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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郑州商品交易所简介 

1.1  郑州商品交易所简介 

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成立于 1990 年 10 月，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首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由

中国证监会管理。 

郑商所按照《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履行职能。依据《郑州商品交易所章程》、《郑

州商品交易所交易规则》及其实施细则和办法实行自律性管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为期

货合约集中竞价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及相关服务，对期货交易进行市场一线监管，防范市场风险，安全组织交易。 

郑商所实行会员制。会员大会是郑商所权力机构，由全体会员组成。理事会是会员大会常设机构，下设咨询

顾问委员会和品种、交易、监察、自律管理、财务与审计、技术、风险管理等 7 个专门委员会。目前共有会员 164

家；指定交割仓（厂）库 292 家；指定保证金存管银行 14 家。 

郑商所内设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理事会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农产品部、非农产品部、期货衍生品部、

市场服务部、会员部、交易部、结算部、交割部、市场监察部、系统运行中心、法律合规部、新闻信息部、国际

合作部（港澳台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财务部、行政部（安全保卫部）、内审部、纪检办公室等

20 个职能部门，北京研发中心、上海服务与发展中心和乌鲁木齐服务与发展中心等 3 个分支机构，易盛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及衍生品研究所有限公司、未来大酒店和未来商业运营有限公司等 4 个下属单位。

现有正式员工 340 人。 

郑商所目前上市交易普通小麦、优质强筋小麦、早籼稻、晚籼稻、粳稻、棉花、棉纱、油菜籽、菜籽油、菜

籽粕、白糖、苹果、红枣、动力煤、甲醇、精对苯二甲酸（PTA）、玻璃、硅铁、锰硅、尿素、纯碱 21 个期货品

种和白糖、棉花、PTA、甲醇、菜粕 5 个期权，范围覆盖粮、棉、油、糖、果和能源、化工、纺织、冶金、建材

等多个国民经济重要领域。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郑商所累计成交量为 2.45 亿手，成交金额为 8.76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88%和 9.08%。 

郑商所实行保证金制、每日涨跌停板制、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实物交割制等期货交易制度。积极适应市场创

新发展要求，不断优化制度安排。 

郑商所拥有功能完善的交易、交割、结算、风险监控、信息发布和会员服务等电子化系统。会员和投资者可

以通过远程交易系统进行期货交易。期货交易行情信息通过路透社、彭博资讯、世华信息等多条报价系统向国内

外同步发布。 

郑商所注重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1995 年 6 月加入国际期权（期货）市场协会。2012 年 10 月加入世界交易

所联合会（WFE）。2019 年 3 月加入国际期货业协会（FIA）。先后与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墨西哥衍生品交易所、泰国农产品期货交易所、加拿大多伦

多蒙特利尔交易所集团、德意志交易所、莫斯科交易所等多家期货交易所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定期交换市场信

息，进一步扩大了郑商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面向未来，郑商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狠抓创新发展，强化市场监管，筑牢发展保障，努力把郑商所打造成品种工具丰富、场内场

外协同、运行安全高效、功能发挥充分，位居世界前列的期货及衍生品交易所。 

1.2  郑州商品交易所企业文化 

郑州商品交易所企业文化核心内容 

一、愿景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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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行业的风险管理平台，享誉世界的商品定价中心 

 

“领先行业”及“享誉世界”，体现了郑商所目标远大、志存高远、追求卓越的特质，表明郑商所不仅有志于成为

衍生品行业风险管理的领跑者，而且有志于成为闻名海外的商品定价中心。 

 

“风险管理平台”和“商品定价中心”，凸显郑商所作为载体，发挥期货市场管理风险、发现价格两大基本功能的

重要价值，体现了郑商所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从近期目标看，通过五年的努力，将郑商所打造成品种工具丰富、场内场外协同、运行安全高效、功能发挥充分、

位居世界前列的期货及衍生品交易所。 

 

二、使命 

 

让实体看见方向，助经济稳健运行 

期货市场的两大基本功能是发现价格和管理风险，郑商所作为期货及衍生品交易的组织者、交易平台的搭建者、

市场一线的监管者，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实体企业洞悉未来、驾驭风险、成就事业，有责任有义务助推实体经济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这既是郑商所存在、发展的基础，也是时代、国家赋予郑商所的使命。 

 

三、核心价值观 

 

崇实  守正  拓新  致美 

 

崇实： 

 

崇实是事业发展之基。郑商所人要崇使命之实，全面提升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要崇发展之实，尊重市

场发展规律，推进事业行稳致远；要崇作风之实，为人诚实做事踏实，坚韧不拔务求实效。 

 

守正： 

 

守正是健康发展之要。郑商所人要守职责之正，恪守“三公”，切实担当，促进市场功能充分发挥；要守业务之正，

坚守主业，做大做强，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守规则之正，笃守道德，遵纪守法，确保合规合法正道而行。 

 

拓新： 

 

拓新是永续发展之源。郑商所人要拓思想之新，不固步自封，不骄傲自满，与时俱进谋发展；要拓方法之新，改

革不停步，开放不止步，因势而变求突破；要拓局面之新，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开拓创新谱新篇。 

 

致美： 

 

致美是和谐发展之魂。郑商所人要致市场之美，完善产品服务，提高市场效率，谋求各美其美；要致工作之美，

弘扬工匠精神，坚持精益求精，力求尽善尽美；要致生活之美，建设美好社会，增进人类福祉，追求美美与共。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官方网站：http://www.czce.com.cn/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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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郑州商品交易所校招笔面试经验分享 

2.1 郑商所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3602-1-1.html 

 

坐标北京，地点中科大中关村校区，止步笔试，写贴求人品爆发八点签到，九点笔试，大家没必要八点之前到 

 

10 道期货常识题，行测题，英语完形填空，英语阅读，800 字议论文 

个人认为议论文最重要，今年主题是金融科技助力智慧金融发展，所以大家可以关注金融热点话题，注重措辞，

应该文采最重要吧 

祝大家一切顺利 

2.2 郑商所上海场 11.2 周六上午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665-1-1.html 

 

投郑商所是一个意外……在 DDL 截止的最后十分钟提交网申，结果第二天上午就收到了笔试通知……可能是 FRM2

级考过+有期货从业证书的原因吧==毕竟从实习经历完全看不到对期货行业的热爱…… 

笔试的地点在交大闵行区的上院，虽然是 9 点开考，但是短信通知要求 8 点到也是很迷……楼主早上六点起床，

转了 4 趟地铁，坐了 28 站才到的剑川路地铁站，骑车又骑了 20 分钟才找到考点……去签字的时候发现一水儿海

归+名校，啥浙大南大复旦上交的。郑商所的笔试环节整的特别正式严肃，不仅把手机用袋子封上，还举起来让

我们看纸质版的卷子是被袋子封好的……笔试这么多场第一次做纸质版的卷子 23333 

笔试的内容是①期货基础知识 10 道题，比如郑商所的法人是董事长还是理事长啦，哪个交易所不是期货交易所

啦，楼主本来考前还特地翻了 FRM 的笔记+郑商所网站的学习资料+期从的考试笔记，结果都没考到==②行测的

逻辑推理+数字之类的题目，不是很好做，楼主在这个上面花了很多时间④两篇英语阅读理解还蛮简单⑤一道 40

分的议论文，让你说说对金融科技 智慧金融的看法，800 字左右……楼主只花了 15 分钟的时间写了作文，一顿

狂草也就写了 400 字吧……就等于文章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了。。。。想想真的是太蠢了，没有控制好时间才会这样，

前面 60 分的题目抠了半天也不一定能全对，后面 40 分的作文大家只要写完整了应该就能有 30 分了……我这写这

么点还没写到正文估计只给了 10 分……唉真的难过，考官说晚上六点会发消息通知给每一个人，结果我等到 9 点

40，撑不住了要去睡的时候，收到了意料之中的结果，果然竞争对手都挺优秀的，果然改卷子的老师不是心软看

前面做得不错就给我面试机会…… 

应该之后再也不会申请期货类的公司+做题不记得分配好时间了  

（其实作为一只对自己定位不清楚的海归……已经找了一年工作……听说在这个网站发帖子就会收到 offer……去年

不信这个邪果然就没拿到啥好 offer……今年就当来回馈下普罗大众+还愿+给自己攒攒 RP，真的只求过年前上岸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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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真的不想再刷实习+考证书了哭哭） 

2.3 笔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331-1-1.html 

 

#求职故事#说出你的求职故事，赢千元现金奖。 

1.期货专业知识，10 题，每个 1 分。看看基础的吧，郑商网主页。2.言语，10 题，每个 1 分。3.数量，每个一分，

10 题。4.逻辑，20，每个 0.5。5.资料分析，10 个，每个 1 分。6.英语完形，每个 0.5。7.英语阅读理解，每个 1

分。8.申论：金融科技助力智慧金融高质量发展。时间很紧 

2.4 2019.11 郑商所笔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218-1-1.html 

 

跟论坛上的前辈们说的一样，笔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100 分，主要有三部分内容： 

一、行测（40 分）：包括 10 题期货基础知识，考了期货交易所的法定代表人、郑商所菜籽油保证金、期货交易所

分级结算（期货交易所对会员结算），是期货比较基础的知识；其他是行测题目，言语理解、数字推理、逻辑推理

等。 

二、英语（20 分）：16 题完形填空，每题 0.5 分；2 个阅读，每个阅读 6 道题，每题 1 分。（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菜

了，我觉得完形还是有点难的） 

三、大作文（40 分）：800 字左右，今年是关于金融科技助力智慧金融发展的。 

血泪教训：前面一定要快点写，我最后作文都没写到 800 字，太太太遗憾了........ 

2.5  20191103 郑商所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4169-1-1.html 

 

我也来分享一下，攒人品~ 

笔试就先简单说一下自己的教训吧，主要是时间没有规划好，题目真的不算难，但是量很大，所以最后作文大概

写到 600 多就到时间了。 

笔试主要分： 

1.期货基础（真的我特意翻了一遍金工课本也没啥用，考得比较实务一点，比如某产品的保证金比率这种） 

2.行测（总体不难，九成以上都能做出来吧） 

3.英语（感觉量有点多，可能自己英语不算好，完型有点难） 

4.作文 800 字（议论文形式，很久没写过了，写的挺糟糕的） 

晚上等第二天面试的消息真的好煎熬啊，将近 10 点半收到通知，心态差点就崩了。 

 

第二天上午 8 点到闵行，一面是无领导讨论，大致流程是 5 分钟读题，每人 1 分钟陈述，20 分钟讨论，3 分钟总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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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发言，没有单独提问，也没有自我介绍，总共 3 位面试官，仅在时间上提醒，其他时候都在观察我们_(:з」∠)_

我遇到的题目是区块链在金融业的应用：结算、支付、供应链金融、数据、票据，将这五种应用选出三个最有价

值的，并做排序，陈述自己这么排的理由。 

面完后告诉我们两周内有结果（无论是否通过），二面在郑州举行。 

希望自己可以通过！也祝福大家顺利呀！ 

 

2.6  郑商所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3266-1-1.html 

 

一面是 12 人无领导小组面试，今年是新零售的情景分析，大致是说一传统商超往线上转型不成功，问从影响范

围和迫切性角度分析最优先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给了五个选项，分别是自身产品和服务无个性、顾客忠诚度低、

线下配送速度慢且生鲜冷链成本高、营销效果差、传统人才队伍待调整等。 

12 个人每人轮流表达观点，然后讨论得出一致结论并由推出一名代表总结陈述。 

2.7  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6167-1-1.html 

 

郑交所面试贴不多，贡献一下力量~ 

郑交所笔试到面试大概一周时间。一面是无领导形式，讨论的问题是关于科技热点方案的排序问题，一共有 2 个

任务。我们组一共 12 个人，讨论时间只有 25 分钟，所以一是要抓住开始每人 1 分钟观点陈述部分讲清楚自己的

观点，二是过程中不要太执着，适当用眼神寻找支持者，一切目的保证最后能提出方案。最后讨论完后面试官会

cue 人（我观察是不太说话、参与度不够的同学）提出关于讨论过程及个人性格应聘优势等的问题，被点到简洁

回答即可。 

2.8 郑商所秋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3440-1-1.html 

 

昨天考完的笔试，发帖子攒人品啊！ 

笔试时间 2小时，满分 100 分，主要有三部分内容： 

一、行测（40 分）：包括 10 题期货知识，然后就是言语、数量、逻辑、资料分析等正常行测题目。 

二、英语（20 分）：16 题完形填空和 12 题阅读，难度感觉还行 

三、大作文（40 分）：800 字左右。 

 

感觉前面得做得快一些，时间还是够的，考场里好像大部分人都做完了。 

监考人员说下周通知面试情况，攒人品攒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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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郑商所笔试+一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4697-1-1.html 

 

看过相关帖子，据说招的大都 Top985 的，211 本科+中流 985 硕士，本来都不报着过简历的希望的，竟然过了简

历筛选还有笔试，也是觉得很神奇，来写个帖子攒个人品～ 

笔试（期货知识+行测+英语+议论文） 

1.期货知识 

没有基础的感觉看看期货和交易所等相关的百度百科词条，有些基本了解就可以了，考的就哪个不是期货交易所，

交易所的法定代表人，最早的期货类型之类的，反正考的就很基础。 

2.行测 

大概常识+数字+语言理解+案例分析，经历过秋招做过网测的就不算难，准备国考的就更有利了，都没有的话那

去做几套行测题或者网申几个海笔的企业，仅做参考。 

3.英语 

1 完形填空+2 阅读理解 

大概四级难度，离六级水平还差很多，但完形填空嗯你们懂的，反正正常做就可以了。 

4.议论文 

考的科技助力智慧金融，平常多关注大趋势，不过感觉作文写得有逻辑结构完整字数够就好了，上午 11 点考完

晚上 10 点出通知，感觉应该不会仔细看的。 

前三个部分尽量做快一点，不要过度纠结。我大概 1 个小时 15 分钟左右做完的吧，因为我写作文超级超级慢。 

本来说下午 6 点之前出结果，最后 10 点左右短信通知，不过也能理解人工改卷确实费时间。感觉笔试大概淘汰

了一半左右的样子。 

面试： 

一面就是平常的无领导讨论，话题会偏金融，区块链在金融的应用，五选三然后排序，区块链今年热门话题。5

个面试官，讨论完后面试官会提问题，会提问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比如在期货交易所或者证券交易所实习过就会

感兴趣些，或者你的申请信息里有他们感兴趣的地方，面试官还是知道你是谁会看你的简历的和填的申请信息的。 

反正就看缘分吧～哈哈哈～只是不知道最后过的是不是都是 Top985 或 Top 海外院校的～ 

秋招写的第一篇经验贴～祝看到的同学们都能收到满意的 offer～明年顺顺利利毕业～ 

2.10 郑商所综合经验（2019）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0138-1-1.html 

 

整体流程为网申，线上测评（性格测试），线下笔试，第一轮面试（线下笔试当天晚通知，次日群面），第二轮面

试（多对一终面）。 

 

1.笔试 

      多地可选择，例如郑州，上海等。内容包括专业知识（期货类）常规行测英语（完型阅读）800 字作文（金

融科技主题）。感受是时间紧，任务重，作文需点滴积累，时间需仔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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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领导小组讨论 

     无自我介绍，无需简历，纯无领导讨论。主题是区块链应用方式排序（似乎很偏爱这类排序题）。群面以和谐

为宜，排序题 构建排序标准框架 较为推荐。群面书籍可阅读 case in point。 

 

3.终面 

    地点在郑州期货大厦，报销路费，一日住宿，另有餐补。形式是多对一领导们单面，事实上只有一位领导发

问，没有英文面。问题为优势劣势等。气氛略压抑，时间略短促。非要说有什么技巧，只能说把 3W 准备好，以

及几个贴合岗位的个人故事，以 STAR 原则讲出，适不适合郑商所，还布吉岛，看有没有后续喽。 

        攒人品，求 offer！ 

2.11   2018 郑商所春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4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9521-1-1.html 

 

就我经历的春招面试流程记录一下，来给后来的同志们做参考：1.网申：网申筛简历的时候会看第一学历，我认

识的本科学校不是 211 的好像都没过简历。。。 

2.笔试：网申过后大概两到三周收到短信说在郑州笔试，笔试内容是一小部分期货知识，剩下大部分是行测题，

还有一个 800 字的作文题。题量很大，时间只有 90 分钟，很容易不够用。 

3.第一轮面试：参加笔试的都可以参加第一轮面试，面试形式是无领导的群面。 

4.复试：初始完一周左右收到短信，进入复试，复试一共两轮面试，一轮多对多的英文面试，面试官会先让每个

人轮流做自我介绍，然后用英文对每个人提问（可能会问到期货的专业知识）。 

还有一轮多对一的结构化面试，问一些基本情况（可能会问到你所学专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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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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求职推荐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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