠道，

为证券投资基金、QFII、社保资金、财务公司等大型机构提供投资理财服务。 

2.29 汤森路透软开笔试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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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开题目：分 5 大类，包括 c++，UML，网络安全，数据库，面向对象建模和设计 

 

做题前有一个很长的 instruction，如果能看的话最好看一下，里面有详细的算分方法，题目都是多选，每个题 5

个选项，正确答案的数目是 1 到 3 个，选错、漏选都会倒扣分，不过每个题目和每个答案的权重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可以跳过题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跳过的题目是按照漏选来算的。这个题库应该是智能题库，做对

的话后面的题目会变难，但我的最后一个题和第二个题是题干一样的（囧~~，说明前面那个做错了）。 

 

时间很充裕，考的内容偏理论。全英文题目，有些词难免不认识。下面是我记下来的一些东西： 

 

考过的知识点： 

c++类： 

main()的标准形式？ 

什么是函数指针？ 

分配内存失败后返回什么？ 

多态实现的必要条件？ 

code excerpt? 

如何在子类中更改父类的成员函数？ 

实现多态的机制？ 

friend 的用法？ 

多继承？ 

 

数据库： 

correlative? 

first normal form / second/ third 第一第二第三范式 

redundancy 冗余 

约束完整性 

normalization 

 

网络安全： 

valid 防火墙体系 

screening router 阻塞网络的条件 

sequential flows of control 

trojan 木马的功能 

蠕虫的功能 

在连接过程中返回错误数目的是？telnet/ipconfig/netstat/ping/nslookup 

 

UML： 

各种 UML 图，读图说明图的意思 

singleton class 

utility class 

abstract class 

 

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 

面向对象中的子系统所反映的原理：抽象/多态/实现/封装和模块化/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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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morphism 

 

2.30 汤森路透上机笔试 + TPLink 一面 

 

汤森路透: 

数据库: 

insert 插入数据 into 是不是 必须的? 

delete 作删除时 总共分几步? 

申请数组指针空间 

在异常处理中是用值传递好还是用引用传递好. 

new 申请空间失败 会返回 null 并抛出异常? 并记录到日志中? 

 

TPlink: 

问了一堆基础的题目 static 的用法, ifdef 干嘛的等等. 

有个问题在服务器端如何单线程处理多个用户链接. 

 

外加几道同学去百度的面试题,百度的面试题也越来越变态了. 

1.为什么牛奶底座是方形的 

2.为什么可乐底座是圆形的 

3.圆桌放钢镚儿,你放一个我放一个谁放最后一个即获胜.怎么放可以证明 谁先放通过此算法一定能赢. 

4.12345 -> 54321 每次只能移动大于 1 块的部分 

5.喝药片.某人必须喝A,B两种药片,但这两种药片外观一样,每次只能吃一片A,一片 B,多吃会有生命危险,另外药片

比较贵无法直接扔掉.有一次倒出一片 A,两片 B,怎么办. 

 

2.31 汤森路透 Business Graduate Programme 第一次电面 

在面试前曾经看到之前学长学姐的经验，很有帮助，所以也来贡献下，服务以后的同学~ 

周三上午 UK 时间 10 点钟的电面，英国的 Laura 打过来，感觉很客气的姐姐。 

问题： 

没有自我介绍，直接上来就是问你觉得根据简历，你哪方面符合 BGP 的要求。 

其次是自己最大的 NON-ACADEMIC 的 ACHIEVEMENT 是什么。 

然后是介绍一下 NON-ACADEMIC 的经历，这边我一开始讲实习，但是人家想听的不是这个，主要是课外社团，

兼职之类的活动。 

我曾经做过一些 PART-TIME，于是被问是如何 BALANCE PART-TIME 和学业的。 

之后是介绍下实习，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再来是觉得 Thomson Reuters 有什么困境。 

然后简单介绍下自己认为 Thomson Reuters 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最后被问到想做 finance 的哪一块，然后你认为这一块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以上是我被问到的所有问题，希望对未来申请 BGP 的同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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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luck to every one! 

 

2.32 面试归来 

面的软件开发实习生，这届公司挺注重英语的，主要分三部分： 

1，英语自我介绍，以及介绍参加过的项目，技术经理会问一些问题 

2，技术相关，本来面的是 c++，可由于项目是 java 做的，问了一些 java 的东西，技术细节几乎没问，到问了一

下 unix 的 shell 脚本以及使用情况 

3，你对汤森路透的了解以及疑问 

 

两位面试官挺好的，很 nice，感觉自己有点粗鲁，呵呵，不过感觉这个公司主要是做一些数据分析维护，开发可

能不是特看中。 

不管能不能去不去，会不会去，谢谢你们。 

2.33 BGP 北京 电面 

两个面试官，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英语问答，大概持续半个小时。 

问题如下： 

1。 简要的自我介绍 

2。 课外活动 

3。 曾经失败的一件事情 

4。 我的专业是计算语言学，所以他们问了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5。 曾经发起过的活动 

6。 我的实习经历都是记者，所以他们问了我为什么要申请 BGP 

7。个人梦想 

还有好多东东，忘记了   

 

 

 

2.34 11 月 7 日 BJ 闭经~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90769-1-1.html 

 

 LZ 首选的是 GRC 的 Analyst，次选 Great China Market。不过笔试是针对后者的，HR 说前者还没筛选完简历，

这意思好像是要是走运的话还有一场笔试。。。话说对于我这种非英语专业的，后者的笔试还是有点痛苦的，毕竟

人家职位要求写的是“专八或同等水平”啊~~ 

笔试时间是 2 小时加 15 分钟，2 小时是翻译、数理、金融常识，另外的 15 分钟是自我介绍的小作文。总体来讲，

时间充裕，你可以慢慢地答~不过不能用计算器或任何类似计算器的东西，都得笔算~~有草稿纸~~有很多笔~~ 

第一部分是翻译。先是一段中译英，内容是李宁公司面临库存积压严重，会主动减少订货额（？），以及对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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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一类的，最后说对李宁公司和整个运动服装行业都吃谨慎态度。然后是一段英译中，内容是 GIC 从 controling 

shareholder 手中买入某公司股票，但 controling shareholder 持股比例仍很大云云~~不敢在这里都上中文，我都

不觉得自己翻译得对哎。。。 

第二部分有 4 个大题。前 3 个是报表，中文的，LZ 遇到的有 09 年和 10 年营收等对比、合并&母公司、每股收益

一类的，但是问题都是英文的，很有心机啊，LZ 表示各种对不上号。。。问的问题很细，每个表对应 5-6 个问题，

有难有易。最后一大题是 calculation，有几道应用题，不难。 

之后好像还有两部分，LZ 有点记不清了，只记得有 F&A 方面的填空题，有“（）是反映某一时点公司资产和负债

状况”、“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是由投行或券商（）”、“美联储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即（），调整贴现率，和调整准

备金”、“名义无风险利率是实际无风险利率加（）”。好像是 5 个，有一个 LZ 实在记不起来了。。。 

感觉 15 分钟写自我介绍时间还挺紧的。 

祝将笔试的筒子们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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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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