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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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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的本义。 

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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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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星集团笔试 

2.1 一个 2020 暑期投资岗的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1811-1-1.html 

 

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好难啊。。。应该是我目前做过最最最难的笔试了，感觉很多题都无法从选项里选出正确答案

导致我一度怀疑起选项的正确性。。。 

基本分成三块，语言+数字+图形。每部分 10 分钟，一共 10-11 道题，加起来 30 分钟应该足够了。每道题都固

定的时间，90s，60s，45s 之类的都有。之前做过招行类似的笔试，应该是一个题库的，但是难易度完全不是一

个等级。。 

语言就是逻辑推理、成语填空什么的。计算题就是图表类的计算题，图形推理我遇到了很多完全没有头绪的，总

而言之一首凉凉送给自己。 

笔试是要开摄像头的那种。题库是北森的，over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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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投资岗二笔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4869-1-1.html 

 

昨天做了二次笔试，题目内容：10道单选题+5道案例选择题。 

10 道单选题中 5道题目是 CFA内容，5 道 GMAT题目。CFA涉及看跌期权，协方差，股份支付等。 

案例题目主要是跟 CFA 和公司金融相似，计算题目 3 道，主要就是融资综合成本、实际股权收益税率、股利支付

的相关计算。 

总体难度有点大，分享下经验，希望能够通过。 

祝大家好运。 

 

 

2.3 2020 复星投资岗暑期二轮笔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4924-1-1.html 

 

楼主刚刚做完复星 2020暑期的二轮笔试，来分享下题型。（也不攒人品了楼主答的极差） 

一共 35 分钟，10道选择+一个案例分析（5 道选择） 

一共分了 3页纸，第一页 8道，第二页 2道，第三页是案例后面跟了 5道。 

题型 GMAT加 CFA（楼主没考过 CFA 但看过 CFA的题感觉差不多） 

知识点都是公司财务的知识，考了 after tax cost of debt, two stage common share price, 已知 dividend, 

dividend growth, stock price 求 r 

ROE,ROA 财务杠杆杜邦分析。 

GMAT考了假设，削弱，支持，还考了个 GMAT语法。 

祝大家好运！ 

 

 

2.4 2020 暑期投资岗专业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4964-1-1.html 

 

我感觉题库好像很多，我没看到和其他人有一样的知识点。题型大家说的已经很详细了，一共十五道选择题，5

道 CFA，有加速折旧，流通股啥的；然后是 5 道 GMAT，没看到语法题；最后是一个 5 题的案例分析，长的要死，

我答的好菜，基本并不知道它在问什么，是一个分析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的案例。 

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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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1 届复星集团通用管理星冉职位测评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5445-1-1.html 

 

好像没有很详细的，我来码一下，新鲜出炉 hh 

①登录 

不是点进去就到了测评页面的，要登录，选忘记密码，然后会发一个邮件到申请的邮箱，可以设置密码，然后登

录，测评的邮件里也有详细写 

 

测评由两部分组成，包括文化性格测评&行测 

②文化性格测评 

进入按钮在左边那一列 

真的很有意思，比常做的性格测评有趣，而且真的会自己排偏好，感觉更了解自己了 hhh，但是组成部分比想象

中多一点 

这一部分结束就有报告，可以查看以及下载 

③行测 

 

进入按钮在右边申请的那一行，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有点难找= =），点击申请后面的感叹号按钮就可以进入 

三部分，每部分 12 题，每题限时 1min，分别是语文、数字计算及推理、图形推理，题库是菁客，好像尼尔森也

用这个 

测评后，会整合到性格测评的那个报告里面，多了一行问题解决能力的得分表述 

 

以公众号&官方群为主 

许愿明天面试（另一家）顺利 T T（日常迷信）大家秋招也加油（￣︶￣）↗  

 

2.6 2021 星冉通用管培生笔试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7837-1-1.html 

 

9.18 投递，9.25 收到 OT，需要 5 天内完成，刚刚做完来回馈论坛，希望对大家有借鉴意义！菁客系统的测评，

一共两个部分： 

 

 

Part I：性格测评 

需要对很多标签进行重要、中立、不重要的排序，之后分别对当时选的重要和不重要中，选出三个认为最符合个

人特质的。给出的标签很多，这部分还挺有意思的，尤其是排序，花了不少时间。对了，还有一部分是写出 motto

哈哈哈 

 

Part II：行测，共 3 个部分，每部分 12 题，每题 1 分钟单独计时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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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语言，第二部分是数列，第三部分是图形推断。个人感觉前两部分还好，图形推断有几道不是很确定，

不过大部分题目 1 分钟时间完全足够，总体来说难度不大。 

 

做完后可以看到菁客生成的一个报告，楼主问题解决能力拿到了优异，应该得分还不错。总体来说感觉性格报告

和本人特质还是比较符合的~ 

不过答完后收到了回复邮件，说“申请已成功提交，如果简历通过筛选会及时联系”，所以说应该还没有开始筛简

历...希望可以收到后续！！ 

serenatongweilin 发表于 2020-10-13 15:26 

请问楼主收到第二轮测评了吗？请问是什么题型啊？ 

 

二轮测评通用岗是十道英语逻辑题，题干较长，题型类似 GMAT 逻辑，总的来说时间够用！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17389278&ptid=228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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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复星集团 2020 校招笔试【详细整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8293-1-1.html 

 

OT 测出来是优异，重复的题真的非常多！建议大家去淘宝上买点题库刷刷（都是他们做题时录的视频）。但是也要自

己斟酌答案，因为视频里很多答案都是错的。下面是我自己整理的一些题，供后来人参考~也给自己攒 RP 啦~~祝大家秋

招顺利！ 

 

【语文】 

1. “数字”之于“”，就像“”之于“图形” 

符号，圆形 

2. 选不同：紫红 砖红 洋红 嫣红 粉红 

选嫣红，因为其他都是化学推断中的颜色 

3. 选不同：和蔼，矍铄，隽永，慈祥，睿智 

选隽永（艺术形式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深沉幽远，意味深长，引人入胜），其他几个都是形容人，矍铄（老年人身

体好，精力旺盛） 

4. 选不同：夸耀，勾结，果断，武断，狡猾 

选果断，其他都是贬义词 

5. “过滤”之于“”，就像“”之于“庸才”？ 

（纯净，低能）（步骤，管理）（杂质，选拔）（提取，辨识）（筛选，发现） 

不太确定？视频里选的是第一个 

6. 选不同：沉着，放松，安静，平静，镇静 

安静 

7. “原谅”之于“”，就像“”之于“溺爱”？ 

（纵容，关怀） 

8. “喜爱”之于“崇拜”，就像“表扬”之于“ ”？ 

歌颂 

9. “工艺”之于“精湛”，就像“机关”之于“”？ 

巧妙 

10. “草木皆兵”之于“”，就像“”之于“愤怒”？ 

（怒发冲冠，惊恐） 

11. “沉重”之于“深沉”，就像“洁净”之于“”？ 

清爽，整齐，纯洁，干净，沉闷 

视频里选的干净，我觉得选纯洁，因为深沉和纯洁都是带升华意味的形容词 

12. “疾病”之于“症状”，就像“心情”之于“”？ 表情 

13. “懦弱”之于“随和”，就像“孱弱”之于“”？ 娇小 

14. “勇敢”之于“？”，就像“?”之于“广阔”？ 大胆，宽阔 

15. 找不同：供销，购买，销售，推销，采购 

 

【数学】 

16. -1，2，6，8，4，（） 

不会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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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5”之于“120”，就像“7”之于“？ 

答：336.  5^3-5=120, 7^3-7=336 

18. 63，31，15，（），3，1 

7 

19. 60 秒答题：加工一批零件，甲单独 3天完成，乙单独 4天完成，两人同时加工，完成任务时甲比乙多 12个，这批

零件共有多少个？ 

视频里错的，应该是 84，假设共有 X 个，甲速度 X/3 乙速度 X/4，一起加工就是 1/(1/3+1/4) 

20. “8”之于“66”，就像“11”之于“”？ 123 

8^2+2=66   11^2+2=123 

21. “1.02”之于“3”，就像“1.7”之于“”？5 

选 5。因为 1.02*3=3.06 四舍五入为 3，1.7*3=5.1 四舍五入为 5 

22. 0.25 之于 0.48 就像 0.36 之于（？）  0.59 

其实就是做差 0.23+0.36 

23. 最不相同：27/4,  26/3,  245/15,  7/2,  52/13 

应该选 52/13因为这个可以整除，视频是错的 

25. 甲乙两地相隔 5km 的大河，从甲到乙顺水，船速 2km/h，所用时间为 A，从乙到甲，船速 3km/h，水流速度为 0.5km/h，

所用时间为 B。A和 B大小判断？ A=B 

船速不包括水流速度，所以实际速度从甲到乙、从乙到甲都是 2.5km/h 

26.  比大小：A 甲 3 天完成某工作的 2/5，完成此项工作所需天数；B 乙 4天完成某工作的 4/7，完成此项工作所需

天数   

A>B 

27. 一名月薪 4000 的销售，月销售额 10万；一名月薪 15000 的销售，月销售额 45 万；两个投资回报率比较？ 

视频选的 A>B？！应该是后者吧，投资回报率=利润/总成本，第一个是 24 倍，第二个是 29倍。 

28. 选不同：24，12，62，33，63 

选 62，只有 62不是 3的倍数。 

 

【图形】 

图形题都是层叠消融一类的玩法 

也有数图形中的点数、个数之类的 

 

祝大家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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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复星 2020 校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8336-1-1.html 

 

很晚才做完笔试，是菁客的题库，总体比较简单，但还是没有拿到优异，不知道能不能 pass 了 

拍了两道不确定的图形题，想向各位请教下，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思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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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笔试二测 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9853-1-1.html 

 

题目全部都是英文的，全程 35 分钟。前几道题是简单的 cfa 考题，中间几道是行测题，最后是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比较难，没做出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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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2021 秋招二笔复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718-1-1.html 

 

1.我是在手机端做的。移动端有定制界面，前 10 道选择题是一题做完了才能做下一题，不可以倒回去；Case 题

是一个页面里同时出现 case 和 5 道选择题。字体大小还是很合适的~ 

 

2.前五道题是 CFA，大概记得考了 capital allocation line、算 financial leverage、哪种 dividend最有可能提高 wealth，

其他两题不记得了，大概只有一题计算，四题都是概念性的题目。考点的话，我感觉我的题偏 corp fin。 

 

3.6-10 题是 GMAT，没有语法题，全是逻辑题。这是我第一次做 GMAT……感觉就是单词不难，但是看选项有种每

个都好有道理的感觉 T T 

 

4.11-15 是 case 的选择题，我感觉挺难的，和其他帖子说的一样，是 cfa level II 的内容，corp fin 相关，有图表

和大段文字，大概问了怎么计算 FCFF，哪种估值方法最合理什么的，我实在不会做，瞎猜了两三题吧。 

 

5.时间应该是够的，我前五道 CFA 题做得比较快，然后给 case 大概留了接近 18 分钟吧（事实证明没有啥用啊，

该蒙还是靠蒙……） 

 

感觉自己希望渺茫，但祝大家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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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复星投资二笔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719-1-1.html 

 

踩着 ddl 答完…… 

GMAT 遇到了 18 年 OG 原题,基本都挺简单的不需要另外复习 

CFA 的话考到了 margin call，一些基本概念，wacc；我考试的时候忘记检查了，不知道选没选对，考完自己又重

新算了一下正确答案，忘了自己当时选的答案是哪个了崩溃…… 

案例题好难，CFA 二级的案例，具体是财报方面的内容，我正在备考 CFA 二级但是网课财报才看了一半，所以答

得是一脸懵逼……不知道正确率多少能过，我感觉自己已经错了 3 道题了好难过，（这次考完下决心开始好好看

CFA2 级 

 

一些 tips： 

大家答的时候不要急着翻页，一定要检查一遍，这个翻页了就不能回看了，第一面题比较多一定要多看几遍！ 

case 的话除非你刚考完 cfa2 级或者正在备考，不然真的难度挺大因为很多知识点记不住，我 case 部分花了 18

分钟只出来 3 题，不知道对错 

 

 

希望大家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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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复星二笔综合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724-1-1.html 

 

看了各位大神的综合复星二笔，翻出了 CFA1 级 2 级的知识点和习题看，但是还是没答好……bad debt expense

那个知识点我没有找到，它说的是 write off/accounting receivable 三者关系，我还是不会…… 

总结一下下二笔吧，一共 3 个部分，分三页，点击下一页不可以退回上一页 

1. 5 题 cfa,3 题 gmat cr（cfa: efficient frontier/WACC 变大变小，abs 属于什么种类的资产，我写的是 vehicle……，

我？？？想起 REITS) 

2. 2 题 gmat cr,楼主看了第一题，蒙了一个，我最最最不擅长 gmat cr 对它和 GWD 有大学阴影） 

3. case 我和大家好像都不太一样，好像是卖 yacht 的公司股利政策和资本结构的问题，还有个 staggered board

那个题，答案好像是图片没显示出来啊！！！！那不是送分了 

 

楼主自己哭去了，下届同学可以看看 

或许能积攒点 rp，能去复星公司总部康康，GOOD LUCK 

 

2.13 复星二笔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732-1-1.html 

 

压着 ddl 做完二笔 来攒攒 rp 造福明年的小朋友~ 

三部分 cfa+gmat+案例，都是选择题，一共 35 分钟 

分成三页，注意每一页跳转后不能返回上一页，有不确定的务必在翻页前检查 

 

第一部分考了 margin call，after-tax cost of debt，两个 r(e)比较高估/低估，correlation 

第二部分 cr 题目 

第三部分主要是对 earnings management 的一些讨论，给了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2 个计算三个分析吧（楼主给

第三部分留了 15 分钟，读题+完整读 case 大概 5 分钟，感觉时间是够的，但计算有点没想好该怎么算） 

 

总体做完感觉一般，但还是很希望能进入下一轮啊！ 

秋招的铁子们一起加油！ 

复星集团, 笔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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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笔试二轮测评【通用管培】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740-1-1.html 

 

踩点做完了英语测评，感谢论坛小伙伴们的经验~ 

因为完全没接触过 GMAT，所以考前专门练了 GMAT 的逻辑题，事实也的确是小伙伴们所说的，30 分钟 10 道英

文题 

总结了一下基本就是逻辑题的类型，削弱、假设、推论、支持这几种，没做过的小伙伴可以找找网上 GMAT 逻辑

题练练以及解法 

最后两题一题是黑体字，问在论证中的作用；最后一题的同义替换 

好好读题，能理解题意，一般做下来问题不大 

希望大家有好结果~ 

 

2.15 复星财务岗二笔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488-1-1.html 

 

35 分钟 5 道 CFA5 道 GMAT 的 CR 

还有一道案例题 里面五道选择题 

对我来说案例题真的好难 没学过 CFA 真的头疼 

觉得最简单的是 CR 感觉自己投错了岗 

应该把管理作为一志愿的... 

开始的五道 CFA 题干短 考的也比较基础 

案例题一定要给自己留够足够的时间 文字很多 

就这样吧 攒攒人品希望自己有个机会～ 

 

2.16 做完 2021 投资星冉二笔了攒 rp 写一写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9971-1-1.html 

 

一共 35 分钟 3 页，必须一页做完才可以点开下一页 

- 第 1 页共 8 题：前 5 道非常基础的金融题，我做的有理论和简单的计算。后面三道 gmat 逻辑题，说实话我这

个从来没有考过 gmat 的人觉得不算特别难，题干不长，也不算绕。可能运气比较好抽到的题不算难～～ 

- 第 2 页 2 题：依然是 Gmat， 我觉得真的可能算 gmat 里面比较简单的题？不算太难 

- 第 3 页一整道大题，感觉是 cfa2 级的题，其中有五个小题，题干巨长，建议可以先做计算，计算看图表就可以

了，文字题的话看命吧，做完计算有时间再去读题目做文字理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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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伙伴加油～ 希望攒好 rp 收到面试 TT  

 

 

2.17 复星 2 笔——有点难啊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697-1-1.html 

 

2 笔，答完了攒个人品，基本是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简单金融题，简单的没法说，做不对属于对不起老师了 

第二部分是 GMAT，没做过，按阅读理解做了，也不知道到底能对几道 

第三部分是案例分析，CFA2 级这部分有点难，而且忘得都差不多了 woc 

案例分析，分析一个澳大利亚（IFRS）的 IS 和 BS，计算 cash collected from the customer，先拿 OCF 做了，结

果发现根本对不上 

后来反应过来了，做了很久 

然后还有啥 policy 变化以后怎么样影响 CASH，忘得一干二净 

然后还问了几个东西变了以后对 ROE 啥的影响 

我没想到会考这么细啊 

5 个选择题，做出来 4 个，最后一个最后一秒改了，也不知道改对了还是改错了 

2.18 复星二笔经验+考点复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553-1-1.html 

 

刚刚做完二笔，来分享一波经验攒人品~ 

 

楼主做到的题目是 CFA+GMAT+案例，其中： 

1、CFA 部分：有考计算的，有考概念题的（基础概念），总的来说计算题不算难，但是可能因为学了太久了，几

乎都忘记了。。。选了选项之后并没有把握作对； 

2、GMAT：楼主没有遇到语法题，全部都是逻辑题，建议大家多看看 GWD，感觉 OG 活着 PREP 上的题目不多，

大多是 GWD 

3、案例：楼主有一门课跟这个案例用到的知识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因为太久没接触都有的忘光了。。。想哭。案例

题出题顺序就是按照文本顺序走的，前面两道题是根据材料文字部分回答问题，后面三道是计算，基本就是估值

的知识，重点关注下估值中 interest expense 和 tax expense 是不是要算进去的问题；最后一道计算题计算过程单

纯依靠手算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不能适用计算器，但是就算用了计算器估计也得算一会），所以大家随缘就好，

楼主做完之后自己又算了一下，发现最后一题蒙错了。。。。 

 

总体感觉就是：答完以后知道考的什么知识，但是当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而且时间很紧，蒙的题还都蒙错，心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697-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55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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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页 共 30 页 

里非常没底。。。 

 

希望自己能进面试啊啊啊啊！想去复星！毕竟今天两场笔试，复星复习的超级认真，另一场马上就要考了还没开

始准备。。。 

祝大家都找到心仪的工作！ 

第三章 复星集团面试 

3.1 复星财务面试分析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4282-1-1.html 

 

内容我就不说了说一下流程 

1、小组面，一个房间分两个组，各自讨论一个小的案例，20 分钟，然后各自 5 分钟 pre, 再 10 分钟互项 q&a,

最后英文评价某个人 

2、我们 10 进 5 进了第二轮，1 个小时做一个公司估值，做 ppt, 然后进入小房间二对一单面，自我介绍，案例展

示，简历提问。本来做 case 的时候说用英文展示，但是面试我的那个房间最开始进去就让我全中文了。 

 

 

3.2 投资分析初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7120-1-1.html 

 

群面 10 人分两组 

20 分钟讨论 case(背景复星医药与德企合作新冠疫苗研发制造商业化，问合作的战略目的、新形势下复星医药如

何应对) 

5 分钟派代表 pre 

10 分钟互相 qa 

之后每人用英文评价组内一名队员 

 

3.3 复兴投资面经 &谈一谈感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7170-1-1.html 

 

刚结束了面试特别累，bear with my 凌乱的语序。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4282-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7120-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717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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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页 共 30 页 

面试分群面和 case study。群面大概 5 进 1 的比例。非常高兴一路走到了终面。 

 

终面面官一直鼓励我，也说我做 case 做的很好。也给我职业规划做了建议。我个人偏好医药组/新经济行业，但

面官是金融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感觉面官也挺想要我的。面官也说选好 focus 也很重要，建议我还是坚定

自己想法，因为未来的人脉与行业 insights 会有很大差别（其实我特别想去复兴，行业都无所谓了哈哈哈）。hr

会在旁边辅助，也很耐心。 

 

总之，复兴给我的感觉 特别特别温馨。没有上海一些公司 那种盛气凌人的感觉。 

 

anyways 最后希望能拿到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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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星冉投资岗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9038-1-1.html 

 

小组群面 30min+case 面 1hr+主管面 30min 

 

（1）小组群面 

十来人一起，就我观察 10~13 都有，分成两组 

讨论 20 分钟，各组选一个人 report，然后互相问问题，最后用英语评价旁边人的表现 

题目是复星医药和德国药企合作开发疫苗，两个讨论问题 

个人总结：首先题目能讨论的比较多，楼主觉得关键是要有框架性，然后尽可能多想一些点，全面的同时要有亮点 

面试官会转来转去，看你的表现。但是两个组在一个屋里讨论，整体比较嘈杂，所以个人认为面官的观察不会很全面和细致，万一

你发言的时候他们没有在你附近，有可能就错过了你的亮点。所以需要斟酌一下要不要争取当做 pre 的人，多一些表现的机会，这

个下面会着重说一些经验。如果你没有当做 pre 的人，那就需要积极提问（越早问越 flexible），积极回答问题，当然这个过程中注

意不要太 aggressive，打断别人、抢话什么的肯定不行。 

我从过小组面总结了一些经验，不一定准确。我们组是 13 人，差不多各一半，一边进了 4 个人，另一边只进了 1 个是做 pre 的同

学。所以我猜想有种可能是，整体表现更好的那一组会多进几个，表现相对一般的组会进做 pre 的那个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就需要斟酌清楚。我的感受是，我们组做 pre 的同学非常优秀，把我们想到的所有点都冷静清楚地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整体表现

较好。对面组有几个很厉害的同学在问答环节说的很好，但他们比较谦让没有主动做 pre，他们组的 pre 就相对较为简洁。所以小

组讨论过程中需要选一个最合适的 reporter 去做 pre，而如果你觉得对你们组的讨论结果不太有信心，那就争取做那个做 pre 的人

吧。 

 

（2）case 面 

一个是否做出投资决策的 case，可以用电脑做 PPT 也可以在纸上绘制，一个小时 

关键还是看逻辑和思考 

然后需要细心 

 

（3）主管面 

其实就是拿着上一轮做的 case 去讲述 主管会再针对性问几个问题 

然后 hr 会问几个结构化的问题 有可能需要用英语回答 

 

总体感觉面试的安排是难度适中、环节合理的 

各个面试官也都非常 nice 和敬业 

楼主在 case 中犯了个计算错误不知道是不是影响很大（哭死）…… 

所以写点面经攒攒人品 希望能有个后续呜呜呜 

 

最后的最后 

秋招的铁子们一起冲啊！ 

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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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财务星冉高管终面经验分析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1725-1-1.html 

 

没有专业问题，经历问的也很少，主要围绕你了解复星吗展开，高管说得比我多，都是在介绍复星介绍岗位上面，

还提到说在复星有很多资源，没有人会教你，会给你安排你做什么做什么，所有的都需要你自己去争取资源，自

己去完成。 

 

3.6 复星 星冉财务管培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6532-1-1.html 

 

一面-群面，5 人一组，共两组，20 分钟讨论，5 分钟选一个人 pre，10 分钟两组互相提问，最后每个人可以英语

选自己/在场任何一人对本场面试进行评论。最后大概 10 进 3。我看了一下二轮 case 大概 12 个人，下午有两场

估计总共 24 个人吧。 

有一段话是豫园商城 blabla，十一黄金周各个商家都想要增加销量什么的。题目是对于豫园商城，在旅游业复苏

的背景下，双十一如何将产业资源整合在一起什么的。主体是豫园商城反正。 

二面-case，英文，做 1 小时，可以用电脑不能用手机，一个 case，题目是 A 城有一个搞牙齿服务的商家，想要

在 2021 年上市，问 复星应不应该给它投资？下面有一段文字简单描述，以及非常多图表，图表包括简单的资产

负债表，市场规模，这个企业的业务增长情况，利润表之类的，总共 8 个图。 

三面-case pre，英文，讲完面试官会提问，2 个面试官，单面。针对你说的 case 你怎么得出一些数据之类的。然

后 hr 也在旁边会对你的简历提问，问我的是为什么投了财务岗，在复星实习的时候觉得复星哪里好，哪里不好，

考过什么证书，为什么我有两个硕士学位，我做的创新创业大赛是怎么回事，未来希望在哪里发展，职业规划，

在复星实习的时候做了啥，秋招投了什么企业，都给 offer 的话我会去哪里。 

终面- 过了两周之后突然又收到了电话，进行一个大概半小时左右的面试，本来说是业务面试，实际上是简历面，

问了“教育经历”“为什么住外面”“秋招投了什么/地点怎么选”，比较专业的问题是两个“最近关注了什么金融热

点”“蚂蚁集团延缓上市的事情怎么看”。整个气氛非常无敌轻松愉悦，不知道是不是笑面虎的情况，等结果中，希

望能有好消息。最后听说复星给应届生的薪酬待遇其实一般，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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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复星星冉面试-HR 练手场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8621-1-1.html 

 

12 月或者 11 月底才收到星冉面试的朋友们！快逃！ 

HR 非常不专业，结合答主连两轮笔试都没做过的经验来看。 

应该是 HR 练手面试，甚至连场次都记不太清楚。 

答主本来是想着白捡一场面试还能练练现场估值的 Case 群面，冲着 Peer 的质量来的。 

没想到啊没想到。全场能搜出领英 profile 的人屈指可数，两三位大兄弟应该进场的时候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答主

也应该在没有自我介绍的时候意识到的哈哈哈。 

想要练群面的朋友来，可千万别被欺骗感情了。 

 

第四章 复星集团综合经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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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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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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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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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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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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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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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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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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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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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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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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127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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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页 共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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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版，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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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届同

学求职推荐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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