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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信建投证劵简介 

1.1 中信建投证劵概况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5年 11月 2日，是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大型综合

证券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总部设在北京，目前在全国设有 120家营业部，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等直辖市，以及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近 20个省份 80多个大中城市，拥有

中信建投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家全资子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主要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承销与保荐、与证券交易和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业务，还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期货业务与直接投资业务。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中信建投证券自成立以来，各项主要业务排名持续位居同业前列。

尤其是 2009年，公司股票及债券承销金额及主承销家数跃居同业第 4名，股票基金交易量和市场

占比位居同业第 9名，经纪业务收入位居同业第 7名，债券现券交易量与总交易量位居同业第 2名，

是一家资产优良、内控严密、管理先进、效益良好的优质证券公司。  

 

  凭借突出的专业能力与良好的业绩表现，中信建投证券屡获殊荣。2009 年，公司获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优秀投资银行”奖，在《投资者报》、《经济观察报》等新闻单位主办的“中国最

佳投资银行十年英雄谱”评比中荣膺“中国最佳新锐投行”称号，被中国证券业协会评为“最佳基

金代销券商”，公司自主研发并具有知识产权的“经纪业务综合管理平台”获中国证监会、中国证

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联合颁发的“2009 年证券期货业科学技术奖”。近年来，公司研究所曾

荣获百度财经“亿万网民心目中的中国最佳证券研究机构”称号，期货公司荣获重庆市政府颁发的

“金融贡献奖”。公司连续 4年获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优秀交易商”

称号。 

 

  中信建投证券将积极倡导“诚信、专注、成长、共赢”的文化理念，竭诚为社会各界朋友和广

大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为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国内一流证券公司而不懈努力。 

 Founded on November 2, 2005, China Securities Co., Ltd. (CSC) is a nationwide 

comprehensive securities company approved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CSC is headquartered in Beijing. To date CSC has had 120 business outlets located in 

4 provincial-level cities (Beijing, Shanghai, Tianjin and Chongqing) and over 80 large-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nearly 20 provinces in north, north east, east, south central, south 

west, and north west China. CSC has two wholly-owned subsidiaries, namely, China Futures 

Co., Ltd. and China Capital Management Co.,  Ltd..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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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C’s major scope of business is as follows: securities brokerage; securities 

investment advisory; financial advisory relating to securities trading and investment; 

securities underwriting and sponsoring; proprietary trading; asset management; acting 

sales of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providing introducing broker services for futures 

companies; and other types of business approved by CSRC. Moreover, CSC also carries on 

futures brokerage and direct investment through its wholly-owned subsidiarie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data complied by the Securities Association of China, CSC 

has been always among top securities companies in Chin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terms 

of key busines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2009 CSC ranked the fourth in all Chinese 

securities companies in terms of both the amount and number of stock and bond underwriting 

as lead underwriter, the ninth in terms of the trading volume of stock and fund and market 

share, the seventh in terms of operating income from securities brokerage business, and 

the second in terms of both the trading volume of spot bond and total trading volume of 

bond. CSC has become a prominent securities company characterized by sound assets, 

stringent internal control, excellent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strong economic performance. 

  CSC has received many awards because of its outstanding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and 

excellent business performance. In 2009, CSC received the Excellent Investment Bank Award 

granted by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the award of the Best New Investment Bank in China 

in the selection campaign “Chinese Best Investment Banks in Last Decade” organized by 

Investor China and the Economic Observer, and the award of the Best Selling Broker for 

Fund Products granted by the Securities Association of China. The proprietary Brokerage 

Business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tform developed by CSC won the 200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in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dustry jointly granted by CSRC, the Securities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the Futures Association of China. In recent years, CSC’s Research 

Institute was awarded the honorary title of “Chinese Best Secur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 

in the Eye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in the selection campaign organized by Finance 

Channel of Baidu. CSC’s futures company won the Financial Contribution Award granted by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Chongqing. CSC has been awarded the honorary title of Excellent 

Trader on China Foreign Exchange Center and National Inter-bank Funding Center for four 

successive years. 

  By following its business philosophy of “good faith, devotion, growth and win-win”, 

CSC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best financial services for all customers and friends and 

is exerting unremitting endeavor to make CSC a leading securities company in China with 

global perspective.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Securities Co., Ltd. 

英文名称缩写：CSC 

 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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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总经理：王常青 

 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27亿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

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地址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邮政编码：100010 

国际互联网网址：www.csc108.com 

 公司历史沿革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1月 2日，并于 2005年 12 月

19 日正式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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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组织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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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信建投证劵营业网点 

公司直属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北京安立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010-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10-65186668 

010-82618866 

异地备用号码 

022-95587  

400-8888-108  

北京东三环中路证券营业部  
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9 号富尔大厦

一层中信建投证券  

010-95587 本地

备 用 号 码 

010-65186668 

010-82618866 

异地备用号码 

022-95587  

010-85911078  

北京东直门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6 号  

010-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10-65186668 

010-82618866  

010-64156666  

北京海淀南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海淀南路 19 号时代网络

大厦三层  

010-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10-65186668 

010-82618866 

010-59321522 

异地备用号码 

022-95587  

010-82666900  

北京马家堡西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 15 号

时代风帆大厦 102 号（美廉美超

市南侧）  

010-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10-65186668 

010-82618866 

010-59321522 

异地备用号码 

022-95587  

010-67588532 

67577022 

67582812 

67570371（基金热线）  

北京南大红门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丰台区南大红门路 15 号

梅源市场南段  

010-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10-65186668 

010-82618866 

010-59321522 

异地备用号码 

022-95587  

010－68759942 

010－68759962 

010－68759963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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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大南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海淀区农大南路 1 号院硅谷

亮城 2A 座 1 层  

95587 

82618866 

65186668  

82349700  

北京三里河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39 号  

010-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10-65186668 

010-82618866 

010-59321522 

异地备用号码 

022-95587  

010-58739665;58739666  

北京望京中环南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朝阳区花家地街望京大厦 A

座 7 层  

95587 

65186668 

82618866  

010-64731717  

北京燕山向阳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向阳路 38 号  

010-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10-65186668 

010-82618866 

010-59321522 

异地备用号码 

022-95587  

010-81337728  

海口海府大道证券营业部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大道 38 号银

都大厦一、二层  

0898-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898-65328000 

异地备用号码 

0755-95587  

0898-65355432  

杭州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 200 号  

057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571-87079888 

异地备用号码 

021-95587  

0571-87066620  

合肥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路证券

营业部  

95587 

0551-5501737  
0551-95587  

昆明人民东路营业部  
昆明市人民东路 115 号水电科技

大厦 2 楼  

0871-95587 

0871-3128283  
0871-3128388  

南宁金湖路证券营业部  
广西南宁市金湖路 39 号金海渔

村一、二楼  

95587；本地备用

号 码 ：

0771-5599056 ；

异地备用号码：

010-95587  

0771-5772680  

宁波曙光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宁波市曙光路 8 号三江商

业大楼一、二层  

0574-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574-87720770 

0574-87703118 

0574-87728767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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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备用号码 

021-95587  

石家庄辛集新开街证券营业部  河北省辛集市新开街中段  
0311-95587 ，

0311-86684888  
0311-83224008  

石家庄裕华东路证券营业部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105 号

科技大厦  

031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311-86684888 

异地备用号码 

010-95587  

0311-86664666  

太原迎泽大街证券营业部  
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大街 289 号天

龙大厦  

公用 035195587 

本 地

03515277888  

03514071317  

郑州商务外环路证券营业部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与商

务西七街交叉口 3 号中华大厦

一、二层  

0371-95587 

0371-87519988 

异地备用号码：

010-95587  

0371-87519977  

天津地区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天津红旗南路证券营业部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与育梁道

交口理工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南楼  

022-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2-23002111 

022-23002330 

异地备用号码 

010-95587  

022-23621700 

022-23002111-＊  

天津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387 号、

389 号和侨馨园 3 号楼 201 房  

022-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2-23002111 

022-23002330 

异地备用号码 

010-95587  

022-88339351 

022-88339352  

上海地区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上海北京西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399 号

信达大厦二楼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021-62793366  

上海大木桥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徐汇区大木桥路 425 号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642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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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上海福山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福山路 33 号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021-51327222  

上海哈密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哈密路 750 号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021-62616060  

上海华灵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华灵路 849 号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021-66343332  

上海控江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控江路 1501 号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021-65043246 021-65023920  

上海青浦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青浦区城中东路 485 号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021-59739152，021-59727430  

上海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

渣打银行大厦 6 楼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880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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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上海五莲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五莲路 593 弄 45 号 3 楼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021-50342900  

上海徐家汇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徐家汇路 550 号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021-64456598  

上海营口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杨埔区营口路 818 号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021-65389001  

上海永嘉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永嘉路 698 号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021-64154648 

64154188 

15000606603  

上海张杨北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北路 5509

号  

02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1-34289999 

021-61081818 

021-38794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5-95587  

021-58610516  

深圳地区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深圳福中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路荣超经贸中

心 16 楼(市民中心东侧)  

0755-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55-961031 

0755-8278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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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83248888 

异地备用号码 

020-95587  

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深南中路 3039 号国际文

化大厦 18 楼  

0755-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55-961031 

0755-83248888 

异地备用号码 

020-95587  

0755-83664632  

深圳深南中路中核大厦证券营业

部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02 号

中核大厦 618  

0755-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55-961031 

0755-83248888 

异地备用号码 

020-95587  

0755-83200077 

83984657  

深圳市宝安前进一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宝安二十一区前进一路深

信泰丰大厦五楼  

0755-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55-961031 

0755-83248888 

异地备用号码 

020-95587  

0755-27787898  

东北地区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鞍山市五一路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五一路 6-S8

号  

0412-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412-6589999 

异地备用号码 

010-95587  

0412-5551776  

鞍山兴盛路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兴盛路 2-35

号  

0412-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412-6589999 

异地备用号码 

010-95587  

0412-6570878  

长春人民大街证券营业部  长春市人民大街 2076 号  95587  0431-81939388  

大安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吉林省大安市人民路 19 号  0436-95587  0436-5244699  

大连市同兴街证券营业部  
大连市中山区同兴街 10 号东亚

银行 9 层  

041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411-82659888 

异地备用号码 

010-95587  

0411-82658669  

哈尔滨阿城解放大街证券营业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解放大

街 36 号(邮政局 5 楼)  

0451-95587 、

0451-53782277  
0451-5378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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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景阳街证券营业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景阳街

203 号  
95587  0451-88332526  

哈尔滨中医街证券营业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医街

99 号（百顺风华公寓）  

0451-95587 异地

备用号码 

0431-95587  

0451-84697063 

0451-87659666  

锦州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五段

26 号  

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2824316 

3953666 

异地备用号码 

024-95587  

2871888，2824335，2827515  

沈阳小西路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 55

号（原中国城大酒店）  

024-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4-62166777 

024-24850038 

异地备用号码 

010-95587  

024-24850010 

024-24850023 

024-24850030  

山东地区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济南经四路证券营业部  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 267 号  95587  0531-86908917 86908918  

济南泺源大街证券营业部  济南市泺源大街 22 号  

053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531-86908980 

0531-86988866 

异地备用号码 

023-95587  

0531-86982816  

青岛瞿塘峡路营业部  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 26 号  

0532-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532-82666688 

异地备用号码 

0531-95587  

0532-82671074 

82650714 

82656600  

烟台市青年路证券营业部  烟台市芝罘区青年路 16 号  

0535-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535-6660888 

异地备用号码

0531-95587  

0535-6660019 

6660018 

6665642 

6177806  

淄博市中心路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 140

号  

0533-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533-2161777 

异地备用号码 

0531-95587  

0533-2177677  

西南地区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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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成都马家花园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成都市马家花园路 1 号  

028-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8-962727 

028-962019 

异地备用号码 

023-95587  

028-962019  

投诉电话 

028-87709602  

成都南一环路证券营业部  
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 25 号中信

建投证券大厦  
95587  028-85568888  

成都邛崃东环路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邛崃市东环路 68 号附 2

号  
028-95587  028-88776011，028-88773025  

广元利州东路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东路 553 号  

0839-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839-96018 

异地备用号码 

023-95587  

0839-3264290  

简阳新民街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简阳市新民街 133 号  

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8-27211111 

028-27762888 

异地备用号码 

023-95587  

028-27589888  

重庆涪陵广场路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涪陵区广场路 19 号  023-95587   

重庆汉渝路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39 号  

023-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3-89088888 

023-89023888 

023-48658888 

023-58101177 

异地备用号码 

028-95587  

023-65305648 

24 小时服务热线 65303056  

重庆合川柏树街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合川区柏树街 19 号二楼  
023-95587 

023-42845678  
023--42832174  

重庆开县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开县开州大道（中）179

号  

023-95587 

023-58101177 

028-95587(备)  

023-52233414  

023-52233561  

重庆临江支路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28 号  

95587、备用号

码 ：

023-89088888 、

异地备用号码：

028-95587  

023-89033199  

重庆龙山路营业部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路 205 号  023-95587 023-890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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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备用号码 

023-65339818 

023-42845678 

023-48658888 

023-58101177 

异地备份号码 

028-95587  

023-89023858 

023-89023856 

023-89023833  

重庆南坪西路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南坪西路 1 号西计大厦四

楼  

023-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3-65339818 

023-42845678 

023-48658888 

023-58101177 

异地备用号码 

028-95587  

023-89023877  

重庆黔江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黔江区新华西路 1128 号

工商银行大楼 2 楼  
023-95587   

重庆万州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万州区白岩路 81 号  

023-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3-65339818 

023-42845678 

023-48658888 

023-58101177 

异地备用号码 

028-95587  

023-58101207  

重庆綦江双龙路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綦江县文龙街道双龙路 2

号  

全国统一委托电

话 ： 023-95587 

营业部委托电

话 ：

023-48658888  

业务前台：023-48653339 客户

服务：48653350 技术支持：

48653353  

泸州市迎晖路证券营业部  
泸州市江阳区迎晖路 10 号升琦

发广场 4F-1  

0830-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830-2291228 

异地备用号码 

023-95587  

0830-2285260  

泸州泸县花园干道证券营业部  
泸县福集镇花园干道万福广场第

八层  
0830-95587  0830-8191767 0830-2833323  

广州地区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潮州市潮枫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潮州市潮枫路兰园附楼  

0768-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68-2273399 

0768-229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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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备用号码 

0755-95587  

佛山南海区南桂东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南桂东路 38

号房地产发展大厦 2 楼  

0757-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57-86226688 

0757-85338799 

异地备用号码 

0755-95587  

0757-86224987 

0757-86226622  

佛山南庄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陶博

大道 20 座恒发楼二楼  

0757-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57-86226688 

0757-85338799 

异地备用号码 

0755-95587  

0757-85331798  

广州黄埔东路证券营业部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 193－

203 号 1－2 层  

95587 

备 用 号

码:020-83918138 

0755-95587  

95587  

广州天河路证券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体育馆游泳馆西侧二

楼  

020-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0-83918138 

020-28218388 

异地备用号码 

0755-95587  

客服:020-38869688 

投诉:020-38863913  

广州中山二路证券营业部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 48 号  

020-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0-83918138 

020-28218388 

异地备用号码 

0755-95587  

020-87669763  

揭阳站前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揭阳市东山区站前路中段  

0663-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663-8220388 

异地备用号码 

0755-95587  

0663-8221370  

华中地区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黄石颐阳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黄石市颐阳路 15 号  

0714-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14-6260008 

异地备用号码 

0791-95587  

0714-6252707 

0714-625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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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昌公园路证券营业部  甘肃省金昌市公园路 63-8 号  

0935-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935-8325999 

异地备用号码 

023-95587  

0935-8322605  

荆州北京西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荆州市北京西路 408 号  

0716-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16-8881198 

异地备用号码 

0791-95587  

0716-8510437  

兰州金昌路证券营业部  甘肃省兰州市皋兰路 58-5 号  

093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931-8839118 

0931-2103118 

异地备用号码 

023-95587  

0931-8826000  

老河口东启街证券营业部  
老河口市东启街 32号友谊宾馆 4

楼  
0710-95587  

0710-8242288 

0710-8228117  

十堰朝阳中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十堰市朝阳中路 8 号  

0719-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19-8653000 

异地备用号码 

0710-95587 

027-95587  

0719-8652015  

0719-8673413 

0719-8271059  

武汉红旗街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红旗街红旗

广场一栋二楼  

027-95587 

027-87310601  
027-86912061  

武汉建设八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建设八路

19 号  

027-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7-86318885 

027-87310601 

异地备用号码 

0791-95587  

027-86348577  

武汉兴新街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兴新

街 357 号  
027-95587  027-87953979  

武汉中北路证券营业部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8 号  

027-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7-86318885 

027-87310601 

027-86311266 

027-87312766 

异地备用号码 

0791-95587  

027-87310161 

027-87310590  

西安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西安市碑林区南大街 56 号  029-95587 029-8726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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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备用号码 

029-87274800 

029-87272800 

异地备用号码 

023-95587  

襄樊襄城鼓楼巷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襄樊市襄城鼓楼巷 1 号  

0710-95587 

3480998 ，

3480298，异地备

用 号 码 ：

0719-95587  

0710-3533141  

宜昌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宜昌市解放路 15 号  

0717-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17-8800108 

异地备用号码 

0791-95587  

0717-6223960  

郧县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十堰市郧县解放路 48 号  

0719-95587 

0719-8653000

（应急)  

0719-7224930  

江西地区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赣州文清路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赣州市文清路 13 号永信

广场四楼  

0797-95587 

0797-8352188  
0797-8225601  

吉安永新湘赣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湘赣大道

69 号  

0796-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96-7051999 

异地备用号码 

0731-95587  

0796-7721652  

南昌北京东路证券营业部  
洪都北大道 299 号金域名都 14

号二楼  

079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91-6691000 

异地备用号码 

0731-95587  

0791-8561056 

8500166 

8561058 

8561089 

8561076 

8561077  

南昌抚河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昌市抚河中路 209 号(老海关

大楼)  

079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91-6691000 

异地备用号码 

0731-95587  

0791-6787652  

南昌井冈山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昌市井冈山大道 338 号  

079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91-6691000 

异地备用号码 

0791-5207848 

0791-520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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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95587  

南昌市子固路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子固路 48 号福辉

大厦 1-3 层  

079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91-6691000 

异地备用号码 

0731-95587  

0791-6700311 

6700078 

6700087 

6700052  

南康蓉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南康市蓉江西路商业大厦

二楼  
95587  

0797-6618287 

0797-6617198  

萍乡建设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萍乡市建设东路 16 号（云

苑大厦）一、三楼  
0799-95587  

0799-6893555 

6893916  

瑞金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瑞金市中山路 88 号  

0797-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97-8352188 

异地备用号码 

0731-95587  

0797-2585399  

上饶广丰永丰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永丰大道

183 号  

0793-95587 

0793-8212968  
0793-2611151  

上饶市赣东北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上饶市赣东北大道 9 号名

星广场三楼  

0793-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93-8212968 

异地备用号码 

0731-95587  

0793-8202501  

中信建投证券吉安井冈山大道营

业部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大道 136 号  

0796-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96-7051999 

异地备用号码 

0796-95587  

0796-8211200  

江苏地区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常州邮电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邮电路 12 号  

0519-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519-86622598 

0519-88222229 

异地备用号码 

021-95587  

0519-86625473  

连云港东海牛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牛山南路

50 号  

0518-95587  

0518-85573339 

021-95587  

0518-87226339  

连云港通灌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通灌北路

55 号  

0518-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518-85573339 

异地备用号码 

0518-8551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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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95587  

南京洪武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洪武路 115 号纺织大厦五

楼  

025-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5-83508058 

025-83508818 

异地备用号码 

021-95587  

025-84536567  

南京江宁金箔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金箔路

1039 号黄金海岸广场  

025-95587 

025-83508058 

021-95587  

025-51195909 

52288200  

南京珠江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珠江路 655 号太平洋电子

城三楼  

025-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25-83508058 

025-83508818 

异地备用号码 

021-95587  

025-83156565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星海街 200 号  

0512-95587 

异地备用号码 

021-95587 、

025-95587  

0512-67152188;0512-67601351;  

泰州青年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泰州市青年北路 26-8 号  

0523-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523-86236888 

0523-82905888 

异地备用号码 

021-95587  

0523-86222722  

兴化建设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兴化市建设路 113 号  0523—95587  0523—83224066  

福建地区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福清一拂路证券营业部  
福清市一拂路远东大厦三层、十

一层、十二层  

059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591-87614566 

0591-87614589 

0591-85269088 

异地备用号码 

020-95587  

0591-85260333  

福州东街证券营业部  
福州市鼓楼区东街 33 号武夷中

心三楼  

059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591-87614566 

0591-87614589 

0591-85269088 

异地备用号码 

0591-87514743 

开放基金咨询： 

0591-8753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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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5587  

厦门大同路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厦门市大同路 292-296 号  0592-95587  0592-2075995  

厦门同新路证券营业部  
厦门市同安区同新路 47 号工人

文化宫  
0592-95587  0592-7032606  

厦门杏东路证券营业部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路 11 号祥发

商贸中心一号楼三楼  

0592-95587 

异地备用号码 

0755-95587  

0592-6285139 

6285131  

湖南地区营业部 

名称  地址 委托电话 咨询电话 

长沙蔡锷中路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蔡锷中路 152 号  

073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31-82967666 

异地备用号码 

0791-95587  

0731-84456144  

长沙市迎宾路证券营业部  
长沙市迎宾路 235 号迎宾大厦六

楼  

0731-95587 

本地备用号码 

0731-82967666 

异地备用号码 

0791-95587  

0731-82685777  

长沙芙蓉中路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九号  

95587 （省外客

户请用手机拨打

0731-95587）  

0731-82229818 

0731-82229528 

0731-85155983  

郴州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郴州市解放路 33 号建行

大楼三楼  
0735-2233989  0735-2226666  

衡阳解放西路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解放西路 1

号财富大厦 7 楼  
95587  0734-2820777  

张家界子午东路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张家界市子午路 20 号  0731-2967666  
0744-8281088 

0744-8261088  

株洲建设中路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株洲市建设中路 7 号千金

文化广场三、五楼  

95587 或 

82967666  
0731-28218532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中信建投证劵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中信建投证劵的官方网站：http://www.csc108.com/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csc108.com/main.jsp?menuId=268&level=2&url=%2FaboutUs%2Fbranches.jsp%3Fid%3D72
http://www.csc108.com/main.jsp?menuId=268&level=2&url=%2FaboutUs%2Fbranches.jsp%3Fid%3D73
http://www.csc108.com/main.jsp?menuId=268&level=2&url=%2FaboutUs%2Fbranches.jsp%3Fid%3D114
http://www.csc108.com/main.jsp?menuId=268&level=2&url=%2FaboutUs%2Fbranches.jsp%3Fid%3D93
http://www.csc108.com/main.jsp?menuId=268&level=2&url=%2FaboutUs%2Fbranches.jsp%3Fid%3D94
http://www.csc108.com/main.jsp?menuId=268&level=2&url=%2FaboutUs%2Fbranches.jsp%3Fid%3D95
http://www.csc108.com/main.jsp?menuId=268&level=2&url=%2FaboutUs%2Fbranches.jsp%3Fid%3D90
http://www.csc108.com/main.jsp?menuId=268&level=2&url=%2FaboutUs%2Fbranches.jsp%3Fid%3D111
http://www.csc108.com/main.jsp?menuId=268&level=2&url=%2FaboutUs%2Fbranches.jsp%3Fid%3D91
http://www.csc108.com/main.jsp?menuId=268&level=2&url=%2FaboutUs%2Fbranches.jsp%3Fid%3D92
http://www.csc10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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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信建投证劵笔试资料 

2.1 既然大家没人发，那我先做了题来汇报，中信建投 OT 测试类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0796-1-1.html  

 

我申的债券承销部 

 

4 个部分，前三部分都是 10 题 10 分钟，最后 7 题 10 分钟。 

题型第一部分是行测题，语病啊句子理解之类的 

第二部分数字推理题 

第三部分逻辑题，有几个题略难，时间紧张，反正我是没做完 

第四部分也是类似逻辑，感觉比第三部分简单，至少时间上充足点 

 

我当小白鼠了，各位 good luck 了 

 

2.2 资管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2 月 2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8447-1-1.html  

 

单选题 10 个 

多选题 10 个 

判断题 10 个 

论述题 3 个 

 

能够想起来的知识点： 

1.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 

2.Beta 

3.WACC 

4.CAPM 

5.债券定价模型 

6.股票定价模型 

7.期权期货远期基本异同 

8.发债发股发红利对资本结构影响 

9.影响股价的因素 

10.久期 

11.债券消极组合为什么 

12.期权组合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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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all put 配对定价 

14.宏观分析方法 

15.IS-LM 曲线 

 

2.3 中信建投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2 年 12 月 9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29739-1-1.html 

 

在应届生论坛看了好多前人的笔经，自己也贡献一篇，供后人参考吧，当攒 RP 啦~~ 

我笔的岗位是固定收益研究员，笔试题目相对专业，两种题型，基本知识题（简答）和知识拓展题，5 选 2。 

基础知识题： 

1、中央银行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 

2、凯恩斯主义的主要观点，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是否行得通； 

3、利率互换期权的定义，如何定价，主要应用； 

4、影响债券收益率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机制 

还有一道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啥了，大家补充吧。O(∩_∩)O 

 

知识拓展题： 

1、中国经济未来 5-10 年会否维持过去 30 年的高速增长，说明原因及判断依据。 

2、人民币汇率未来 3-5 年的变化趋势。 

3、利率市场化的定义、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及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我选的 1、3 题，其他 2 道题目印象不深。 

 

总的来说，我觉得中信建投笔试题出的还是很有水平滴，需要对宏观和债券都有一定的积累：） 

大家加油！ 

 

2.4 网上测评，性格测试 

 

再说说中信建投营业部，一开始接到电话还以为是总行，后来才知道营业部，所以也没有太在意。又是一个很冷

下雪的早晨，645 很堵的磨蹭到了金辉大酒店，刚下车就遇到一个会计的 MM，也是来面试的。进去之后到一个

会议大厅等候，不得不说中信建投的 HR 很混乱，没有效率，人也比较挫。四个人一组进去，昏暗的小屋，也是

四个人，都在 40 岁左右，一个女的应该是 HR，组织面试，一个一个自我介绍，首经贸的金融研究生，北理工的

市场营销本科，另一个忘了。说完之后，中间那个男的问话，什么高中毕业？问另一个同学血型是什么？我很晕。

然后又让你谈谈为什么选择中信建投和所选择的岗位，不出意料的问题。插曲是，我说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

被中间那个男的反问一句“你怎么就说自己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你也就炒炒股吧”，当时心一惊，其实我连股

也没有炒过，不敢多说。后来想想，这个反问很没有道理，理财顾问至少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吧，但是当时我的回

答应该是拍丫马屁的，“10%的知识来自书本，90%来自实践，还是应该向您及诸位领导前辈多学习”。总体感觉很

不正规，本来已经死心了，今天打开邮箱发现让我进行性格测试，果然效率比较惊人，性格测试也比较烂，最后

十多道题是前面的重复，就怕你不老实，唉，模有用滴。也不知道待遇怎么样，管理也太混乱啊，不然还是比较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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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一个选择。                                        

第三章 中信建投证劵面试资料 

3.1 中信建投证券营业部 面试经验+实习感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2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4001-1-1.html 

 

 楼主本科 211，硕士英国布里斯托金融专业，今年的行情找个券商总部的岗位能遇到好多清华北大的狙击，所以

投了一些券商营业部的岗位，以为这种岗位要求很低，没想到还是能遇到很多人大央财外经贸的，不过面试加实

习下来，感觉建投营业部招聘总体不正规，实习感觉也很水。 

 

中信建投的营业部分两种，一种是中心营业部，说白了就是规模比较大的，下面还分管几个小营业部的，我去面

试了海淀那个中心营业部，十几个人参加初面，在一个大会议室，十几个人就这么轮流做了下自我

介绍，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硕士，学历也都不错，211985 很多，还有些留学生，自我介绍完了让在门外等了五分钟，

就过来通知很多人被刷了，我就是被刷的那个，看了看周围被刷的同志，有北航的硕士，宾大回来的硕士，还有

外经贸的本科生，留下的基本是普通院校本科生，还有东北财大的硕士之类的，可能是觉得学历太好的留下也未

必愿意干这个工作吧。但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傻逼，做个自我介绍就刷人，那直接拿着简历刷掉就好了啊，浪费

大家的时间白跑一趟。 

 

 

还好最后在一家国企战略投资部找到了工作，营业部的工作也了解过几家，大家也可以尝试尝试，但中信建投的

营业部确实是个不好的选择。 

3.2 共面试 1 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789-1-1.html 

 

 

地点：北京 面试职位：实习生 

 

约了十点，但是 HR 姐姐很忙，十一点才面上。  

聊了下个人信息，被问到喜欢站大堂与展业哪个方向，对中信建投了解多少。  

最后我问了关于证券从业的简历设计，HR 很温柔地一笑说我觉得你简历已经挺好的了 orz 当然还要增加实习经

验，考个证券资格（我只有期货资格）  

面试是周四，隔了一个周末周一就打电话通知我过了。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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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信建投证券 - 理财规划师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793-1-1.html 

 

 

分享一次中信建投的面试经历 

一个礼拜前接到中信建投的电话，通知我周二去上海面试。第一次接到面试通知，蛮紧张的。东搜西搜了许多证

券股票的知识，背了一个遍。 

 

当天早上七点起床，想洗个热水澡。。没想到学校搞我呀，开出来冷水，无奈自己烧水洗头。然后 8 点半叫了辆

滴滴出发去高铁站了。高铁地铁上没事干就继续背了背自我介绍然后睡觉。下午一点半到达证券大厦。进去一看

只有一个人等在外面。西装革履跟我穿的休闲衣高下立判啊。。打了声招呼，他让我去前台拿号。好吧。。。4

号。。真是霉呀。更糟的是，包包里的简历邹的一塌糊涂了！！！看着旁边的西装男和他手中完好无损的简历。。

心里有点崩。。。等了没一会，西装 3 号进去了。然后 10 分钟不到西装男也出来了。这时候真是 hao 紧张，心脏

都要跳出来了 

 

面试中： 走进会议室，3 个男的 2 个女的。我递过邹巴巴的简历。一号女面官问了：哎呀，怎么这简历那么邹呀。

我如实回答：真是不好意思，今天早上赶高铁 把简历放包里了 拿出来时就弄邹了。女 1:哎哟 ，辛苦你了弟弟，

还从老远赶过来。气氛一下变好了。我心想嗯不错 好像起到了反作用？然后开始自我介绍 balabalbala 把我大学所

有的成就证书全说了。几个面试官也都一直在点头挺认可的样子。接下开始提问了 

1 问了我实习经历 

2 问了我本科背景 

3 对营业部理财规划师是怎么看待的 

4 理财规划师主要分两个部门 一种是跑业务的 一种是坐办公室的问我接受哪一种 

5 关于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占比多少 

6 学校里参加过什么社团活动 

7 闲聊 

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吧，感觉自己回答的还行。没有迟钝也没乱说一通。就是可惜没问到我准备的问题。背了两晚

的股票投资经验和对中信建投的了解都没有问到。不过总体感觉还行吧。从中信大厦走出来，心情不错，买了杯

costa 咖啡奖励自己 

 

1 问了我实习经历 

2 问了我本科背景 

3 对营业部理财规划师是怎么看待的 

4 理财规划师主要分两个部门 一种是跑业务的 一种是坐办公室的问我接受哪一种 

5 关于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占比多少 

6 学校里参加过什么社团活动 

7 闲聊 

3.4 中信建投证券 - 行业分析师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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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794-1-1.html 

 

我是通过了中信建投的网测，参加了一面。中信建投研究所基本上都是男生，当天有将近 15 个男生参加了面试，

4 人一组，其他人在会议室等着。面试官有 4 人。从早上 10 点半开始面试，每隔 15 分钟进入一组，我是 10 点

45 分的。面完了之后，下午两点就会通知是否进入下一轮的二面。二面结束后，就可以进入实习 3 个月- -留用答

辩的环节啦。 

 

面试官首先让每个人都 1 分钟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开始按照简历提一些问题。比如你之前的实习经历，做过哪

些研究？你胜任这个岗位的原因？还有一些压力面试的问题：比如，你的缺点是什么？你们四个人当中，如果让

你选择淘汰一个人，你会选择谁？我感觉自己面试的不是很好，因为比较紧张，自我介绍不是很流畅。在问题环

节，因为职位没有我特别适合的行业，所以回答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3.5 中信建投证券 - 理财策划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795-1-1.html 

 

我第一天在网上申请，第二天就和我约定了面试地点和时间，是营业部的总经理和我一对一面试。面试的时候问

了我的家庭情况，有没有考取证券行业的从业资格证，然后对他们的工作性质是不是很了解，这些我都如实回答

了，因为之前和一个从事证券行业的朋友聊过，所以还是比较了解的。后来问我对营销这方面有没有经验，我就

和他讲了一个之前干的营销实习的经历，他对我说的比较认同。从他表情也看不出来整体的态度，只看到了对我

说的营销方面比较认同。 

 

1. 家庭情况 

2. 对工作性质是不是了解，以及最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3. 对营销方面有没有经验，有的话要举例子 

4. 以后的职业规划（比如会考取投资分析师证） 

3.6 营业部实习生面试经验(武汉)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796-1-1.html 

 

在前程无忧上投的简历，会叫很多人过去参加面试 

2 先进去填简历 ，然后三对二面试（两个面试官），没有无领导小组讨论 

3 因为是营业部实习生，形象也是公司考虑的一方面，不是要有多好看，但一定要有精气神 

 

 

自我介绍 

你的职业规划 

有没有考证券资格证 

你对证券行业的了解 

实习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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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态度真挚诚恳，自我介绍最好围绕岗位展开，跟我一起进去面试的两个男生一直在夸夸其谈股票，殊不知炒

股和做好营业部实习生岗位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3.7 柜员面试过程(成都) - 中信建投证券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798-1-1.html 

 

先是即兴演讲，题目是自己抽的，一分钟准备时间三分钟演讲时间。我讲的是一行三会，之前做过这种课程报告

感觉还不错。之后是半结构话面试，面试官会问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回答，也会针对性的问一些问题。由于学历竞

争优势不大，很多研究生来面试，所以没有通过。 

 

 

一行三会即兴演讲 

未来职业规划 

银行和证券公司区别 

为什么没有去考公务员考研 

针对简历个别提问 

实习经历（主要做了什么有哪些业绩收获成就等） 

学校组织过什么活动，是否担任过学生会干部 

3.8 中信建投证券理财规划师面试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801-1-1.html 

 

过程比较严肃，一对多。 

 

不同营业部经理要求不一样。我的面试官很严肃，面试过程持续一个下午，大概十几个人群面，自我介绍要求突

出特色，然后会针对简历提问，有些难度，有时会有压力问题。小组讨论限时很紧，题目比较开放。 

面试官的问题： 

 

问你的缺点是什么？过往经历详细解释抗压能力的体现。如果提到对炒股有接触，提问会比较变态，甚至专业词

汇的公式定义都会问。 

答专注，但是在专注中会忽略其他事情。 

3.9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员面试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802-1-1.html 

 

公司金融团队培训生/Entr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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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团队公司金融线面试 

面试官 2 名，1 名 ED，1 名 Associate 

ED 就职业兴趣、胜任能力和信心等方面发问，最后问了一个并购重组合并报表的三连问，以现金、换股、股购买

资产三种方式。 

A 就喜欢问很多技术性的问题，经典的估值、现金流、公式等方面都问了，而且追问的很详细。非常注重细节。 

最终提了这个岗位的性质，出差、累、没节假等等都说到了，大概介绍了一下团队。 

提问环节，问了些基础的。他们很愿意分享一些经验，提出一些建议。当时没有觉得，事后发现其实并不一定是

好现象，证明你就到此为止了，所以他们提建议都会比较中肯。 

当然最后没有通过。 

但是是非常好的经验。 

3.10 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专员三轮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803-1-1.html 

 

只要努力，一切都能实现。 

 

中信建投证券的面试分为三轮。第一轮是简单的一个出面，主要了解你自身的基本情况。包括自我介绍，学历，

背景。求职意向进行一个基础的岗位匹配度的调查。第二轮则是无领导小组讨论。想必大家都比较了解具体就不

多说。第三轮就是一个半结构化的面试。期间会有一些相关的压力题目。对了，在面试之前还会有笔试。笔试考

查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面试过程刷人的比例比较大。希望大家能通过面试。 

 

 

问你对于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答首先整体的规划就是在毕业之后能在金融行业发展。对我个人而言，我更看好证券行业的发展。所以我很感激

中信建投证券能给我这次机会。我希望在进入中信建投证券之后从底层做起，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学习，打好基

础不懂就问及时的像前辈们请教学习。是我自己迅速适应工作的状态。在工作学习的过程中，也更清楚的认识到

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好地看清自己，才能不断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以及未来的目标。 

3.11 面试整体感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792-1-1.html 

要是自我介绍，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条理清楚，重点突出。 

 

你是来应聘证券公司的，不是别的部门，你要在自我介绍中说出自己对证券行业的了解， 

 

从事过的相关实习，如果没有实习，说一说学过的课程和对该课程的感受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点是务实，不能装，我觉得用人单位最看重的不是你现在的能力，而是你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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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官问了以下问题：自我介绍，对证券市场的了解，对中信建投的了解，自己希望做什么工作，你有什么样的

特质适合这份工作，你认为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应届生实习？ 

3.12 中信建投城区营业部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1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5665-1-1.html  

 

楼主前几天去中信建投城区某营业面试，大体流程如下，希望对大家有用 

职位：理财规划师 

流程：性格测试——自我介绍——无领导小组——单面 

上午十点，一共 30 人左右吧，女生居多，央财居多，也有国外海龟，本硕皆有；一共三

名面试官 

1.性格测试，无关紧要，40 道选择题，按照个人情况回答就好。 

2.自我介绍，30 个人一起，每人一分钟，大概介绍一下个人情况、教育背景、实习经历

等，不需要特别 NB，面试官主要看的是大家的口头表达能力，所以一定要思维清晰，突

出重点，语言得体，张弛有度。楼主作为应届小硕，还是男生，当然很轻松的进入 30-12

的环节啦。 

3.无领导小组讨论，进入这一轮的一共 12 个人，很简单的题目，就是根据紧急情况排序，

这一轮面试官主要考察的是思维和表达能力，记住这是团队合作，切勿撕逼，一些本科

生开始撕逼的时候，楼主就站出来说大家不要撕逼了，一定要先搁置争议，达成共识。

无领导小组不一定要急于表现自己，注重合作也能以柔克刚。这一轮，自我感觉良好，

顺利进入最后的单面环节。 

4.作为进入单面环节的男生，面试官还是比较青睐的，和楼主聊了很多，就问楼主学法

律的为啥要来券商，有没有 offer，不了解券商以后入职怎么做，等等之类的；楼主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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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相告。然后就礼貌的再见了。。 

 

 

回来后受到电话，面试通过，在入职之前去实习一个月。 

待遇（硕士）：正式员工（跟营业部签合同）；6600+提成、五险二金；户口 30%—50%

解决，在实习期好好表现争取； 

 

 

整个流程就这样；楼主也不是很了解券商，对理财规划师也不是很懂，福利待遇什么的

也希望有了解的尽量告知。 

3.13 北京总部固定收益部 11 月 25 号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13378-1-1.html  

 

11 月 25 号下午四点多去参加了固定收益部的终面，当天据说到了 47 个人。说一说过程和自己的感受吧：面试形

式跟一面一样，四人或五人一组，一共有四个面试官，中间的那个年龄大点的应该是主面试官了，看着就是大领

导的范儿。每一组的面试时间很短，每个人的时间也就在四五分钟左右，内容是自我介绍加简历问题。我们组一

共四个人，轮流做了自我介绍以后，面试官就问了其中两个同学每人一个问题，而且就是在问如果安排实习的话，

你能不能过来实习（这位同学目前在外地实习）。没有任何专业性的问题，真的就只是做了个自我介绍。。。最

后告诉大家十二月初会安排八周的实习，让大家等通知。本以为终面会涉及到专业性的问题，至少多问一问简历

方面的东西加深下了解，结果弄得比初面还简单。既然是面试，我感觉也是要刷人的，就是不知道这样的面试到

底根据什么指标来刷人，有些同学开玩笑的说这就是刷脸，哈哈。。。第一批实习应该是 12 月初就会开始，所

以终面的结果也就在这几天会通知吧，自我感觉终面不是很理想，至少还没有感觉呢面试就结束了。。。中信建

投是个不错的平台，最后结果就看缘分了，如果有当天一起参加终面的同学收到实习通知了，还请告知一下哈~

祝大家求职顺利！ 

 

3.14 测评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579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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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发面经，求攒人品吧，最近求职很不顺。楼主报的是量化岗。主要是行测题，题目类型大家应该是比较清

楚了，但是我做过各家的行测，感觉建投的数学推理更难一些，当然也可能楼主本身很渣。10 分钟的数列推理

10 道题目我有把握的估计只有一半，所以感觉很不顺，估计要挂掉了。预祝其他进入出面的小伙伴吧！ 

 

3.15 中信建投风险管理从一面到终面 

第一次写这种面经，之前都是看别人的，这次也自己做点贡献。刚刚收到实习通知，算

是很感激吧，因为这只是我回国面的第一个公司。好多网申都直接挂掉了。。。 

 

先说流程，是一面-笔试-二面（小组讨论）-终面。一面要自带简历，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感觉面试官几乎不听你

的自我介绍，而是一直在看你的简历，然后问你问题。一定要把简历改的贴近你所报的项目。我当时面试的时候，

五人一组，除了我，2 个北大数学系硕士，1 个中科院博士，1 个在美国投资公司工作了 6 年。。。差点当场吐血

啊。不过一定要稳住，后来证明，除了博士，我们都过 1 面了。笔试很简单的选择判断题，二面也几乎没人被淘

汰，记得不要太强势就好。终面等了我 3 个小时，几乎晕倒。不过运气好，中间的阿姨很喜欢我，聊得很愉快。

尽管旁边的姐姐一直泼冷水，我都招架不住了，不过阿姨还帮我圆场。会问一些专业问题，我就被问到 B-S 模型，

无风险套利这些，还好自己都记得。 

 

不过我对实习这个还比较困惑，不知道能留下几个人。。。要是竞争很激烈的话，有点伤啊，两个月呢。。。 

 

总之大家一起加油啦 

 

3.16 中信建投（北京）海淀南路营业部面经 

时间：2013.12.05. 下午 2:00 应聘职位：理财规划师 

      昨天下午去参加的面试，要求提前十五分钟去，到了后在三楼会议室等待，交两份简历，信息登记。 

      一面在另外一个会议厅举行，自我介绍环节，1 分钟。面试官有五位，在你作自我介绍的过程中，传阅简历，

相关记录。相对还是容易过的，提前准备下组织好语言就好。 

      一面完后在会议厅等待，面试小组商量好大家的去留后，开始叫人，被叫到的，就进入下一轮无领导小组讨

论阶段。我们这批总共 20 左右人留下，分了两组进行。 

      无领导小组讨论是时间限制很严格，大家要抓紧自己的时间有效率的说明观点。题目很基础，一般面经都可

以找到，我们组的题目是游艇出现事故的救援问题，列了 8 名游客，先救谁后就谁进行排序。每人陈述一分钟，

超时面试官会打断。第一轮陈述很重要，面试官会听的比较仔细。到之后的自由讨论环节，面试官就不怎么听了，

我看到至少两人在玩手机什么的。完后继续等消息，五分钟后，第二轮筛选，念到名字的进行下一轮领导面。我

们组留下的挺多的，不怎么说话的和说话积极地都有留下，所以个人觉得第一轮陈述一定要做好。 

       三面相对比较轻松啦，几个面试官坐一排，你做对面。有一个主问的大姐，应该是大 boss，人很 nice，很

和蔼，也很认真听你说，与你交流。基本是根据简历中相关实习经历的问题，还有问你父母做什么啊，北京有哪

些亲戚啊（本人外地生源），看我在很多地方读过书，就问我在这么多地方生活有趣么之类，还有出镜率最高的

问题就是说你的一个优点和一个缺点，大家都比较爱回答有亲和力什么的，后来人酌情缓换换吧。最后她会问你

有什么问题，我问了户口的问题，有名额，酌情解决，酱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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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面试过程还是很愉快顺利的，最后出门的时候大 boss 对我说我们有一个月的实习，尽快来！看来有戏，

去不去，再考究吧~ 

 

      关于理财规划师的工作内容，在 bbs 里浏览了十几页，主要还是营销性质的职位，三年合同包括一年半的保

护期，6000+的说法不知是否靠谱，保护期过后，按业绩。心里还是不太想做营销的，但是如果没有更好的 offer

也可能会考虑吧。不知昨天一起面试的小伙伴怎么想。对了，插一句，昨天自我介绍各种大牛，名校海龟啊，国

内重点啊，基本全是硕士，我猜想大部分应该不会签这个岗位吧。我呢，双非本科加海龟小硕，觉得还是要从基

层坐骑的可能性比较大。自己也有本科学姐在中投证券做类似岗位，三年了，做得很好，活的很滋润，所以我觉

得也不是不可以做，还是态度问题和毅力问题，毕竟 360 行行行出状元嘛，一年半的保护期也可以累计许多经验。

不知我的想法各位是否认同呢~昨天晚上看到一位同天面试的小伙伴发的那篇“挂羊头卖狗肉的帖子”，觉得那位小

伙伴确实是高大上，实习经历丰富+名校背景，必须得去做投资分析啊，我这种实习经历平平的，对证券也不太

了解的，还是从头来过吧。 

 

      第一次写面经，希望对后人有用，自己也积攒下人品。 

      欢迎广大参加面试的小伙伴留言，大家多交流，如果以后真成了同事，大家一起组团队挣大钱！！！好吧，

想远了。。。就酱~ 

3.17 北京初面面经 

面试官一共 5 人，每次 5 个应聘者一起去面试，流程是：进去之前，HR 会从每个人那里要 5 份简历，收集完后

分别交给 5 位面试官；进去之后，每人先做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就简历问一两道问题，很多都问籍贯是哪里，

感觉自我介绍的内容一定要多多涉及和所申报的部门和岗位最为相关的内容，否则面试官会说你的经历和岗位不

相关，这样就比较被动了。 

 

3.18 中信建投营业部面试 

本人刚参加完中信建投某营业部的面试，整体感觉十分坑爹，最气愤的是又出现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特作此

文，抒发感慨，望后人了解清楚。 

        自己基本情况：985 院校金融本，国内 5 大财经院校金融研，因为今年就业形势很差，所以在学校宣讲会

时营业部提出，我们招收投资顾问，因此自己向营业部投递了简历，心想行情差，从基层做起，做个投顾也可以。

由于本人本科毕业时曾收到过国内排名前 5 的券商省分公司的投顾助理 offer，但最终选择读研，因此对投顾还

是较有感情。没想到，过了几轮面试，最后一轮谈起来，对方提出“我们招收的人员是理财规划师，需要先到基

层前台做 2-3 年营销，然后再考虑转投资顾问助理”。笔者猛地一惊，心想营业部的不就是基层么，基层的基层

是哪儿啊？再说干三年营销，然后再至少 2 年投顾助理，那升到投顾不就 5 年了吗？可是人家一流券商本科研究

生招进来就是投顾助理啊，而且激励机制干的好一年升投顾（证监会规定必须 2 年，但实际各公司情况不同，前

十券商有的会先给分客户，然后各种培训，因此业内多家黄埔军校，而二流券商多要求带资源入职，且培训稀少），

想到这，我心顿时汗了一大截。这还不算，对方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投顾需要分析的证”，我想现在投顾这么高

级了，要过 CFA??我就问了一句，原来是证券从业资格的投资分析一门，我说，这个 5 门都过了。对方说，你

要做几年营销，才能在投资这块有深入的了解。听到这一句，我心全凉了，笔者自己做交易也有 5 年了，研究生

期间就研究投资了，别的都没干，期间大大小小的投顾，从高级到助理都接触过，感觉现存的投顾专科、本科居

多，除了少数的高手确实牛逼，让你真心折服，大部分投顾话术可以，但投资水平一般般，也就懂点追涨杀跌，

画个横线啥的，现在反而遥不可及了。这个倒挂现象，真 tmd 像极了远期利率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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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会议室出来，看了看这帮等着面试的孩子，基本都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清华、人大、贸大、央财、伯

明翰、伦敦政经学院、曼彻斯特、中政法。我想苦啊这些孩子们了，高考以及考研或出国折腾了这么久，本想要

个好起点，可是却被告知要靠自己先做三五年营销，看看身边的同学去投行或固定收益部，不知大家会作何感想。 

        现在想想，为什么都去考公务员、都去考银行呢，因为他正规，就向麦当劳和肯德基似的，让你进入后发

现哦原来好熟悉，招什么人，挂什么牌子，偶尔有点食品安全问题，发生一些内部顶替，但不改大方向。反观参

加这种面试，除了积累了点面试经验，别的啥都没有。我想一个水公司去北大可能招到人，但肯定招不到人才。

大学生现在的要求也不高，如果你告诉我你招我去卖保险，OK 我接受，但是请别说我招你来做精算，然后最后

签合同了再说，你得先卖 5 年保险。这就不是学生诚信的问题了，是企业的良心有问题。 

 

3.19 理财规划师 面试经历 

为了客观一点，介绍下我的情况，金融小本，春招投银行都被鄙视，笔试机会都不给。于是尝试着投了下证券，

中信建投春招网上邮箱投递，大概半个月左右吧，审核通过让去面试，二线城市的营业部，我应聘的是理财规划

师，单面，营业部老总加上一个营销部长。 

  不知道是上一个人和老总了得太好了还是我去的早了点，反正最后和工作人员聊了好久，我这波属于春招，秋

招已经招了部分人，现在实习的 4、5 个左右，当时是面试了两三天，我这批也是两三天，面试人员的背景有理

工男、海龟、硕士，什么都有，所以外行想转投证券怀抱的同学不用担心，起码是从基层走上去门槛并不高，后

期自己提升就好了。由于自己是小本，还没什么面试经历，所以极其忐忑，去之前大概准备了下对证券行业发展

的看法和一些基本问题。 

  终于到面试，大 boss 直接看了简历就开始问问题，大概就是你为什么适合这个行业，有什么优势和劣势（我光

说了优点还没开始说缺点，boss 就叫停了，估计是面试的人大都说的是一样的观点），再就是具备什么素质才能

担当这个职位，这个问题，之前准备过，但是当时略紧张就有点忘了，期间 boss 一直也没叫停，还示意要一直说

下去，于是我后期就转变到证券市场以及行业的看法了，反正说的比较乱。领导可能是要看你能不能做到一直说

话的能力，反正如果大家碰到类似问题，别管有没有思路，只要坚持不懈的说下去就好了。 

  最后聊到薪资和职业的问题，到这就有点坑爹了，我面试的是理财规划师，他问我如果当不成理财规划师咋办？

或者跟你同一批进来的都当理财规划师了，把你分配到账户营销了咋办？我当时有点蒙，说可能我专业知识欠缺，

而且因为是应届生，经验还比较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不过相信如果通过努力可以弥补差距，认真成就

卓越之类的。然后他话锋就转了，说那可能工资少点，2500+提成，你能行么？还问我一月生活费多少啥的。。。

我又拿出应届生那套糊弄过去了，还说自己有点小积蓄。。。。。（期间 boss 无视我和那个部长探讨应届生会给

公司带来多少利润的问题，还探讨过为啥这回来的女生这么多，我差点就想问他“你歧视女性吗！！”） 

  尼玛之后就不对了啊，直接说让我干账户营销了！！说账户营销底薪低分红高，理财规划师底薪高，分红低！！

说如果我账户营销达到规定任务就能转成理财规划师，一年达到就一年转，两年达到就两年转。。。我当时心理

就有点不舒服了，不知道表现没表现到脸上，因为账户营销岗是没有门槛的，没有学历限制，我并不是觉得不自

信觉得自己达不到任务额没法转，也不是太自信认为我学金融的本科的有多了不起，只不过当时觉得找我就是要

进账户营销岗，一点也没有让我当理财规划师的意思，所以有点生气，起码应该面试前就告诉我声啊，毕竟我的

简历把我的背景介绍的很清楚了，简单的面试也无法说明我专业背景多差或者多好，面试让我有一种因为是女生

而且是应届本科生就应该去做账户营销的意思！！！ 

  最后问了他们公司的最近的公司规划以及培训机制，公司规划介绍中信建投要上市，再就是说要做到业内 TOP5

之类的很笼统，没听到我想要的，培训机制也说的很笼统，开会，师父带着什么的，能提供好的平台什么的。培

训这方面反倒是先头聊天的工作人员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告诉我培训机制比较好，让我不用担心。。。。最后的

最后，boss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因为这行会很辛苦，下周一会给我答复。 

  再重申下薪资的问题，我看应届生上大家都很关注，因为 boss 先头就把我带沟里了，只能说感觉上理财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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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薪应该是不底，很有竞争力的，而且他说的营销岗和理财规划师都属于正式员工，营销岗是 2500（税前）相

当于扣了七七八八就 2000 不到了。。。 

  现在很犹豫要不要去，1、证券行业我觉得近期可能会辛苦，但长期发展还是很好的，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挺过

来。而且这个职位略坑爹，有点骗人的意思。2、我现在有正在实习准备签约的工作，但是公司是做金融软件的，

我的职位类似软件研究员之类的，招了我们这批很多人，感觉人员流动性很强，虽然工作环境很好，薪资也就是

普通，同事的意思是女生干这个挺好的，而且不累。我倒不是在乎累不累的问题，关键是不清楚未来发展的前景，

所以还在犹豫。3、还有一个信达资产管理的职位和小的外资银行在招聘过程中，发一发面经，攒人品，期待希望

吧，我还是想去资产管理或者外资银行的哈哈~~ 

  希望现在还在找工作或者已经找到工作的人不要迷茫，不是去初心吧！！坚持总会有收获，刚毕业肯定要累一

点的哈哈~~共勉~~~ 

  最后墨迹一句，诚恳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意见，如果让我干营销了不是理财规划师的话，去不去

呢？？？？？！！！！！！！！ 

 

3.20 海淀南路营业部一面 

本人北京交大企业管理小硕一枚，对金融证券行业没什么深入了解，之前有在中信集团一个公司、一个外企和一

个国企的实习经验，成绩姿色中等偏上吧，之前貌似是投的总部，谁知道被分到了海淀南路营业部，稀里糊涂的

本来不想去的，后来想着去试试吧，于是就去了。 

这是背景。 

分割线。。。。 

 

下午 3 点，海淀南路时代网络大厦三层，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毕竟是营业部嘛，不像其他金融公司那么大的光亮

写字楼啊美女前台和帅哥保安啊，只有各种快递和人来人往的大妈办业务的那种。。。 

按照惯例提早 15 分钟左右早到，在会议室等待，交了两份简历，人来齐后做了 3 分钟的性格测试，人力 MM 在

不停的催，时间到啊时间到啊什么的。 

领导到了之后，挨着作自我介绍，大概有 5 位领导。这轮完了之后所有人出去等候，这个时候给了个小组讨论的

案例，领导估计就在里面讨论刚才大家表现什么的吧。 

小组讨论每个人先发表自己的观点，就是那个野外出去出事了，有十五件东西选出 5 件并排序那种题，接着 15

分钟的小组讨论，然后 3 分钟总结。讨论期间大家各种有意思的想法。。讨论完了之后大家又被叫出去等候。 

等了大概四五分钟吧，人力 MM 点名，点到的进去继续面，剩下的回家等消息。我有幸被留了下来，大家走的时

候还友善地喊加油，找工作真是处处有感动啊。。。 

单面每个领导问了一到两个问题，包括简历上的和对营业部的相关理解和认识，也是自己说的话当中一步步问的，

这个我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因为我对这个不是非常了解，所以觉得表现的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不过

也还凑合吧。 

面完之后就撤了，估计又是回去等消息吧。。。待遇神马的也不了解，说之后会有说明会再谈吧。 

 

对了，交代下人数，当时收到的 HR 的邮件发送人有大概三十个，下午去的才 10 个，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看不上

营业部就直接没来，虽然自己开始也不太想来来着。。。 

anyway,不管怎样，希望对后来的同学有些许的帮助吧，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写面经居然给了中信建投，要是它能要

我给我解决户口工资还可以的话我就考虑去！真是不想找了，今年找工作的孩纸太苦逼了，伤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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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深圳某营业部面试 

面试过程倒是挺顺利的，一路上过五关斩六争取得一个实习的机会。了解过往年校园招聘进去的师兄师姐们的情

况，觉得这个公司待遇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还不错，所以有了这个实习的机会开心的不得了。经过了两个星期的

实习之后（实习期是不发工资的，这就是剥削的开始），老总都跟我们说表现的很优秀可以留下来，但是，但是，

但是，他今年给我们开的条件确实令人大跌眼镜！公司总部给新人开出的工资是 5400 每个月，有一年半的保护期，

但是今年他给我们这一批人开出的工资是 2500 的底薪加 450 的浮动工资，而且没有保护期，业绩不好还要继续下

调！赤裸裸的剥削！老总还说给我们签的是 5400 这一档的合同，但给我们的只能是 2500 这一档的工资，这是什

么道理？？？这个也要搞个阴阳合同？ 

想起三轮面试准备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想起两个星期实习所提供的免费劳动力，想起实习期期间小心翼翼生怕做

错什么事情，但最后这个营业部给我们的只是这么一个阴阳合同，心中不禁愤怒中烧！ 

去年这个营业部还被评为先进，这令人真的还怀疑这个公司的内部诚信问题！！ 

3.22 中信建投三面 

第一次发面经 攒人品啊攒人品 

三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交流 

什么专业的不专业的问题都没有 

 

6 个人一组 2 个 hr 

基本上就是 hr 直接介绍中信建投的培训机制 

要下营业部至少六个月 

问你对这个的看法 

以及问你的 offer 情况 

给你 offer 你签不签 

然后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们 

 

3.23 中信建投证劵面试经验 

 

本人非北京院校经济学小硕 11 月底投的简历 

 

本周三收到邮件通知参加一面 周四电话通知具体时间地点 周五短信通知具体哪一个组 我是周日 11 点建投总部

10 楼面试  

 

上午很早，不到十点到 10 楼去等面试 等候厅交 2 份简历 基本全是面投行 非常少许的行研 等的人不多 看着就

全是大牛 今天人大同学很多  

 

面试形式 五个办公室分别指定为第一到第五组（或许是 6个？记不清楚了） 每一组是 2面试官群面 3应聘人员 不

一定按照通知时间 先到先交简历者被先安排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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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时间不长 一轮大约不到 20min 我这一组 17min  

 

具体问题：先用 1-2 分钟轮番作自我介绍，面试官指定谁先开始。说完后，面试官分开对每个人的简历及所做的

自我介绍中提及的内容进行问话。 

 

综合一下问过我们几个人的问题 问得比较多的是 曾经的工作实习经历（最好要跟证券公司相关性大） 哪些个人

素质适合做投行  家庭背景 人脉资源 偶尔有学生生涯中的问题 

 

问题指不定问哪一个人 程序上比较随意 如果做完自我介绍就被晾在一边直到结束会很尴尬 如果被面试官不停

的 BS 说你这不适合那不符合也很尴尬 本人属于后者 :78) （虽然强烈辩解，仍然尴尬。。。） 

 

每个问题问答时间都不长 最后没有被问到昨天同学面经里所说的 投行人多 问你有没有转投其他业务部门的意

愿类似问题 

 

结束后 被轰出门 告知 2 周时间等通知 

 

 

自己感受 有几个方面面试官会感兴趣 自己考过哪些证书比较重要 如 CPA CFA ACCA @#￥%&*。。。   曾实习

过的单位比较重要（跟应聘部门相关性越大越好）   人脉资源比较重要 面试时千万不要紧张 表现外向跟努力争

取的性格特点也很重要 

本人各方面都准备很充分 指望着有得一搏，结果不幸跟一巨牛人物分到一组，所以今天基本算是打酱油去

了。。。:90)  

 

祝下午面试的同学好运啦！派不上用处的话，这篇帖子纯粹当自娱自乐了。。。 

3.24 中信建投总部面经 

 

最近人品不给力，我也发个面经，给明天的兄弟姐妹们点经验！ 

我是今天早上 11 点面试的，第四组，我住的地方与那挺远的，到了都快十一点啦，然后就开始交了简历，没几分

钟我就进去面试，三个人一起进去。 

好了，开始说点具体的，三个人的时间大约有二十分钟左右吧，首先是自我介绍，然后再说说你想应聘的部门，

最后说一下你的确 offer 情况，悲剧的是我们三个介绍完后，面试官说我学统计的，统计只是一门工具，不是一个

具体的职位，所以我应聘什么资本市场，风险管理的，不是我的专业特长，我就疯了，那你说的投行部啥的也没

有这个专业啊，我统计怎么就不能做啊，哎，说可以做一下经纪业务，悲剧啦，然后同组的一个学金融的由于在

中信建投实习过，所以人家可以到好的部门，我只能做经纪业务啦，哎，明天面试的不要紧张噢，面试官很和蔼

的，加油，祝好运。 

3.25 总部面试 

 

rt，真的是打酱油，非常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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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接到电话，通知今早面试，然后周五又收到短信（陌生手机号码），告知被分在第几组，好吧……第一次收

到 HR 用自己手机发来的短信:104)  

 

上午起一大早，赶到五号线，坐到东四 C 口出，然后往东走很远很远……终于见到了中信建投的大楼，anyhow,

还是很气派的。到了楼上，把两份简历交给 HRGG 后，就在等候室里等着。其实也不是按照很严格的时间面试，

前一小组面完，就可以进去了。每次面试是三个人一起进，两位面试官（所以是准备两份简历），看起来还蛮和

蔼的，没有压力面试的意思。面试很简单，大概就每人轮流 1min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说下想应聘的岗位和地点。

从这里开始，偶就打酱油了。面试的其她两个同学都是金融 or 经济 or 保险专业，就我一个理工……我介绍到自

己的专业时，面试官还皱了皱眉头，诶，我那叫一个心碎……没办法，也只能硬着头皮说下去。最悲剧的是我选

择应聘岗位时说了投行部……后来大家自我介绍完以后，面试官开始 blabla 说建投的投行部今年的几个 IPO 有多

牛 blabla，要的人得有法律、金融背景 blabla，竞争超级激烈 blabla，你们还是选择其它岗位 blabla 吧……好吧，

偶无知了，原以为有物理功底和数学功底就可以应聘这个职位的……:29) 于是，偶又打酱油地问了能不能做行研，

结果……两个面试官哈哈笑了，不知道什么意思……或许看我太容易动摇或者是中了他们圈套之类？…… 总之，

面试大概 15min 就结束了，没什么特别，只是见识了同组 mm 的优秀啦，也不错，哈哈 

 

BTW，面试官对容貌整洁还挺看重的，建议大家正装过去&头发梳梳整齐哈，我们组一个 mm 长发没有扎起来竟

然被面试官说了，诶，不了解他们的审美感是怎样的，我是觉得很漂亮潇洒自然啊:103)  

 

好吧，就说这么多，给大家一个建议，面试前还是要做足功课哈，包括自己想做的方向和优势，一定要 sharp！ 

 

Bless, bless all!!:) 

3.26 中信建投江苏招聘二面面经 

 

昨天参加了二面（一面是来学校宣讲的时候当场面的，顺利通过），先去做一个性格测试，然后等候面试，3 人

一组，我跟 2 个朋友一起去的，因为是 3 人同时面试，觉得错开来进去，免得自相残杀，后来有个朋友先进去了，

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是下一批次一起进去的，进去 2 个面试官，先是自我介绍，然后根据你自我介绍来询问相关细

节，还问了自己有什么优势，之后又问了我们认识不认识，我跟我那个朋友就说认识，然后面试官让我们互相说

缺点，然后问我们认可不认可，并做解释，之后问我：“如果在我和我朋友之间选一个，我如何说服面试官让我通

过”。我就列举了一些理由，然后差不多面试官又问了一些地点分配的问题，主要是问服从不服从调剂，之后就差

不多结束了，3 个人一组差不多 20 分钟的样子吧，呵呵今天早上接到电话，二面通过，可以去实习了，共勉！. 

 

第四章 中信建投综合求职经验 

4.1 行研 2018 年寒假及暑期实习笔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5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0216-1-1.html 

建投的实习周期比较长，寒假前有一批，楼主从寒假结束以后开始实习。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021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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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页 共 45 页 

首先先说暑期实习的笔面内容 

1、四人单面：四人以小组进行面试，每个人自我介绍一分钟，然后 hr 和面试的分析师会根据简历的内容提一些

问题，面试者之间没有互动； 

2、群面：小组话题，题目比较常规，一些有关市场营销和推广的题目。群面蛮讲 rp 的，讲得多不一定过，后来

其他组的正式员工和我说建投偏好低调有能力的人； 

3、笔试：据说是证券分析师考试题。楼主写完一遍，感觉就是本科金融专业学习的内容，难度不高，但是要求知

识面较广。 

 

下面来说一下寒假实习和暑期实习的关系。行研的寒假实习生选拔只经历四人单面，今年从 3 月 1 日开始实习，

并不能直接进入暑期。寒假实习生需要通过群面和笔试以后才能继续实习。 

另外建投筛简历筛得蛮厉害的，可能没有一个亮眼的简历也很难进入考核。 

 

4.2 笔试面试中信建投证券的 行研暑期实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800-1-1.html 

 

总体来说面试难度不大。 

 

面试分为三轮第一轮为单面，虽然 4 个人一起进去，但是 HR 只会一个一个问问题，而且问的都是简历上非常基

础的问题；第二轮为笔试，以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的题目为基础，都是一些选择和判断，比较简单；第三轮为群面，

10 人一组，30 分钟讨论时间，每个组的题目不一样，总之和一般的群面没有多大区别，都是讨论然后做总结。

总体来说中信建投行研的面试难度不大，基本上只要你表现出很真诚的样子都能进。我们小组 10 个人，有 9 个

都收到了实习的 OFFER。 

4.3 中信建投证券理财规划师笔试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804-1-1.html 

 

面试是在建设八路营业部，一共来了 8 个人，先是笔试 2 个开放性题目，半个小时要求每题 300 字一共六百字左

右：1，你是如何理解金融规划师这个职业的？2，你认为你的长处和短处是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按

照交卷的次序来单个面试。前面有人面试了好长时间，弄得我挺紧张的，但是进入面试房间后 2 个面试官都很和

蔼，瞬间放松了不少。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问了几个问题。面试官很和蔼，基本全程微笑。问题也没有很专业

性，不过我觉得我回答的一般般，结束后觉得可以回答的更好的。目前还不知道结果，等待通知吧。 

 

问 1，为什么来武汉？2，所学专业和这个职位不是很对口，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职业，做这个工作不觉得浪费自

己的专业吗？3，你对这个职位的了解都有哪些？4,你期望的薪资，你的职业规划？5，你有什么想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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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信建投资管面经——从一面到终面，经历及经验（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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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1-1.html  

 

从投完简历开始，完整地参加了两次线上笔试和三次面试，先将过程记下，最后再说结果吧。希望对后来人有用。 

 

我投的部门分别是总部的固收和资管，固收直接刷了简历，资管倒一路走了下来，因此下面的时间点就只说资管

的情况了。 

 

今年（2015）的网申截止日期是 11 月 6 日，截止之后几天内就收到了在线测评通知，难度尚可，题量只有 40 道，

做完感觉不错。 

 

再几天之后通知 14 日一面，一面是在朝内 2 号凯恒中心。面试形式是半结构化，5 个面试官对 5 个学生，进去之

后先各自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挑简历里的东西问一下。我之前在中信建投债承实习过，面试官就问为什么不愿

意做投行了，为什么要选择资管部门，这个见仁见智。最后面试官又问了每一个人如果要调剂，比如说调剂到产

品运营这类后台方向是否愿意，大家都说了愿意。总体而言，我觉得一面自己正常发挥就行，也不需要特意准备，

表达得尽量真诚、友善。最后结果是 5 个人进了 2 个，但个人而言并不觉得被淘汰的人有哪里表现得不好，可能

简历上有一些信息面试官不喜欢吧。一面时间不到半小时。 

 

一面当天晚上收到在线测评通知，打开之后发现是性格测试，性格测试大家都懂的，前后一致就行。 

 

两三天之后收到二面通知，18 日在朝内 188 号中信建投大厦。面试形式是无领导，10 个人一起，面试官是一面

的那几位领导和一位 HR 的负责人（之前面债承时候就见过），没有自我介绍环节，进去就开始读题，5 分钟之

后是每人 1 分钟不按顺序的自我陈述，之后是 25 分钟的小组讨论，最后是推选代表总结陈词。我们组的题目是

危机公关，问了前一组也是，估计一下午题目都没变，说明题目是什么并不重要，面试官要看的是讨论中大家的

表现。无领导结束之后，面试官会进行一些压力测试，包括让说话较少的同学继续说一说，问某个同学说如果只

能进四个你选哪四个、为什么，问某个同学说你觉得你和你身边的同学哪个表现好、为什么，非常快速地点几个

同学问最不能接受的队友是怎样的、最不能接受的团队是怎样的，诸如此类。面试官的问话速度很快，要求的回

答速度也很快，所以要保持精神集中，思维迅速，回答简练。二面时间一小时左右。 

 

二面之后不到一星期收到终面通知，24 日，依然在朝内 188 号。第一组进去了四个，之后领导可能觉得效率太低，

改成了六个人一组。这次的面试官只有三位，旁边两位已经见过两次了，中间一位应该是资管部门的高管。进去

之后先各自自我介绍，然后非常简单地问了一下报的第一志愿是什么方向，愿不愿意调剂，还问了每个人手头有

哪些 OFFER。终面氛围比较轻松，大家也没说太多话，15 分钟就出来了。 

 

终面之后三天就出了结果，同行的小伙伴收到了实习通知，写的是之后一周的周一就去报到开始实习，但是可以

调节，说明原因就行。实习方向未定，开始实习之后应该会安排，实习时间八周，HR 之前说过春节前就会发 OFFER。 

 

小伙伴收到的当时我没有收到，小伙伴还安慰我说可能会分批发，但从之前中信建投一贯的发短信风格来看，应

该不会分批。所以我知道自己被刷了。之后几天心情也确实有些低落，一开始总是回想自己哪里表现得不够好，

之后慢慢觉得，面试官肯定有自己的考虑，他们招了自己确实最需要的那拨人，我应该感到高兴。毕竟对中信建

投挺有感情的，之前干债承的时候，带我的老板们都很好。一面那天走出朝阳门地铁站 G 口，再次看着凯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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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点怀念。 

 

总之，中信建投的招聘绵延了将近一个月，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总是有收获的。不知道上面写的够不够详细，

也不知道对来年看到这些的人是否有用，只希望大家都能拿到心仪的 OFFER 吧。 

 

第一次写面经就献给了中信建投，我只能说，这波不亏。 

4.5 中信建投深圳（广州）投行部 2015 年校园招聘面经、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4167-1-1.html  

 

楼主潜水应届生半年，几乎每次面试、笔试前都会来看面经、笔经，楼主是个感恩的人，始终希望能回馈论坛，就写一篇抛

砖引玉。 

 

关于楼主 

楼主男，本科、研究生都是 985 院校，本科专业不对口，研究生念的法硕，通过司考和部分 CPA，证券从业，银行从业等。

在某两大券商和某交易所做过实习，实习时间加起来有半年多了。 

 

关于面试 

中信建投的面试顺序是：一面——》笔试——》无领导小组讨论——》终面，整个过程在 2 天内完成，效率颇高，可能也是因

为投行的人都太忙了，没时间管我们这些虾米，不过对我这种外地的也好，节省开支。 

 

接到中信建投的面试通知的时候刚刚送走家里的老人，当时楼主人在南京，要求第二天去深圳面试，楼主在征求了几位业内

人士后果断决定前往参加。当时只是回家办事，西装、简历一概没有，中午接到通知后立即开始买衣服、打简历、订机票、

住宿，并在第二天凌晨到达深圳，在机场窝了一夜，之后直接去中信建投参加一面，带着行李箱~ 

到了之后发现清一色的男士，广州那边学校的多，像楼主这样学校是北京从外地飞过来的也有 2,3 个，但不多，楼主至今感

谢一位师兄极力劝我前往参加，没有他骂我我就会放弃这次机会，而这次机会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之后再说。 

 

那么问题来了，一面面什么？一面 5,6 个人一组，进去后依次自我介绍，之后考官会依次问每个人简历上的东西，对感兴趣

的会多问，对不感兴趣的可能就一带而过。这次一面的考官主要是由部门老总和 HR 组成，对楼主问的比较多，主要是实习

经历以及 CPA 的情况。大概 15-20 分钟就结束了。结束后通知我们中午之前会给通过一面的同学发笔试通知，楼主当时就震

惊了，还有笔试，WTF！早知道就不来了！因为虽然过了部分 CPA 和司考，但是没有特意去准备，当时都想放弃了。可是又

一想，既然来都来了，飞机票又那么贵（楼主屌丝），考就考吧。 

 

中午的时候手机叮的一声，楼主通过了一面，通知下午去笔试，可以带计算器，楼主又啥都没准备，满大街找计算器，后来

发现笔试的时候根本用不到+-+笔试的内容主要是司考+CPA+经济学的判断、单选、多选题，题目都不难，看着甚至眼熟，

但是楼主本科学得语言，功底不扎实的毛病在此刻暴露无遗。有些一看就是司考、CPA 原题中的题目现在做起来就是怎么都

不确定，只能靠楼主朴素的法感情游走在答案中。笔试完楼主决定不改签车票了，显然不可能进下一轮了。。。 

 

后来傍晚的时候手机又愉快地叮了一声，WTF，楼主考成这样居然也过了笔试，通知第二天上午无领导小组讨论。楼主立马

改签车票。无领导小组讨论是公司有 10 万元要怎么分配给公司有困难的 6 个员工，这些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楼主不是

LEADER，就提供了一些想法，也不是最后的 REPORTER，但是也过了，估计投行的面试还是看专业和能力，无领导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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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看你是不是能开口说话别招个哑巴进去呵呵。 

 

中午的时候手机又叮的一声，通知下午终面，这是楼主第一次这么近的接近 OFFER，还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投行。终面的内容

是 4 个人一组进去，没有自我介绍。面试官是部门老总+一个总部的 HR，告诉我们如果通过终面的话要进行 2 个月的实习，

问问我们有什么诉求，最快什么时候能来。其他 3 个同学也提了提自己的想法，然后就结束了，没有涉及专业的问题，没有

英语。 

 

面试总结 

1.在只是一面就要去很远的外地求职对求职者来说不确定因素太大，包括金钱、包括需要放弃其他考试，但有的时候人也需

要一种狼性，机会来了，请尽最大努力去抓住，去尝试，否则肯定会后悔。 

2.自我介绍的时候从你有的别人没有的开始说，比如很多人有 CPA，有券商实习，但是楼主有交易所的实习经历，这个很多

人是没有的。笔试不要低估自己的实力，别人不见得比你考得好，哈哈。 

 

4.6 内部员工谈中信建投（营业部）薪酬体制 

本人在中信建投工作已有几年，对公司的薪酬待遇及体制介绍如下，希望给广大应届毕业生提供参考，以免有人

走错路。 

中信建投的工资共分十档，一般应届生，刚入职享受三档待遇，大概四千多，扣完还能剩接近四千块，每年十一

五一元旦春节过节费一共 6200 元，行情好的年份年底能有些奖金，奖金安当年业绩，也就是给公司贡献的交易

佣金来分发，如果没什么客户资产的，行情好的年份年底能分个五千左右。业绩稍好些的奖金一到几万不等。 

 

刚毕业的同学进到中信建投，有一年半的新人培养期，工资享受三档，各营业部实行全员营销，也就是说无论你

应聘的是客户经理还是分析师，其实都要拉客户，而且任务量相同，新人培养期的任务较轻，基本都能完成。一

年半的培养期过后，开始转为老员工，任务是一年二十万佣金（基本要至少拉两千万的股票资产才能打出这些佣

金），如果在当地没有强大的资源背景，当下的行情很难完成，完不成的话，下一年的工资安上一年贡献的佣金

做以调整，五万佣金贡献一下，只能享受最低档一档工资，一个月扣完两千五左右，二档工资到手在三千左右，

以此类推，一般每个一段时间营业部都会下达阶段性基金销售任务，几万到十万不等，完不成的话一次扣几百到

几千，也就是说没什么资源，营销能力又一般的人，在新人培养期后，一般每月能到手两千左右。但相反，如果

很善于营销又有一定背景，那选择证券行业还是很好的，三四千万的客户资产基本就可以保证每年十万年薪了。 

 

 

4.7 上海营口路营业部 

关键字：营业部老总很抠，实习工资不给，员工奖金不给 

 

关键字的第一条完全解释了第二第三条。 

 

面试以后发口头 offer，就是让你去实习，12 月开始，到第二年的 7 月，一天 30 还是 50 忘了。 

三方迟迟不给签，没有正式的 offer 文件，实习也不签实习合同。我个人觉得是他们要在实习的时候看看你的表现，

如果不好，让你滚蛋。实习的时候听说过有人在最后滚蛋的，导致错过很好的其它的求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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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很抠！楼主实习了两个月，连一个月的实习工资都没给，后来楼主感觉自己不是很喜欢那得氛围，在没有拿

到其它 offer 的情况下找了个理由辞了。后来问实习工资，主管说总部还在做账，后来过了一两个星期，主管说没

得发了。要不是打电话那天刚好拿到其它公司的 offer，我 TM 的就骂人了。后来了解到是老总扣下的。 

 

员工奖金不给，一个员工要辞职，还有几百元的客户终端费之类的，发了辞职信之后老总估计批了辞职，但几百

元终端费不发了。辛亏他是在拿到工资以后辞职的。几百元对老总来说不多，也就够带着身边的小三去开一次房

而已。 

 

关于中信建投营业部的工资看这个贴：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78154-1-1.html  

纠正一点：培养期现在缩短为一年了，过了培养期，老总和主管都一个劲的想把你的工资扣光的！ 

 

除了老总和主管，其它同事都很 nice 啦。 

  

4.8 关于 CSC，来给大家回答下问题 

关于薪酬，在同行业中 CSC 的底薪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按城市不同，普通员工的底薪会乘以一个系数。 

我所知道的有两种系数，大城市*1，其他城市*0.76。（这是普通员工的） 

按我们当年的总部人事政策（就是所谓的 211 计划），在保护期内，也就是入职的 18 个月内全部按 1 的系数计算 

新员工的工资分档和普通员工不同，都是新人档，大约是等于普通 2 档不乘以系数的水平。 

大城市 4K2，其他城市 3K，都是 450 的午餐补助。12 个月后，会有一次调薪，上浮大概 600-800 的样子，地区不

同有所不同，会补发前 6 个月的， 

不过前段时间改制之后，常总否定了以前的 211 计划，决定实行和国信证券一样的低成本人海策略，具体薪资是

否有调整我就不清楚了。 

券商中据我了解，在省会城市中，营业部普通经纪业务人员能拿到 4K+底薪的不多。 

 

关于提成，同行业中惨不忍睹水平 

刚进去的时候据说是 8%，后来加到 10%了，可能职级越高会有增加，但那是后话了，一般情况下，2 年内资历员

工拿 500 以下提成的占多数，所以，不要对这一块抱有很大幻想，而且现在的市场环境更糟糕。 

 

关于考核，在 211 计划中，无论总部还是营业部都一样，只是总部一些高端部门，老大可能帮你解决些任务。 

前 6 个月，60W 资金量，10 个有效户（这个记不清楚了），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这个完不成没有被淘汰的危

险。 

后 12 个月，500W 资金量，20 个有效户，6W 佣金贡献，30W 基金或集合计划等产品，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每一个任务会有一个比重，这个比重是营业部老总自己定的。这个做得太差的话有淘汰的危险。 

 

大家有其他关心的可以跟帖，有时间来回答，进入经纪业务之前，请大家好好思考下是否真的愿意来做经纪业务，

经纪业务不是看上去那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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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说点个人看法，关于中信建投的 

 

我绝对不签中信建投！因为公司在诚信方面有巨大问题： 

第一，岗位。听完昨天张总的介绍，太明白了，就是要我们做经纪业务，而且是做好了就别回总部，做不好也不

用回总部。我尊重经纪业务，并相信其光辉未来，但是，你怎么就不能堂堂正正的说只招经纪业务人员呢？搞这

么多鬼名堂，还底气十足的威胁不让跳槽，你 NB，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第二，薪酬。显然在宣讲会上 75 分位的工资不是指证券行业同等职位，恐怕总部 5000，营业部 2000 的工资在算

上农民工后能到 75 分位吧？还振振有词的说想要钱来建投，搞笑！ 

还没入门就有这么多鬼事，进了你的门我岂不是死的很难看？就算最后我要做经纪业务，我也找个堂堂正正招营

业部人员的证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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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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