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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复星集团简介 

1.1 复星集团概况  

 

 

复星创建于 1992 年。作为一家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专注于中国动力的投资集团，复星先后投资复星医药、复地、

豫园商城、建龙集团、南钢联、招金矿业、海南矿业、永安保险、分众传媒、Club Med、Folli Follie、复星保德信

人寿等。 

2007 年，复星国际(00656.HK)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复星始终胸怀感恩之心，与员工、社会共享企业发展。2011

年，复星投资企业纳税 89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8.9 万个，年度员工薪酬超 50 亿元人民币。20 年来，复星已累计

向社会捐赠超 6 亿元。 

复星集团的前身是“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992 年成立之初，上海“广信”只是一家小规模的科技咨询公司，

主营业务为市场调查和科技咨询，创业资本不过 3.8 万元。最初选择做市场调查业务，一是同为第一次创业的创

业者都没有过产业经营的经验，而且当时允许私人参与的行业也有限；二是市场调查和咨询行业不需要很大的资

本金，主要是靠智力因素，而且客户还会支付预付资金，很适合初次创业；三是当时市场有需求，但却没有专业

的市场调查公司，“广信”作为第一批进入这个市场的企业，很快打开了局面，成为行业中领先企业。这从一定意

义上鼓励了士气和勇气，激发了团队的战斗力。“广信”还有另外一个业务，就是科技咨询或科技推广，现任复星

集团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梁信军先生说：“我们当时想的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把大学的这些技术能够产业化、

在社会上广泛地应用。 

 

 

 

第二章 综合经验资料 

2.1 虽然挂了，回馈论坛的一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0559-1-1.html 

 

OT 是 gmat 逻辑题加 cfa，其实我笔试做的很不好，cfa 快忘光了，但是还是收到了一面通知。 

北京面试地点在复星国际中心，12 个人分两组，一组 6 个人，讨论 25 分钟 case，选一个人 pre 5 分钟，如果不

到 5 分钟剩下的组员可以做补充。我们的 case 是复星医疗+保险相结合商业模式的优势痛点和未来发展。然后每

个人问对面的同学一个关于对方 pre 内容的问题，上一个环节没有机会 pre 的同学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最

后一个环节是每个人用英文评价左手边的同学的表现，说哪里表现得不够好。 

然后 hr 当场告诉哪几位同学留下二面。 

以上哈哈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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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跪了的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9735-1-1.html 

 

没有做准备就直接去笔试了，以为和普通的行测一样，结果被全英文题目给吓懵了，复星的题目是 EAS 系统出的，

总共三页，第一页题量稍多一些，第二页只有三道题，第三页是一大段材料之后五道题。 

第一题是运用 CAPM 公式和组合标准差公式计算，自己可能因为懵了明明接近答案了又选了个错误的，还有算协

方差中的 ρ值，以及逻辑中的最能支持论点和最能反驳，以及从材料中可以推断的结论。第三页是讲了一个投资

基金，有三个项目，计算一个项目的 FCFF，以及判断一个项目用何种方式估值 

记得的就差不多这些，做题太慌了，妥妥在笔试跪了，对复星还是很有好感的，奈何止步于此，希望大家都能顺

利啊！ 

2.3 复星 2020 秋招 OT 星冉投资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3732-1-1.html 

 

昨天做完的笔试，今天才有时间来写一下经验攒人品。。。35min 15 道选择题，前 10 道是小题，后 5 道是一个 case

下面的五个小问 

 

 

前几道是很基础的概念题，基本学过 finance 基本课程就能一眼出答案，感觉就是 CFA 一级的简单考点 

然后是 GMAT 的 critical reasoning，题干挺短的，难度不大 

 

最后的 case 比较难，是 CFA 二级的内容，看的我一个头两个大。。。 

强烈建议没有 CFA 二级基础的朋友，前面的题保证速度和准确率，留充足的时间给最后的 case 

 

大家加油，祝好运呀 

2.4 2019 暑期实习 investment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5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5046-1-1.html 

 

 感觉复星的笔经和面经都好少。。2019 暑期更是一个贴都没有，分享一下笔经，顺便攒攒人品～ 

 

1. 网申： 

消息是在复星自己的招聘公众号里看到的。暑期实习有三个岗，investment，AI 和 marketing，网申是智联招聘，

全英文。 

楼主截止前两天网申的，很快就收到邮件说做网测，此处吐槽网测链接：收到的邮件中说请在 20 号之前完成测

试，测试链接之前已发，然而并没有发。。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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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回邮件询问链接，此处又要表扬 hr 的效率：楼主海外党，起床之前发了询问链接的邮件，然后去上厕所，上

完厕所回来就收到链接了！！ 

接下来分享一下网测 

 

2. online test: 

2.1 形式 

时间 45 分钟，全英文，全选择题，总共有 3 页，没有答完不可以进入下一页，也不可以返回。 

这里不太 nice 的是每页上的题目数量不一样，楼主的第一页有八九道题，于是默认下面两页也有八九道题，比较

匆忙地做完第一页翻到下一页，尼玛只有两道题。。一二页的题目长度差不多，第三页是一个 case 之后跟了五道

题。 

大家可以参考页面上方的进度条，我是一开始没看到，直到跳到第二页才发现题目数量过半了。 

 

2.2 内容 

楼主做之前看到少量笔经上说复星的网测是大部分 GMAT 的 critical reasoning 穿插一部分 cfa，然而自己做的时候

是少部分 GMAT 加大量 cfa，大概是因为 investment 的缘故。 

考过 cfa 的同学应该都知道题的细致程度，现在能想起来的有算 depreciation，算 return，算 diluted shares 之类

的，难度适中，但是就怕你忘了。。楼主是金融方向的，由于情报有误，在只刷了 cr 没有怎么复习金融的情况下

做起来并不轻松。 

尤其最后的 case，对 corporate finance 的同学来说不太友好，楼主只能凭借有限的知识合理猜测哈哈哈哈哈，后

来跟考 cfa 的朋友说起来才知道是 cfa 二级 fixed income 的考点。。 

 

好啦 先到这里 求好运求面试 如果能进入下一轮再继续分享哈～ 

2.5 复星 2018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5141-1-1.html 

 

 第一次发帖瑟瑟发抖，刚刚做完 ot 感觉不是很好，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攒一攒人品。 

做 OT 之前有在应届生上找相关经验，发现和自己做的并不太一样。今年的题目一共有 10 题，35 分钟，而且翻

页之后是不能返回的。卤煮因为以为有 24 题，时间过半赶紧翻页，看到只剩两题的卤煮是崩溃的。。。总的来说

内容由两部分组成，逻辑和财务。逻辑主要是类似 gmat 的 critical reasoning，难度和 gmat 的 ot 相仿；财务分析

比较偏向 cfa 一级，因为自己没有学过相关知识，临时抱的佛教主要集中在了财报部分，可能需要多看一看

valuation 的模型之类。总之祝大家好运啦！ 

2.6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软件开发工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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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188-1-1.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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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官一开始会问简历上提到的项目，android 的基本只是，如四大控件啊，如进程间通信之类的，多看看 android

的基础知识，问题不大。然后二面，二面问的都是基础知识，如网络 tcp 协议，udp 协议，操作系统进程并行，

存储分页管理，数据结构红黑树之类的 

 

 

2.7 刚做完笔试，给大家一个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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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7414-1-1.html 

 

 

刚刚做完复星笔试，感觉网测系统是有小问题，特地来提醒大家一下。我网申结束后，收到过两封测评邮件，第

一封是智联自动发送的，第二封应该是复星的 HR 要求智联重新发了一次。我一开始点了第二封测评邀请邮件的

链接，只有一套题目 35 分钟；做完以后又好奇点了第一封测评邮件的链接，发现多了一套题目，也是 35 分钟，

拖着残躯又做了一遍 ，不过还好，除了多几个财会类的题目，基本与第一套题目类似，个人觉得是网测系

统有点小问题，特来提醒大家一下，加油一起找工作  

 

 

 

2.8 刚做完笔试，明显是要挂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7244-1-1.html 

 

有 20 道笔试题目，前面几道计算题目，涉及一些专业用词，根本没看明白。我明明投的市场职位，尽然考那么难

的计算题～后面是 gmat 逻辑题，我练习了几天，但是还是有不确定。 

 

分享一下，祝大家一切顺利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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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0926】Fo-star Program 笔经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准备 同时攒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9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5928-1-1.html 

 

 

笔试题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除了以前帖子里说的 GMAT 题型 还有涉及到了财务、会计和金融的题目。。。 

楼主以前没考过 GMAT，本科是纯金融，本来学的为数不多财务会计知识也忘光了，所以做完题目就感觉死翘翘

了  

 

总的来说题型分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财务之类的知识，印象里考到的题目有关于现金流计算、财务杠杆、债

券的市场风险和再投资风险，好像还有一个关于税率的题目，总之感觉偏会计。。。 

第二部分就是 GMAT 的逻辑推理题（CR），有假设支持啊、削弱/增强结论的，具体的没太记住，小伙伴们有时间

还是多多练习。像我这样的专业知识有点生疏，又没怎么练过 GMAT 的，35 分钟做下来说有点赶，好几个题目都

是蒙的= =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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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虽然考得不好，还是希望能给大家提个醒儿，最后祝大家都能如愿以偿咯  

 

 

2.10 复星电面+小组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1278-1-1.html 

 

 

看到复星的 bbs 版块实在是太太太冷清了。想说发个帖子吧。给点人气儿。 

小组面之前。 

在某天吃自助餐的时候，接到 hr 的电话面试。傻呆呆地找了个地儿直接开始面试了。完全忘了可以请她十分钟之

后再打过来，做点准备。hr 姐姐特别温柔地问我的专业学是什么。楼主来自一个偏门的经济专业，每每都有这样

的困扰，然后我就解释了一堆。之后她就让我聊聊自己的实习经历。其实她主要是想问我有在某家 pe 的实习都干

了什么。问得特别细。这家 pe 的背景啊。当时写的医药行业报告框架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说一说研报里某家医药

公司的情况。开始她想让我说国药，但楼主当时对国药这种商业流通类医药企业没怎么研究，回答得就有点为难。

（后来我上网才知道国药复星有参股 ）。hr 姐姐估计感受到了我的为难，就让我自己挑一家比较熟悉的说

一说，我就挑了两家化药企业。甚至还问了实习过程中经手的潜在投资企业的背景及进展。再有就要求用英语说

一说自己的爱好。问得真的很细很细啊。但我后来小组面和其他同学交流，明明没问得这么细啊，有问到：你对

复星的了解；职业规划等等。 

2014.11.14 

今天刚刚中午 12 点场面完了北京复星的小组面，hr 当时就说是如果有后续会邀请参加当天的晚宴，所以这个点

还么有收到任何通知就知道自己跪了。但复星当时给我的感觉挺不错的，感觉比较尊重来面试的学生。不过给的

结果有点无语。我们小组中最后进了一个。但据说两点半场的有整组都进下一轮的，也有一组进五个的。面不逢

时，有这种东西么。  

 

在易太极十二点面试，十一点二十我就到了。一进会议室，就发现四张小桌。还以为是 team 对抗的小组游戏呢，

很兴奋来着。因为楼主听室友说面某一日企时，玩了一下午升级版的大富翁游戏，不断地进行买地盖楼等等的决

策，一直想尝试一下。可惜这么奇妙的面试，也不是想遇就能遇到的。 

复星的面试总体设计挺用心的，十个人一组围绕着一方桌坐，会议室里共有四个小组。一个 hr 姐姐做主持，另有

四到五个 hr 在旁边围观。但其实一个会议室中开始讨论起来，hr 很难清楚听到讨论的过程，因此我觉得只有 pre

的环节才能真正展现个人思路及风采。所以如果之后的同学对于 pre 要尽量争取。 

 

说是小组面，其实是蛮复杂的过程，共是四个部分：情景+案例探讨+笔试+游戏 

情景面：其实是非常老套的一个例子，荒岛逃生，为你人物争取坐上救生艇的机会。人物有警察、宇航员、选美

冠军、魔术师、导演、孕妇、心理咨询家、旅行家、生态学家等等。各组人物也不尽相同。我们组在这部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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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吧，大家似乎没特意为自己争取，一个尽儿想要达成一致来着，有点偏离这个题目。最后 hr 姐姐也只要其

中一组回答了一下为什么最后选警察。以及她问了两位代表比较弱势的选美冠军与孕妇的同学，是怎么说服他人

的。hr 有点随机地问了。 

 

 

案例讨论： 

四组话题不一：1、沪港通 ；2、来了一个从苹果跳槽过来的工程师，为复星设计一款 app ，用途不限 ；3、apec

会议 投资企业可投资的行业有？投向？；4、如果你们是复星的公益基金董事会，怎么运作该基金会。这个部分

先 20 分钟讨论，五分钟小组发言，五分钟其他组拍砖。刚也说了，发言这部分应该要抓牢吧。要灵活应对拍砖

的。沪港通其实蛮好说的，客观事实，一堆学经管的，大家都知道不少；但是拍砖的时候大家也问得挺专业的，

有个 mm 回答得不错，不过不知道她进没进下一轮。app 这个就是楼主小组的题目了，每个人都很发散地提出一

堆观点，产品定位就有分歧并且最后确定下来的也挺模糊的。我只能说这不是短短 20 分钟可以确定的内容啊。

虽然我是很不赞成某一些功能的设定与产品定位的偏离的，但本人领导力有限，然后就那啥啥了。其实我想说，

我是那种没搞明白搞透前，无法随口发言的小朋友。反射弧长了点。apec 这个如果有关心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也

可以的。基金会我觉得是最水的了，确定投向、分配资金多少，主要是和复星自身的背景与产业优势有所结合就

更好了。 

 

 

笔试：gmat 。十分钟。几道题。看准确率吧。每个人的题目似乎也不同。是不是真不同，我也不知道了。 

 

游戏：用一张 a4 纸整出一个闭环的圆，使整组的人都可以穿过去。可以用剪刀，不可以粘贴。 

 

以上就是全过程了。仅供参考。攒个 rp~~~~~~ 

 

 

2.11 复星集团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6130-1-1.html 

 

 

 5 号上午的群面，惯例是无领导小组，topic 是新能源，讨论后面试官问所有人两个问题，谁表现最好，谁该被淘

汰。感觉有些小伙伴很冤的，由于没看到邮件而错过了面试，另外提醒小伙伴们还是多去宣讲会吧，当场投的通

过率真的高一些。有的同学说 9 号还有面试，貌似 HR 说是没有了，我也搞不清楚，建议大家还是电话去确认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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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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版，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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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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