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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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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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简介 

1.1 概况介绍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601995.SH，3908.HK）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的投资

银行。凭借率先采用国际最佳实践以及深厚的专业知识，我们完成了众多开创先河的交易，

并深度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与客户共同成长。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的国际一流投行，

并成为未来金融体系的核心参与者。 

 

自 1995年成立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多元化的客户群体提供高质量金融增值服务，建立

了以研究和信息技术为基础，投资银行、股票业务、固定收益、资产管理、私募股权和财富

管理全方位发展的业务结构。 

 

凭借深厚的经济、行业、法律、法规等领域的专业知识，我们优质的服务获得了广泛认可。

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始终是我们的核心理念之一，我们期望为社会创造长期价值，以行业

高标准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2015年，中金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2017年，中金公司与原中国中投证券

的战略重组完成，本次交易使中金公司规模显著扩大，实现了对大、中小企业及机构、个人

客户更为深度的覆盖，构建更为均衡的一二级市场业务结构。2018年，中金公司成功引入

腾讯作为战略投资者。2020 年，中金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 

 

中金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中国大陆拥有多家子公司，并在上海、深圳、厦门、成都、杭州、

济南设有分公司。此外，我们在全国拥有 200多个营业网点。公司亦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在

中国香港、纽约、伦敦、新加坡、旧金山、法兰克福、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设有分支机构。 

 

秉承“植根中国，融通世界”的理念，通过广泛的业务网络及杰出的跨境能力，中金公司将

持续为客户提供一流的金融服务，协助客户实现其战略发展目标。 

1.2 2021-2017 年发展里程碑 

2021 

 取得商品期货做市、股票期权做市、国债期货做市、代客结售汇试点等业务资格。 

 受邀加入国家“碳中和行动联盟”并担任首批常务理事、首届监事，成为碳排放权指数报

价团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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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质性完成财富管理业务整合工作，实现系统、人员和法人的全面整合。 

 推动区域化布局，完成重庆、东北、江苏分公司设立。 

 中金日本办公室获日本关东财政厅颁布的第一类证券业务牌照及日本证券交易商协会

会员资格，并正式开业。 

 完成年度最大规模 A 股 IPO、首单主板红筹回 A 项目——中国移动主板 IPO。 

 完成十年来最大规模 H 回 A 项目、首单央企美国退市回 A 项目——中国电信主板 IPO。 

 完成年度科创板最大融资规模 IPO 项目——百济神州科创板 IPO。 

 助力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发行首批地方政府离岸人民币债。 

 作为唯一中资机构参与亚投行可持续发展债券发行。 

 助力国开行首次面向全球投资者发行碳中和金融债。 

 完成中金普洛斯仓储物流、浙商沪杭甬高速公路等国内首批公募 REITs。 

2020 

 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展结售汇业务经营资格。 

 获得证监会批准试点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资格。 

 获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批准试点开展利率期权业务资格。 

 获得证监会批准并表监管试点资格。 

 中金公司日本展业平台中国国际金融日本株式会社完成设立。 

 中金公司与腾讯合资发起设立的专业技术子公司金腾科技信息（深圳）有限公司完成设

立。 

 获得上海期货交易所批准开展热轧卷板期货做市商业务。 

 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展代客外汇业务资格。 

 获得上海期货交易所《关于向上海期货交易所申请商品做市能力证明函件的说明》能完

成做市品种基础双边报价义务资格。 

 中金公司第二家私募基金子公司中金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设立，是中金在上

海全资设立的私募基金子公司，服务长三角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战略。 

 中金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定位于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新型高端智库，支持中国公共政策

研究与决策，参与国际政策讨论和交流，并为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建言献

策。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Singapore) Pte. Limited 正式成为新交所交易会员。 

 完成中国财政部 60 亿美元和 40 亿欧元国债项目。 

 完成年内最大规模金融债项目——中国农业银行 850 亿元人民币 2020 年无固定期限资

本债券发行。 

 完成年内最大规模银行二级债项目——中国银行 750 亿元人民币 2020 年二级资本债券

发行。 

 完成年内最大规模科创板 IPO 项目——中芯国际科创板 IPO。 

 中金香港资管首发中金港元货币市场 ETF（港元柜台代码 3071.HK）。 

2019 

 成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服务机构。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信用保护合约核心交易商资格。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基金主做市商业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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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与腾讯控股间接持有的全资附属公司腾讯数码签订股东协议，拟成立一家合资技术

公司。以数字化和金融科技能力推动中金财富管理业务加快转型及实现规模化发展。 

 财富管理版块全面整合，完成了“中金财富”的品牌统一和业务管理上的深度融合。 

 获得中国证券金融公司批准开展科创板转融券业务。 

 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商品期权做市业务。 

 获得深交所股票期权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格。 

 完成中金公司（3908.HK）约 25 亿港币 H 股增发。 

 完成年内科创板最大规模 IPO 项目——中国通号 105 亿 IPO。 

 完成年内最大规模民企科创板 IPO 项目——金山办公科创板 IPO。 

 完成中国财政部 60 亿美元和 40 亿欧元国债项目。 

 完成年内最大规模 H 股项目——阿里巴巴 130 亿美元。 

 完成市场化合理定价 H 股回 A 股项目——中广核 126 亿元 IPO。 

 完成年内最大规模 A 股再融资项目——浦发银行 500 亿可转债。 

 完成年内最大规模 A 股 IPO 项目——邮储银行 327 亿元 A 股 IPO。 

 完成年内全球最大规模优先股项目——中国银行 1,000 亿元优先股。 

 完成截至当年中国银行间市场有史以来最大单笔债券项目——农业银行 850 亿永续债。 

 完成香港市场上第一支主动管理 ETF——“工银中金美元货币市场 ETF”在香港联交所上

市发行。 

2018 

 完成年内最大可交换债——中国石油公募可交换债券。 

 完成年内最大私募双创可转债——君实生物转债。  

 完成年内最大新加坡 IPO——砂之船 REITs 上市。  

 完成首单挂牌法兰克福交易所和中欧交易所债券——成都兴城欧元债。  

 达成首批新版标准债券远期交易（全市场第二单，五年期合约全市场第一单）。  

 获得证监会批准开展跨境业务，是第 5 家获得证监会跨境业务试点资格的证券公司。  

 完成年内最大 A 股 IPO——工业富联 A 股 IPO。  

 完成年内最大的科技企业私募融资——蚂蚁金服 C 轮融资。  

 完成年内最大 A 股再融资——农业银行 A 股非公开发行。  

 完成年内最大中资海外 IPO——中国铁塔 H 股 IPO。  

 首批获准成为场外期权业务一级交易商。  

 完成年内最大储架央企供应链金融 ABS——中铁置业供应链金融 ABS。  

 完成首单法兰克福 D 股 IPO——青岛海尔 D 股 IPO。  

 完成截至 2018 年中国最大规模的美元主权债券——财政部主权债券发行。  

 中金香港证券获得 AIX 交易会员资格，成为 AIX 第一家国际会员；并成为第一家在 AIX

为哈萨克原子能公司做市的国际做市商。  

 完成年内最大的金融企业 A 股 IPO——中国人保 A 股 IPO。  

 完成年内境内市场最大的类 REITs 产品——苏宁云创资产支持证券。  

 完成年内最大交易所创投债——苏州元禾公司债。  

 完成首单“新三板+H”IPO——君实生物港股 IPO。  

 中金英国成为伦敦交易所全牌照会员，并第一个获得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英国跨境转换

机构资格。  

 首批收到证监会机构部颁发的扩大信用衍生品卖出业务范围至交易所市场信用风险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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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工具以及监管认可的其他信用衍生品的无异议函。  

2017 

 完成收购中投证券 100%股权。 

 收购美国金瑞基金多数股权。 

 宣布引入腾讯为战略投资者。 

 在美国旧金山设立办公室。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CICC Capital (Cayman) Limited 成立。 

 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外币拆借会员。 

 获选银行间市场核心交易商。 

 完成市场首单房地产企业绿色企业债：重庆龙湖地产 30.4 亿元绿色企业债。 

 2017 年市场最大 A 股可转债：光大银行 300 亿元境内可转债。 

 完成市场首单“一带一路”沿线企业熊猫债券：俄铝 15 亿元熊猫债。 

 完成 2017 年市场最大的优先股发行：邮储银行 72.5 亿美元境外优先股。 

 完成财政部 20 亿美元主权债券发行。 

 完成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暨 A 股非公开发行及红筹配售，是 2017 年市场最大

的 A 股再融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中金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中金官方网站：https://www.ci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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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金笔试资料 

2.1 中金资管 summer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3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3770-1-1.html 

 

资管应该都是一样的题目。 

笔试形式：90Min，40 个单选（每个 1.5 分），20 个多选（每个 2 分） 

笔试科目：公司财务+投资学（计算、理论，考的比较深），CPA 会计（考的较为基础），数

据结构/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例如线程进程协程区别、加密算法等，非专业学科不评价），

两三个行测中的小学奥数 

楼主一开始看见北森系统以为是考行测，突击了两天图形推理和数字逻辑，卵用没起啊… 

发出来激励厉害的 uu 继续加油吧~ 

 

2.2 中金 summer intern 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188-1-1.html 

 

2022 暑期实习的在线测评有人有经验或做过可以分享下吗～已申请岗位，收到邮件是限时

40min, 单选题  

 

 

评论区交流： 

刚答完，20 道行为测试题目，内容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会怎么处理。 

 

确实还不是正经的笔试，刚做完，20%的题目和高盛 22summer 题库一模一样，只是翻译了

一下。不过也有几个本地化元素挺重的（笑） 

 

题好像就只有十几道，时间充裕的，全是行为测试题 

 

就是行为测试，不是笔试，随便做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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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金资本截至目前时间轨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372-1-1.html 

 

11.22 收到确认专业笔试的时间为当周周五, 11.26 北京时间晚上 8 点到 10 点专业笔试， 笔

试内容为两道题 均为计算后的填空 第一道题偏向于三表配平，第二道英文题目则是以 DCF

估值为主, 12.04 北京时间晚上 5 点半左右收到的邮件和信息让确定是否参与线下的面试初

试，可选否则稍后会收到远程面试的相关安排。另外寻一下是否有一块准备进出口银行总行

岗位的小伙伴。 

 

2.4 中金资本 CCM 面试交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347-1-1.html 

 

----------------12 月 8 日更新 

看到论坛有关 CCM 的信息较少，这里补充一下 CCM 二次笔试的信息： 

笔试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会计，需要根据题目信息以填空的形式完成三张报表的搭建，

涉及到的会计科目都较为基础；第二部分为 DCF，包括计算 WACC、现金流、企业价值等步

骤，题目为英文。答题时候一定要认真细心，否则算错一个空即有可能导致一系列空的错误，

整体时间较为充裕大家不用慌张~ 

希望这个神奇的论坛可以保佑一切顺利！ 

 

----------------12 月 5 日 

今天刚刚收到 CCM 的面试，求问各位 uu 是否了解面试内容和形式呢，以及如果同样有收到

面试的同学是否可以交流一下一起准备~ 

 

2.5 中金 2022eq 校招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8781-1-1.html 

 

一共 53 道题，后面三道论述题给了 5000 字 max 写答案，真心写不完的，还是要多关注一

点实时，感觉会写出来更多东西。 

前面的多选判断题，有金融，有衍生品，有数学，概率论，甚至还有布朗运动，有一道编程

题，还有对于股票的基本了解。考的内容是真的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网上写的那样，会

刷下去 80%的人。考的夜市有一定难度的。 

 

应该是对明年秋招的童鞋有帮助，今年笔试已经过去了，就是写出来，也怕我自己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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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是申请 BJ 的 office， 如果有人收到了面试了，请告诉我，我就不用苦苦等待了。如

果相同岗位想沟通的话，欢迎私信！ 

 

希望大家 offer 多多！！ 

2.6 11/24 EQ 二轮线上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8307-1-1.html 

 

刚刚晚上考完二轮笔试，记录一下经验，因为看往年好像没有这个形式，之前准备的时候也

什么都没查到，所以写下来供以后人参考，攒个人品求进下一轮吧时间 120 分钟，满分 150

分 

单选题 20 个 

多选题 5 个 

填空题 5 还是 10 个 

判断题 5 还是 10 个 

论述题 3 个，基本上不限字数 

用的北森的系统，会全程录像录音，感觉还是比较公平公正吧 

 

感觉很像内地券商入职的考试，就宏观经济，金融，markets，derivatives 都有涉及，对于海

外本太不友好了 lol 好多 term 反应了好久。。。完全没有准备就上了，感觉就是佛系，一切随

缘了~之后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按照这个准备一下。 

 

2.7 中金公司校招线上测评(附真题资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1170-1-1.html 

 

前几天刚做了中金公司的网申 OT，反馈一波攒人品！ 

去年秋招 中金的网申 OT 只有问卷星的性格测试 

今年中金公司 网测使用了北森测评系统，但是并没有用北森的测评题，是自己上传的测评

题，总共一部分 53 道题，包含了 情景测试、逻辑判断、图形推理、言语理解、资料分析等； 

 

①情景测试，没有正确答案，只有更合适答案（跟岗位有关） 

②逻辑判断，可能会给你一张聊天截图，根据聊天截图，你推断出什么 

③图形推理，根据已给图，找规律，推测？处会出现哪个选项图，限时 60~80s 一道，需要

掌握一些常见规律 

④言语理解，有些题干比较长; 

⑤资料分析，根据图表信息回答问题，题干比较大，先看问的啥，再去找对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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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早日上岸！大家共勉！ 

 

附件是真题资料，自行提取吧 

 

中金公司.pdf  

496.31 KB, 下载次数: 3009 

 

【点击链接可直接下载】 

 

2.8 中金公司 2022 秋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1470-1-1.html 

 

60 分钟，52 道题。 

前 32 道题，情景模拟，性格测试。 

后 20 道题，行测，包含逻辑、图形、推理、资料、计算。 

难度中上，做完还有 10 分钟，但是至少 5 道题不确定。 

发帖攒 RP，祝大家秋招顺利！ 

 

2.9 中金资本股权投资 legal assistant 收到笔试了，有人

清楚笔试内容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8150-1-1.html 

 

中金资本股权投资 legal assistant 收到笔试了，有人清楚笔试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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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 更新 

来写一下回忆版笔经，攒 RP. 

笔试分三个部分，总体来讲难度较大，和股权投资业务密切相关，干货满满，不是行测思路，

主要考察法律专业知识功底、实习功底以及英语能力。 

笔试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选择题 5 道，每题 4 分，共 20 分。 

1、A，B 分别为投资机构分别持有甲方 10%，15%股权，其余为 founder 持有，现在甲拟增

发 500 股，计 100 万元人民币，B 和 founder 放弃优先认购权，A 行使优先认购权，其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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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投资人 C 认购，问 C 认购的股份数和对应资本金额。 

2、记得是给了一段材料，涉及公司未经清算注销，有债权未偿还，问 4 个选项表述哪个正

确，涉及公司解散，清算等。记不太清了。 

3、记不清了。 

4、（4、5 均为英文题干、英文选项）逻辑推理题 

5、题干添加选项中哪一条件，可以成为 contradict 题目 4 的 statement. 

第二部分中译英，英译中，法律英语，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涉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有限合伙人、根据合同、未能按照约定及时缴纳出资、出资违约

合伙人等法律词汇 

2、一段关于资产清算的翻译，liquidation of assets. 

第三部分简答题，每题 25 分，2 道，共 50 分。 

1、基金投资常见的股权回购事项，给出法律备忘录。 

2、一家三次融资后的企业，给了一段材料，问这一轮 DD 需要关注的点。 

 

以上如有需要仅供大家参考，考后回忆整理。 

LZ 答完非常佩服出题人，题目出的非常有水平，整体 90 分钟，但由于每道题都比较有难度，

还是很紧张。同时考察的非常全面有不死板，可以说是“高手过招，招招致命”。做完觉得秋

招中做到这样一套题非常值得了，希望有个好结果，嘿嘿。 

2.10 中金资本笔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3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8296-1-1.html 

 

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 60 分，第二部分 40 分；2 个小时，不太紧，但是第一部分的题目

我觉得很考察会计基础知识，勾稽关系这样，基本每个科目都得会做分录。 

第一部分就是类似下面的这种题 一共有这样的题目三道，下面是第二道。 

 

公司收入 15 亿元，60%现金支付，40%形成应收账款； 

2 亿销售费用，8 亿成本。公司购买原材料花了 8 亿元。公司购买一个 10 亿的机器，一半是

自有资金一半是银行贷款。机器今年折旧 2 亿元，银行利息费用 6000 万元。最后机器 10

亿元又卖出，以现金方式收回。对三表的各个科目的影响。25%的税。 

问 Cfo cfi cff？营业利润？净利润？货币资金？总资产？所有者权益？股本？资本公积？有

什么变化 

 

第三道也是基于上面的题干，多考察了一下 ipo 发行费用怎么计等。 

 

第二部分 DCF 模型全过程，包括求 beta，现金流，终值，股价等等。较为简单。但是有点

坑吧，比如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我就不知道不知道这个科目是啥，导致无法去做现金

流的核算，sad。 

 

 

评论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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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based compensation 是 non cash expense，需要加回到 FCF 

 

-同学您好，可以仔细问一下，笔试是开放性问答么：“xxx 对现金流量表有什么影响？”还是

说是选择题啊？ 谢谢您！！！ 

-就是算数字填空，50 个空每空 2 分，ia 

 

谢谢很有用，秋招还是这些，来还愿 

 

2.11 FA 暑期实习笔试 2021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3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8294-1-1.html 

 

一共 18 道题，做 2 小时，登陆时间也包括在内，反正十一点到点截止（我还在登录页面那

重拍了好几次） 

考了权益法核算，基金报表，DCF（我的 DCF 还算错了真是无语），估值，一些主观题，问

私募基金在疫情下能发挥什么作用之类的。 

没学过合伙制会计，所以好几道题都不会写…会写的也算错了，真是想哭。希望论坛保佑我

通过笔试吧 

2.12 求中金 FICC 笔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4839-1-1.html 

 

有没有好心人能分享一下中金 FICC 今年笔试的内容呀？想为明年招聘做点准备。 

感恩！好心人一定能拿到 offer！ 

 

↓↓↓好心人们来了↓↓↓ 

 

攒人品攒人品，今天上午刚做的，分享一下～ 

 

2 小时，20 单选（对 3 分、错-1 分、不做 0 分），5 选 2 大题 

 

单选：中英文都有，包含财务、固收、衍生品，其中英文类似 CFA，中文偏实务和 sense。 

考到的有 GW 计算、杜邦五分、期权二叉树、债券定价、tranches 结构、callable bond 分析、

久期贡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BS 模型条件等 

 

大题：中文，不同岗位有必做题 

1）房地产相关，一级方向必做 

2）债券销售路演，销售方向必做 

3）债券计算问题，交易方向必做（可转债分析，价格曲线、条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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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务问题（计算各种比率、分析房地产行业特征、信用分析框架、公司偿债压力和偿债

资金来源） 

5）编程题 

 

-------- 

 

还有一点基金的选择，混合型基金啥的，编程是编写函数，求不同情况下的收益 

 

-------- 

 

选择题 7 道中文、13 道英文 

 

-------- 

 

2.13 2020 FICC 暑期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2343-1-1.html 

 

考试时间早上 9：00 -- 11：00 两个小时。选择题 22 道，大题 5 道。选择题 11 道英文，11

道中文；英文部分 CFA 2 级，中文部分偏实物。 

 

选择题部分： 

1. 考 callable covertiable bond 和 option free bond 差在哪里？ 

2. 无法再生但有贮藏属性的商品是啥？（黄金） 

3. 杜邦分析：给了税率，和除了 TAX burdern 外的其他 4 个 ratio 求 ROE？ 

4. 施行紧货币和宽财政，利率和私营部门在 GDP 的份额会咋变？（挤出效应） 

5. 给一只债的久期和价值，和一个 portfolio 的久期和价值，算该债对整个 portfolio 的贡献

率？ 

6. 收购一个企业，固定资产 fair value 被高估，算商誉？ 

7. 流动性风险如何在在 yield curve 上会让曲线形态怎么变？（这题送分） 

8. 问资产证券化中 PAC 有啥用？ 

9. 创业板打开涨跌幅限制之后会有啥影响？是否抑制了投机？ 

10. 关于 CAPM, BS, 等理论的 assumption 判断 

11. 判断题：货币基金能不能投 ABS（能）， 信用债和贷款银行青睐哪个? 混合二级债基能

否投转债？灵活债基能否参与 IPO 打新？ 

12. 判断题：城投能发公司债么？短融在交易所？国开债和工行债都是利率债么？对投资者

来说可交换债不如转债条款好？ 

13. 一个欧式看涨期权， 给了上涨下降概率，和 riskfree rate 求期权价值？ 

14. 判断题：关于久期和凸性的表述：票息小，久期大？永续债久期最长？凸性是利率二阶

导么? 修正久期是利率的一阶导数的反函数？ 

15. 判断题：避免波动应该持有长期国债？不良 abs 风险太高只能卖给 risk taker？利率债是

进攻手段？转债指数风险小，应该长期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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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BS 的优先级和次级？谁愿意持有？发行人能否自持次级？次级风险高，不好卖？银行

喜欢优先级？ 

17. 哪个货币投放工具对货币供应量影响最小？ 逆回购？降准降息？ 

 

 

大题： 

1）一房地产公司给三张表两问：1. 求主营业务利润率/总债务/存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资

本债务比/净资产收益率/ 2. 问房地产的行业分析框架？结合行业情况目前这个企业的偿债

压力和偿债来源。 

2）一房地产企业以土地抵押银行贷款。给了土地评估价，商业和住宅的销售单价，容积率，

土地出让总价，周边的租金，租售比，住宅销售单价。问：1）楼面价和恪守建面单位总承

包？ 2）土地估值是否合理？ 3）融资人提供的预售价是否合理？4）给一堆假设，算净现

金流 3）一道编程题 

4）一道关于转债的题 

5）关于销售路演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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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金面试资料 

3.1 中金财富研究助理暑期一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5 月 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5320-1-1.html 

 

刚刚整理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自己记录的面试经历，虽然已经过去了，还是发出来供后面的同

学参考吧~顺便攒攒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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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HR 面，10 多个人一起 

第一个是，自我介绍，中英都可以，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用了英文 

第二个是，mini topic，感觉可能跟托福雅思的口语面试差不多，我觉得我答得不好，都想不

出来说啥 

第三个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关于直播乱像的，15 分钟讨论，5 分钟总结汇报，当时我们组

很混乱，抢着说话，我做了记录，所以就做总结发言了 

第四个是，双向提问，当然主要是 hr 问我们，base 地倾向哪里，然后问一些简历上的问题，

或者问一句感觉在讨论中表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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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面：业务面，有一个面试官负责提问，旁边似乎还有其他人但是看不到 

每个人 15 分钟面试时间，控制得很严格，到时间了就不会聊了 

1.自我介绍 

2.问了一下我写的那篇研究报告是关于什么的，因为是系列报告中的一篇，又问同一系列的

其他报告有了解吗（这个回答的不好，已经很危了） 

3.对自己性格的评价 

4.你有这么多行研实习经历，为什么不投递研究部呢？（个人觉得这个回答直接把自己送走

了） 

4.最喜欢的一本书（另外一个小伙伴最后也被问了这个问题，感觉像是在凑时间的） 

 

 

5 月 20 日更新： 

不凉了不凉了，我终于不是 0offer了~标题改不了了，只能这样了，谢谢论坛带给我的喜气 

 

3.2 中金 IB 一面二面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4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484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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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二面结束，来分享一下菜菜子本菜的面筋 

本菜菜子 bg一般，属于刚够上 3c的门槛岌岌可危的那种，各位大佬就不要问我的 bg了。 

我有 4段实习经历，且都在不同行业、不同公司、不同部门，所以面试经常被 cue职业规划 

下面和各位大佬们分享一下我的一面和二面被问到的一些问题，希望能攒攒 rp进入我想去

的部门呜呜呜 

 

一面和二面都是三轮，每轮 20min，面试有效时间大约 60min，但中间会有等待时间，总共

花费的时间可能会在 60min 以上。 

一面是在面试前1天半左右通知的，准备时间较为紧张。二面是在面试前2天半左右通知的，

准备时间稍微充裕一些。 

PS：两轮面试楼主都被通知提前参加了，可能是因为排在楼主前面的同学有放弃面试的，之

后想面中金的同学要做好被提前面试的准备。 

 

一面主要内容： 

一轮： 

1. 在投行的实习工作内容 

2. 介绍参与的两个 IPO项目发行人业务 

3. 参与的两个项目是否有已经发行的，PE是多少？ 

4. 对互联网行业最近大幅裁员的看法（本菜菜子有一段互联网实习，所以被 cue到，

如果没有的应该不会问） 

5. 介绍估值模型 

6. 折旧减少 10，三张会计报表分别有什么变化？ 

7. 你有什么问题吗 

二轮： 

1. 英文自我介绍 

2. 在投行实习的主要工作 

3. 描述发行人主要业务 

4. 财务核查是怎么做的 

5. 说一下常见的估值模型 

6. DCF模型中 g是怎么确定的 

7. CAPM的推导过程，beta代表什么 

8. MM理论 

9. 还有什么问题问我吗 

三轮： 

1. 英文自我介绍 

2. 投行实习的主要工作 

3. 针对我做的工作有哪些注意事项 

4. 为什么做了 2段金融实习之后去互联网了 

5. 投行员工和你在互联网实习的部门员工分别需要什么特质 

6. 介绍估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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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还有啥问题吗 

 

二面主要内容： 

一轮： 

1. 自我介绍 

2. 参与的两个 IPO项目中挑一个发行人进行介绍 

3. 之前参与的现金流水核查的工作 

4. 在互联网的实习主要工作内容 

5. 为什么选择读国外的会计学 

二轮： 

1. 自我介绍 

2. 详细介绍了每一段实习的工作内容 

3. 详细说对每一段实习所在部门、公司和行业的看法 

三轮： 

1. 自我介绍 

2. 所投区域的支柱产业 

3. 投行的产品有哪些 

4. 中金最近有哪些影响力比较大的项目 

5. 估值问题 

6. WACC的计算 

7. DCF模型 

8. 折旧变化对 FCF的影响 

 

总结： 

一面更偏向于简单的简历实习考查和投行四百问中基础 tech问题，不会涉及到太多大的经

济和行业的问题，只要掌握好相关实习经历的内容和基础的 tech内容应该问题不大。 

二面更倾向于 bq面，考察软实力、未来的发展潜力及稳定性，tech相对而言少一些，对市

场和行业的关注更多一些，楼主在这方面挺欠缺的，回答的内容面试官估计不太满意。 

中金的面试官很温柔和耐心，总体面试体验非常好，给论坛大佬们分享一下面经攒攒人品，

祈祷呜呜呜 

 

 

评论区交流： 

-呜呜呜呜我一面反而 tech 不多（因为不是金融 or 会计专业的 主要是针对简历问）到了二

面问了一堆财务问题（其实比较基本 但我没学过）面试官一边说着“你没什么财会课”一边

疯狂问。。。也不知道是为啥 

-害没事，专业问题没答上来有时候也太不影响，感觉还挺玄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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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请问是 SE 还是 GI 呀 

-区域 IB 

 

-那可以问一下是否是财经类 211 嘛 

-本科是的，感觉这个应该是默认的门槛？ 

 

-请问楼主参与的是春招还是实习呀 

-暑期实习 

3.3 中金 IB 2022 Summer Intern 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4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4101-1-1.html 

 

申请的是北京/上海办公室的 SE 

Timeline：02/23 投递简历，03/11 第一轮信息采集，03/19 一面，03/28 通知二面，04/03 二

面 

 

总体来说根据简历提问，另外根据同学的反馈，如果没有投行经历的话，面试官不会过分难

为。一面 tech 比重较大，二面 bq 较多，但这不代表着二面就没有 tech 或者 tech 简单。根

据本人体验，二面可能也会有喜欢提问 tech 的 senior banker 坐镇。建议大家二面还是不要

忘记复习 tech 和市场新闻。后面还要面试区域组、GI、FI 和 DR 的同学们加油呀 

 

1st Round – 2022/03/19 

三位面试官 

面官一： 

1. 英文自我介绍 

2. 之前在日常跟的谁 

3. IPO 财务工作做了什么 

4. DCF 怎么做的？银行怎么估值 

5. 俄乌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6. Any questions 

 

面官二（全程无表情的一位）： 

1. 自我介绍 

2. 重组项目做了什么 

3. Walk me through a DCF. How to calculate β and WACC 

4. 介绍一下 IDC 行业 

5. 北交所了解吗？转板科创板创业板怎么做 

6. 申了哪个组 

 

面官三： 

1. 重组项目怎么做的？股东大会沟通方案谈一下？标的资产有什么潜在问题，怎么解决的 

2. 将来规划是什么？读书还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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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聊了一个简历上的 deal 

 

 

2nd Round – 2022/04/03 

三位面试官： 

面官一： 

1. 英文自我介绍 

2. 讲一个处理困难问题的经历（英） 

3. 讲一个 multitask 的经历（英） 

4. β 怎么 unlever 和 relever，为什么，公式是什么 

5. 折扣+10 三张表；中国公司的折旧摊销在财务报表的哪里找 

6. 现金交易，收入 20 成本 10，三张表 

7. 净利润是负的企业，估值方法 

8. 银行两种估值方法；为什么不用 P/E 和 P/S 估值银行；conglomerate 如何估值 

9. 一家企业经营良好，但净资产是负的，有哪两种可能性（可能 1：还在烧钱，可能 2：港

股公司常见的巨额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之公允价值变动，如小米、快手、商汤） 

 

面官二： 

1. IB 日常实习跟的谁 

2. 是否了解某家港股公司最近的 IPO，估值倍数多少 

3. 特质和性格哪里适合投行 

4. 抗压能力怎么样 

5. 在中金一周 hours 多少 

6. REITs 了解吗，公募基础设施 REITs 和类 REITs 有什么区别 

7. 问了一个爱好 

8. Any questions 

 

面官三： 

1. 介绍一下股东大会沟通方案，各类股东最关心什么 

2. 一瓶水赊销 10，成本 7，记 30%信用减值损失，三张表 

3. Any questions 

3.4 中金研究所 2022summer 第一轮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3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3893-1-1.html 

 

新鲜的面经回报论坛~~！后面的同学可以参考 

 

第一轮 pretalk 线上腾讯会议面试，一组一个 hr，7 个面试者，一共三个环节，总共用时 50min

左右： 

1.自我介绍和英文问题一共 1 分半，自我介绍中英文都可以，英文问题是 work life balance

怎么做； 

2.无领导小组讨论 10min 讨论 7-8min，主题是新能源车换电的优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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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 hr 会把英文题目和小组讨论题目一起告诉大家，每一个题目都会读三四遍，1 分

钟思考后正式开始，自我介绍随机顺序，都介绍完了后直接开始小组讨论）（补充：还有朋

友碰到的题目是，俄乌局势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影响） 

3.个人 QA，感觉每人 2-3min，根据简历问，问题不深，感觉二级经验多的会要求推票，简

历上有其他特点也会问你比如为啥一级做得多、选 xx 组是为啥，有的会简单问为啥选研究

所（还是根据简历） 

 

最后 hr 介绍了暑期的流程，清明节前会把一轮面完，第二轮四月中上旬（部门第一轮），第

三轮四月下旬（部门第二轮，首席面，确定分组），五月下旬可以收到 offer 

 

hr 感觉很亲切，最后让大家好好准备中英文自我介绍、覆盖的公司（英文也可以准备） 

 

虽然我表现得不咋地但还是要攒人品哈哈哈哈 

 

 

评论区补充： 

我们抽到的题是 气候对于经济的影响 

 

我们抽到的题是 数字藏品火爆的原因和发展前景（同样表现不好攒攒人民哈哈 

 

3.5 资管固收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3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3941-1-1.html 

 

20min 1v 多，有三位面试官，应该是研究员，针对简历做的研究问了比较拓展性的问题，也

会问简历里写的不太清楚的研究结论是什么。整体感觉面试官水平挺高我挺菜，不过面试官

态度比较好，除了第一个问题我答的比较啰嗦有打断，之后即使我答不上来他也一直说没关

系（不可能没关系吧），资管的权益应该还没有开始发面试，固收早一些。攒攒人品，虽然

不抱什么希望了 

 

 

3 月 31 日更新： 

果然凉了，被调剂了 

 

 

评论区交流： 

-请问有英文问题吗？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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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22FICC 固收运营组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1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2274-1-1.html 

 

今天刚刚收到 offer call，在这里分享下个人经验，希望求职中的大家都有好运~ 

我面的运营岗应该属于后台，主要工作内容是运营【中金固收】公号、视频号等； 

我有媒体的实习经历，所以面试基本围绕 CV 和作品展开，介绍文章选题和写作的思路；然

后问我会策划什么选题、评价公众号现有的内容；也看到有纯金融背景的朋友被问到久期等

专业概念、对固收业务的理解等。中金的老师都非常 nice，无论一面还是二面，都很愿意倾

听面试者的想法 

3.7 FICC 二面面经 12.29 final team round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239-1-1.html 

 

昨天面完 FICC 二面发帖回馈论坛&攒人品！ 

 

大概用时 30-40min 

 

我没有被问到特别 tech 的问题，但是有 scenario 问题。 

 

先问了一些 behavioral 问题，个人背景相关，包括 motivation、why CICC 之类的。 

 

然后两位面试官分别根据自己感兴趣的岗位假设了工作中的情景要回答，我感觉有一点

tough，比较考验反应速度，也没法准备啥，但是 follow-up question 可能会给挖坑。 

 

又有一位面试官确认了一下我感兴趣的岗位，面试就结束了。 

 

许愿后续！ 

3.8 FICC-科技工程组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233-1-1.html 

 

一面：30min-全部技术问题，但是不做题个人背景：两段外企前端开发实习 + C++项目经验 

问题： 

1. 自我介绍 

2. 哪个实习做得更好，这个实习有什么难点，有什么做的不够好的，如果重新做项目会更

注意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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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股，Js、C++、计网都问了（已经不太记得了） 

4. 个人背景很多，那么兴趣是什么 

5. 你有什么想问的 

 

 

更新啦~ 

二面： 

30min-全部技术问题，两个面试官 

1. 自我介绍 

后面其实是根据简历问的，因为我用 js 和 Qt 

2. js promise 场景，会什么框架，了解过其他可视化图表吗，Echarts 的表格可以编辑吗？做

过 2D，3D 场景吗？动态更新数据的场景做过吗？ 

3. Qt 用 QML 还是 QWidget，用过哪些 Widgets，后端交互涉及吗？用什么数据库？ 

其他也不记得了 

 

 

2022年 1月 28日更新： 

收到 oc了！ 

 

 

评论区补充： 

我也面的这个，除了上面，加几点 

1:对金融知识随机考察 

2:本科数学知识概率论考察 

3:对公司了解 

4:个人职业规划 

 

顺便问下，一般什么时候会有一面结果。。。 

3.9 FICC 一面面经 12.14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185-1-1.html 

 

发帖小小的回馈一下论坛同时攒人品 

25min 左右面试，多对一 

 

 

简历：问了一下相关的实习报告 

行为：选 FICC 的动机 

速算：两位数乘法 

产品和职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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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顺利收到下一面 

3.10 FICC 二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120-1-1.html 

 

面试官人数更多了，是简历问题+behavioral+一点点技术问题。 

简历问题比较注重学到什么，技术问题比较简单但我感觉我答得也不太好，哭哭 

 

 

评论区交流： 

-感谢分享！ 

想问一下，大概多少面试官呢？参与提问的有几位？ 

Behavior 是哪种类型呀？优缺点之类的？还是和简历相关的？技术问题大概什么方向呀？ 

非常感谢！ 

-有五个面试官提问了，behavior 是给了情景问会怎么做，技术问题是跟选的具体产品相关 

 

-请问有英文问题吗 

-没有呢 

 

-请问楼主是业务岗还是运营岗呀 

-业务呢 

3.11 求问有人知道中金公司固定收益部运营岗是什么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759-1-1.html 

 

lz 已经面了一面，贡献一个凉经：六七个人面你一个人，问的很细，可能看我是学会计的问

了我很多会计准则变动，金融工具分类等等，然后还问了我债券的久期。基本没答上来。 

 

3.12 2022 校招 FICC 运营岗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240-1-1.html 

 

给自己攒个人品~ 

12.14一面，线上单面，20min，大概五六个面试官，都没开摄像头，看不到 reaction 有点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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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内容是自我介绍，固收实习经历深挖（具体问了之前实习的内容），能否接受加班，为

什么选择这个岗位，已有 offer情况，最早到岗时间。 

12.29二面，线上单面，20min，一个面试官，比较友好。 

面试内容是自我介绍，实习经历深挖（问了两段实习的工作内容，对过往项目的看法），为

什么选择中后台，工作地点选择（投了两个地点），一些对债市的看法。 

没有碰到英文问题。 

 

3.13 FICC 自营团队宏观利率方向 project intern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1994-1-1.html 

 

project intern一般会先有 hr进行一个比较 general 的面试，没啥问题后会约组内老师来

做面官面试，以下为面试问题（面试时间大概在 4月中旬）： 

实习一直偏宏观研究，投交易是出于什么考虑？ 

讲一下 xx分析内容是啥？你们结论是啥？ 

昨天出的 3 月份金融数据，能否讲一下？ 

到目前在 xx 实习已经干了多久了，为什么不继续做了？ 

48*52=？ 

你希望能来我们这获得什么？ 

你回答说你想做一些有自主性的工作？是怎么理解？卖方的老板观点跟自己观点冲突你会

怎么办？ 

你觉得自己最擅长什么？ 

 

最后给了反问机会：  

1您认为做好交易（此处指宏观利率方面的交易投资）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 

基础好是重要的，比如宏观研究的基础； 

临场随机应变、反应能力要快，所以刚才问了速算； 

最重要还是要有兴趣，有兴趣才会觉得工作有意思才能做好。 

2量化策略的工作内容多吗？ 

是有一些，而且越来越多，坦率说是未来 FICC领域的趋势，有量化能力的话当然很加分 

 

提问的是两位女老师，语气并不尖锐，但有的问题却也觉得不好回答，另外 ficc面试小朋

友的时候的确可能会问到智力题、计算题这样的问题噢~希望大家有所准备，祝大家好运能

够找到理想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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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pb eds mo + operation group 有没有朋友知道面什么

啊？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1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984-1-1.html 

 

求问一下有没有朋友知道 pb eds mo + operation group 面什么啊？感激感激！ 

 

 

评论区交流： 

-我目前是基础一面+mo 的三面，整体来看是到四面了，不知道有没有五面（mo 的四面）。 

-我也在等哈哈，会不会是 technical 跟 behavioral 一起面 

-已经面完啦 大部分是简历深挖 和 behavior 

-谢谢！我还没开始面，可能春节后才会面我，祝你好运！ 

3.15 中金 HK EQ 终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1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373-1-1.html 

 

面试官人超好的，详细问了实习和简历，以及为什么想来 HK 和 cicc。 

3.16 中金 EQ product sales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2320-1-1.html 

 

向各位朋友更新一下我中金面试的进度~本人 985 本+海外硕，财管专业，研究生期间实习 3

段（行研、债承、VC）11 月 HR pre-talk，当时反馈的是第一志愿 equity sales、第二志愿 product 

sales，12 月 23 日收到 product sales 组内面面试邀请。问题是，我其实一心想做研究所机构

销售，现在就不大确定 product sales 的工作内容和要求的专业知识是什么，查了一圈有说产

品销售是做衍生品的、其他 candidates 都是数学 or 金工背景，有说是卖企业债给机构投资

者的 

哭唧唧，有没有了解的大佬能跟我一起探讨或者给我科普一下这个岗位呢，我还是很想好好

准备这次面试的！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反馈一下昨天的面试情况，祝各位优秀的同学好运 

2 位面试官、6 位面试同学，持续一小时，主要是行为面。 

1.中文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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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与股票业务相关的实习重点追问，包括对于产品的了解程度、与其他券商的竞争情况（特

别是衍生品，这个产品哪家做得最大之类的），做过行研实习的会让你推票； 

3.对于中金的了解，该部门做这个产品有什么优势，中金各业务部门主要做什么、收入来源； 

4.衍生品相关的小问题一个，每个人都需要回答； 

5.个人最近在看的书，一分钟介绍。 

3.17 AM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148-1-1.html 

 

上周产销团队业务二面，全程时间很长大约 45min，深挖简历，也会引申一些专业知识，整

体很专业，面的比较凉。。。 

卑微求好运！也希望有后续消息的话盆友们可以踢踢～也祝大家好运！ 

 

 

评论区交流： 

-请问楼主二面之后有后续消息吗？面试官有提及大概有几轮面试吗？谢谢。 

-我没有收到消息诶，但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很快会反馈，所以在猜测是不是凉了。。。当时

说有可能有三面～ 

3.18 中金 FO 董办/总裁办 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312-1-1.html 

 

12.29 更新 

一面结束，简单的简历面，期间面试官有提及这个岗位的工作量不小，会比较忙，而且非常

注重严谨性甚至一些吹毛求疵。 

虽然目前对薪酬、工作时间、成长空间都不太了解，还是希望进入下一轮呀！！ 

 

3.19 中金 ECM 校招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214-1-1.html 

 

4 个的面试官面试，轮流问问题，英文自我介绍；面试内容以 resume based 和 why questions

为主；20 分钟，氛围比较友好；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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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BJ ECM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4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0592-1-1.html 

 

已经过了一面，二面，有没有终面的朋友哇~~ 

 

准备等面完写个三面的面经 =3= 

---------------分割线-------------- 

已经面完了，来写个面经，总体来说三面问的问题差不多，越往后越 casual 一点。 

 

三面都有 1 分钟英文自我介绍，后面是面试官针对简历和行业话题进行提问。 

 

一面： 

自我介绍 

四个 candidate 分别针对简历进行提问。 

行业问题：关注的股票（股价、行业 p/e 等），金融市场的最新政策（中国大陆、香港、欧

美市场都可以） 

 

二面： 

自我介绍 

三个 candidate 分别针对简历进行提问。 

金融市场政策准备 3-5min，发言 3-5min，大家基本上讲的都是大陆和香港市场的动态。 

 

三面： 

一对一面试，自我介绍 

针对简历进行提问，问题大多数很 behavioral，包括买方卖方工作对人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自己的职业规划。 

tech 问题也是简历上有的，可以根据自己写的准备，包括估值之类的。 

---------------分割线-------------- 

已经拿到 offer 啦！！ 

 

3.21 5.8 FI(IB) summer 面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2425-1-1.html 

 

第一次发帖，献给中金啦。可怕的 tech面果然名不虚传，多半是当炮灰啦，写一个面经贴

记录一下本次的炮灰经历~ 

我是在四月底左右收到 FI(IB)的面试通知，邮件上写的是 5.8号，具体时间当天通知。在

5.8号早上收到了会议密码，告知了面试形式和具体时间，一共是 3*20min，会议链接在面

试前才会通过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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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的主要内容主要还是简历面，加上一些会计知识。令我比较惊讶的是竟然没有 Why IBD, 

Why CICC 等基础的行为面。 

第一个男面试官 

1.    自我介绍， 

2.     ABS的实习参与了哪些项目，主要负责了什么； 

4.    计划说明书都有哪些内容 

5.    行研做了什么工作，撰写的研究报告的公司的资产、营收大概什么规模 

6.    EBIT怎么计算 EBITDA怎么计算 

7.    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第二个女面试官 

1.    英文自我介绍 

2.    ABS参与的比较深入的项目，做了哪些内容 

3.    行业研究报告怎么写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4.    行研报告中的财务建模主要采用什么方式 

5.    FCFF怎么计算 利润表的构成 

6.    有什么要问我的 

第三个男面试官， 

1.    自我介绍 

2.    介绍参与印象比较深的 ABS项目 

3.    行研的实习都做了什么，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和看法 

4.    现在在做的权益出资型票据募集资金用途， 

5.    对 3号文件的理解，里面对财务指标的一些要求有哪些 

6.    公司债对其他应收款的要求 

7.    是否还有参与其他协会产品 

 

 

对简历挖的细是真的，建议大家在面试前一定要好好回顾自己实习阶段所做过的内容，同时

还要关注一些政策性的文件，以及一些简单的会计知识，最后再准备一些问面试官的问题。

总之问的问题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面试官人都很 nice，我有几个问题没有答出

来，他们还会引导我往哪个方面思考，可惜我还是没答出来  

 

总之还是很感谢这一次面试的经历，让我感受到自己有多菜 。希望今后多多努力，

能更从容地面对每一次面试~也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希望大家都能顺利上岸！ 

3.22 中金 IB 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298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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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形式和之前在论坛大佬分享的一样 三轮面试（两轮视频面+一轮电话面） 

一面：温柔的小姐姐 全程行为面加一个英语测试 行为面具体的题目有点想不起来了 比较

常规 也有给出具体场景问要怎么处理 比如怎么处理手头多任务的情况 英语测试是根据简

历上内容随机提问的 最后可以提问 

二面：全程 tech 面 因为我本科是会计专业 所以问的大部分是会计相关 也有简单的估值 

WACC 贴现之类的 对于 tech我是没有什么自信的 但是这一轮面试整体比较顺利 面官会根

据你的经历/水平来问问题 大家不用太担心~ 最后也可以提问 

三面：tech+行为 这一轮有点难 问了我在最近一段投行实习中财务核查部分比较专业的点 

我没有答出来 555 大家还是可以多深入思考一下实习里的一些细节 不止会问你做了什么 

还有一些常规的行为面 比如为啥要做 IB 不做别的之类的 这一部分他追问了好几次  tech

部分还是会计 先是问了三张表的关系 我回答的比较顺利 他就直接在这道题上深挖 然后

我就没有回答出来 555 只给了一个大概的答案方向 他先告诉我方向是对的 然后一直引导

我找出答案 但是最后我也没答出来…… 不过他强调说主要是看思路 思考问题的方式 答案

正不正确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基本原话） 最后问了我现有的 offer 有哪些+提问 

 

第一次体验 tech面 面试前超级紧张 但是整体面试氛围还是比想象中要好很多 面官是不会

为难大家的 都是会根据水平/经历来调整问题的 大家加油！ 

神奇的论坛攒人品~ 

3.23 中金 2020 Summer IB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0521-1-1.html 

 

整个申请流程论坛帮到我很多，这里分享一下面经还个愿 

 

 

电话面试：两位面试官。 

0. 自我介绍：英文自我介绍，这里主要看英语口语能力。 

1. 简历问题：简历上不管你学的什么专业，做过什么项目，都一定要熟练掌握相关知识；

问的非常细！ 

例：如果你学的专业是化学，面试官甚至有可能给你几个 starting material 让你推导有机合成。 

2. 金融 sense：我认为不一定要给出多持重老成的回答，但一定要让面试官知道你在关注，

你在思考。 

你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看法？你现在关心哪些政策？你对城投债了解多少？你关注最近中金

的项目吗？股市大盘的走向，新冠肺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3. 技术问题：建议重点复习 tech，电话的两位面试官以 tech 问题为主。问题以会计和你所

申请小组的专业业务构成。 

如何合并财务报表，解释一下 DCF，长期投资股权计算，折旧对三张表的影响，如何衡量

一个公司的债务偿还能力，杜邦分析，P/E 与股票投资，市盈率，市净率等等。 

大概两周/三周后收到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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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三位面试官 

三位面试官都各有侧重点，每人风格都不同。这里请不要有学生气，而要 professional 一些

比较好。闯关到这一步说明你的技术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我认为这里主要是考察你是不是真

的对投行有 passion。 

这一轮面试都是以 behavior 为主：为什么选择中金？为什么选择中国而不是海外？为什么选

择投行的这个组？我认为你更适合 A，你为什么选择 B？你在学校最喜欢什么课？你为什么

选择了这个专业？ 

这一轮比较的随意，放松下来 be honest，真挚一点。复习一下一面准备的 tech，面试官会抽

几道题考考你；讲真我认为他们并不是很 care 你说的对不对，而是你有没有思路；如果你

不会，能不能承认你不知道并且给出自己的想法。 

二面后一个月通过邮件收到 offer.  

3.24 2020 IB summer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2115-1-1.html 

 

坐标 SH，3.22 一面，4.10 收到二面通知，昨天 4.20 刚刚结束二面，来分享一下两轮面试

经验攒一下人品~ 

1st Round：三位面官，两位简历+tech，一位全程 beha，有一些难度，但整体来讲属于可

接受范围内 

面官 A：全程只问了十多分钟，主要涉及简历+tech。英文自我介绍，1.做过的科创板 IPO 项

目介绍一下？如何估值？科创板招股书的技术业务章节侧重点和其他版块有什么不同？2.

介绍几种估值方法？PS 一般用作那些企业？银行、保险业一般用什么 comps？4.对注册制新

规有了解吗？5.新三板精选层讲一下？对精选层转板有什么看法？6.最近看过哪些 A 股的

ipo/并购项目，具体讲一下？7.三张表勾稽关系讲一下？现金流量表怎么用间接法算？8.什

么是红筹架构？VIE 架构？怎么看这些企业上科创板？根据现有规则，其他板块能上吗？9.

有什么问题？ 

 

面官 B：难度相对较大，也是简历+tech。中文 1min 自我介绍，1.做过的科创板 IPO 项目和

主板定增项目介绍一下？自己在项目中分别都扮演了什么角色？定增的财务尽调思路是什

么？有哪些关注点？你用了哪些 ratio 来做分析？具体得出了什么结果？2.科创板五套上市

标准讲一下？你做的这个 IPO 企业财务状况怎么样？用的哪一套？符合科创板“硬属性”

吗？3.用不了multiples的情况下医药行业如何估值？4.再融资新规了解吗？定增未来有什么

趋势？企业发可转债和定增分别有什么考虑？5.讲一下 capm 模型怎么算敏感系数 beta？如

果某股票全程震荡且不跟大盘，beta 大概是多少？6.怎么用 ebit 导 fcff？有无杠杆？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呢？7.讲一下 h 股分拆上市具体操作和案例？（实习中有相关内容）8.新三

板精选层怎么看？9.case：一个 pe 为 10 的公司通过发新股方式并购一个 pe 为 20 的公司，

eps 怎么变？（有点绕） 

 

面官 C：全程 behavior+压力面+各种打断 challenge，基本无 tech。自我介绍（才说两句就被

打断了 Orz）1_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2_why banking？为什么 ibd 能锻炼你的 capability，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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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够 capable吗？（当时正好回答到 capability 又被打断）3.你觉得你工作的时候最大的

特性是什么？4.讲一下最近看过的行业？5.情景题：如果老板和你意见相悖，你会怎么做？ 

 

2nd Round：三位比较 senior的面官，基本都是根据简历发问，beha很少很少我真的惊了……

（听说别组有全程 beha 的，真的羡慕） 

 

面官 A：两轮中最自闭的一场……1_自我介绍；2_请用英文 1min 内给我做个 pre，讲讲比特

币是个什么东西？（很久以前实习做过关于加密货币的东西，简历上有提到，结果直接让我

当场 pre 真的自闭了）；3_case：疫情会对 TMT 行业的公司有什么影响？在此情况下你作为

承揽，会怎么去开展某家 TMT 公司的业务？4_讲讲之前做的 ipo？具体自己做了哪些东西？

5_怎么去判断一家公司有没有再融资 or 并购需求？；6_实习的时候都用过哪些数据库 or 尽

调工具？具体怎么用的？（？？奇怪的问题）7_any question？ 

 

面官 B：面官真的好波澜不惊从头到尾语气没有任何波动，而且挖经历是挖得真深……75%

以上时间都在问监管相关的问题，1.英文自我介绍；2.之前的美元 PE 实习具体做了什么？是

怎么做 DD 的？DD 完之后是怎么形成报告的？；3.讲讲之前在某资管公司实习时候做了什

么？；4.之前参与的 IPO 中做了哪些事情？这个项目上会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医疗行业上

科创板有没有普遍被问询的重点关注问题？你做的 IPO 项目公司的这些问题成因是什么？

打算怎么解决？你还觉得这个公司有什么别的问题吗？（针对 ipo几个关键问题不停深挖深

挖再深挖，抱拳.jpg）；5.你之前参与的定增项目做了些什么？再融资新规对定增市场有什

么影响？；6.怎么看注册制改革？对投行业务有什么影响？ 

 

面官 C：最后一场交流格外轻松哈哈哈哈，1_英文自我介绍；2_why banking?；3_你对 cicc

有什么了解，看过哪些 cicc 的项目？Why cicc？cicc 和你之前实习的投行有哪些比较大的区

别？（夸，就硬夸 hhhh）4_h 股公司回 a 股怎么运作？一般有哪几种路径？5_讲一下你之

前做的 IPO？；6_外资投行、保险机构进入对国内资本市场影响？；7_any question？ 

 

总结：一面相对轻松，tech 比想象中要简单不少，主要关注监管、会计、估值，基本上投

行 400问够用；二面面下来真挺出乎意料的，准备了很久的 beha、tech、宏观经济和行业都

没怎么问，全程深挖简历。建议大家把面经只作为一个参考吧，实际面试遇到的问题可能

和往年面经偏离很大，简历、motivation 千万千万要小心，一定要好好准备，不要像 LZ 一

样毫无准备地被要求就简历上某段经历做英文 pre，之后全程自闭。 

 

完工！希望自己能早日收到 offer啦~ 

 

3.25 GI 一二面总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4841-1-1.html 

 

今年 GI 好像面经比较少~ 分享一下我的一二面的面经 

形式是 一面 2 个人 应该是 VP 以下的职级电话面试， 二面是 3 个人 MD 级别 视频面试

（其中有 2 个面试官没开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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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面经回忆如下： 

一面以 tech 和简历为主，法律法规也会问到但应该仅仅局限于简历上的，还有情景模拟题 

tech 问题有：生物医药未有收入的公司的 DCF, 收入预测期做几年，终值如何计算，最终

output 是如何的（本人无生物医药实习背景） 

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的会计分录，及对三张表的影响 

出售固定资产的会计分录，及对三张表的影响 

EV/EBITDA,P/E 的区别，各种 multiple 的区别和特定行业适用哪些（实习相关） 

情景模拟：IPO 时做发行人的客户/供应商访谈，发行人要你自己去约 你会怎么做，客户/

供应商反应大怎么办？ 

Multi-tasking 的能力如何，请举例，如果有多个项目同时 ddl，怎么做 

 

法律法规： 

H 股全流通，创业板注册制/科创板的对比  

 

二面是 3 个 MD，有 2 个 MD 主要是以实习为主，基本不会问别的 看 MD 的风格 有一个是

不会追问，另一个会追问 然后深挖简历，还会上网查你所说的一些数据是否正确（可比公

司收入、毛利率、EBITDA, EBITDA margin)等 

2 个 MD 和 1 面的 2 个面试官风格较为平和一些，虽然有追问但不会非常 aggressive，整个

过程属于学习的过程。 

最后一位面试官因为工作原因调整到晚上面试，非常 aggressive 而且非常不尊重人 基本是

问会计问题 如商誉是什么，怎么计算，研发支出资本化/费用化问题，资本化条件是什么，

应收账款 坏账如何计提（我说了分录后，他说怎么计提 而不是怎么做分录）之后还问了你

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如何。如何稍微说了一下实习，期间穿插着非常多难听的话，令人非常

不适。 

 

可能面试也止步于此了~ 希望各位能拿到满意的 offer，虽然找工作很难，但找工作都是双

向选择的过程，学生在接受面试的同时，也是对这家机构的考察，希望大家都能收到合适满

意的 offer！ 

3.26 2020 成长企业投行部（GI）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2258-1-1.html 

 

拿到 offer 有一段时间了，准备的时候看论坛各位前辈的面经帮助很大，特来回馈社会（ 

 

个人情况：top2 金融本。实习两段，一段中型券商行研，一段中型 PE。一段新加坡交换经

历，英语尚可，托福 111。总体感觉自己背景就一般，所以拿到 summer 也还是很惊喜和意

外。 

 

准备过程：主要在准备 tech，看的材料是经典的《投行 400 问》，因为财务功底非常差，

所以还补了一下财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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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感觉中金面试是有的放矢的，什么样的简历问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如果实习太多简历

太 fancy 似乎会被问的比较深；对我来讲因为实习经历有限，被问到的 tech 就非常少。所

以如果不是做了很 solid 的实习，建议不要写太多花样描述在简历上吧。 

 

面试过程  

 

一面 

整体感觉我的一面没有什么 tech，以问实习和行为面为主，很轻松，还以为自己凉了 

让我说说实习做了什么，做的投研报告的逻辑 

问我实习有没有做过估值，我说没有。然后她就问我如果现在做一个 comps，公司有正的

利润，可以考虑用什么乘数？ 

英文自我介绍 

为什么想来做投行？ 

说一说做过的研究报告的逻辑？ 

企业拿到一笔股权融资，对三张表的影响？ 

二面 

第一轮 

你对瑞幸咖啡造假有什么认识？ 

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现在选择私有化，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一个财务投资者现在要私有化瑞幸，期待之后瑞幸回归中国，你提醒他三点要注意的东

西 

英文：谈谈三个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 

英文：如果有一家餐饮行业，疫情期间三张表会有什么影响？ 

第二轮 

先用中文自我介绍一下 

问了一下行研写的报告 

学校期间最喜欢的一门课 

讲一下自由现金流估值 

Comps 的乘数有哪些？P/B P/E 都适合什么行业？ 

第三轮 

中金公司最近半年做了什么 IPO？ 

问了问在 PE 实习跟的项目，具体介绍一下公司的业务，以及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特点 

燃料电池汽车行业代表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大概多少？（之前写过的报告） 

 

 

3.27 2021 秋招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1786-1-1.html 

 

刚刚结束了中金秋招的一面，在论坛上看了很多信息，非常感激，所以来反馈一下。自我感

觉是凉了，但是体会到了传说中的 tech 面，很开心，秋招圆满了，以后做个称职的保安。

我的背景是 985 工科本+QS 前 30 学校的金融硕士，实习两段投行 1 段咨询。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1786-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金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35 页 共 51 页 

 

面试的形式是 1 小时内完成 3 个房间的单面，这次应该都是视频面试，因为我之前选择了上

海 office 的线下面，但是最终还是线上了。面试开始前，会有带有面试链接的邮件发过来，

我运气不好延迟了半小时，差点以为自己没有填问卷，花絮就这些。 

 

三个面试官都是一个风格，简历+tech，我的简历中有两段投行经历，覆盖再融资、并购、IPO，

这是我很惨的原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面官 1，女性，比较温柔。首先是中文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以前两段投行实习分别做了什么，

简单介绍之后，问了我投行实习做了什么，我说我主要负责业务和技术部分，就追问这部分

招股书有什么内容。接着问尽调的意义，然后问财务核查的意义。下一个问题是 ebit/净利

润推导 fcff 的方法。最后让我用英文介绍在咨询实习的感悟，为什么想转投行。 

 

面官 2，男性，比较温和。首先是中文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以前两段投行实习分别做了什么，

科创板的 5 套标准，做过的项目都用哪套标准，项目目前的进展。再融资新规。 

 

面官 3，男性，比较 aggressive？我没太在意。首先是中文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以前两段投

行实习分别做了什么，因为我写了再融资和并购，所以问我再融资新规，重大资产重组的界

定，借壳上市的界定，新收入准则，新金融工具准则。 

 

大致就是这些，其实面试的形式这么多年来都一样，第一轮三个面官，tech+简历，论坛上

的前辈分享了很多，早看到的话就好了，哭唧唧。第二点想说的是，tech 面非常关注政策变

化，无论是会计政策还是上市标准这些，如果当年有发生变化的，一定要事先好好准备（可

能只是我这场的面官这个风格？但是有备无患吧）。第三点就是，写在简历上的内容，一定

要对其负责。我并购那个项目实际上做了两周不到就被派到一个 IPO 项目了，所以问我重大

资产重组的界定，借壳上市的界定的时候我都懵了，随便说了一下就过了，面试官也不太满

意的样子。 

 

好奇的是，他们不追问的，答得好不好也没有反馈，我个人事后反思是觉得很多东西说错了，

或者没说到点子上。anyway，结束之后自己就有感觉了，面试也没抱太大希望，只是想体

验一下中金高大上的 TECH 面，希望自己的炮灰经历能够帮助到后来的同学，加油啊！ 

3.28 财富管理中心 产品助理 pre talk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7933-1-1.html 

 

小组面 用腾讯视频 我们这组是 9 个人 总共 1 个半小时左右 分为四轮 

1. 自我介绍（中） 1min 

2. 回答问题（英） 1min 

3. 无领导小组 15min 讨论 5min 汇报 以非投票形式选出汇报人 大家都非常积极 视频群

面插话真的需要技巧 

4. hr 针对每个人问问题 主要会问实习有没有收到 return offer 为什么选择财富管理中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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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针对之前实习有明确方向但不是财管的同学 我没有券商实习就让

我随便讲一下之前的一段实习 orz 

3.29 中金资管 team round interview 面经——固收研究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1618-1-1.html 

 

从投简历到收到一面——两个月；一面到二面——一个月。好磨人的等待呀~~二面结束来给

自己攒个人品！ 

 

一面形式是群面，一组 8-10 个人的样子，讨论的问题是，一亿元人民币如何进行资产配置，

大约讨论 20 分钟，然后一个同学总结发言，随后 HR 会针对每一个人的简历提一些问题； 

 

一个月漫长的等待后……终于收到了部门面通知！1 号收到通知，3 号面试，害我激动了两天

 

 

面试形式是一对一，总共时长是 20 多分钟，简单自我介绍+常规的简历面，包括专业、性格、

职业选择方面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更侧重于定性分析问题还是定量分析问题？ 

然后根据我的实习经历询问了一些之前做过的研究，期间会掺杂性格问题，比如：研究遇到

瓶颈如何处理？发现自己的结果与市场同业大部分人不一致是否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发现

自己提交的成果有 30%的可能出现错误，是否要跟领导汇报？ 

固收研究会有宏观研究和信用研究两个方向，会聊一下更偏好哪个方向的研究，以及单纯的

研究和与投资结合的更紧密的研究会更偏好哪一种等等。 

部门老大最后的时候出现了，只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固收研究？"虽然我目标非常明

确是这个方向，但还是突然被问住了 2333，确定职业目标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呀。 

 

面完发现自己准备的问题除了自我介绍都没用上哈哈哈，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 

 

 

评论区交流： 

-你好，请问有英文的问题吗，自我介绍是中文还是英文呀，谢谢啦 

-全中文 

3.30 中金基金 team round interview 面经-权益研究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270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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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多形式，面试官加起来五六个，估计是整个部门都来了，但只有其中两个人问问题，其

他人都在划水。 

形式：15 分钟课题答辩+15 分钟针对简历的问答。 

课题是两天前发的，4 选 1，研究 xx（公司）的投资机会之类的，包括科技、消费、金融方

向。时间紧，任务重。 

 

 

楼主答辩表现贼差，被疯狂怼，不清楚是压力面还是楼主太菜了。 

照面试官的意思，他们更欣赏能把逻辑讲清楚，对结论不在乎，不要随便下结论。 

 

 

发面经给自己攒点人品，就不奢求能进中金了，有别的爸爸要我即可。 

3.31 中金 IBD 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0376-1-1.html 

 

已拿到实习 offer，感恩 YJS 论坛~ 

 

我投的是 CICC IBD 的 project intern，发完简历三四天就收到了 HR 打来的电话，因为是疫情，

所以全程安排的电话面试 

 

第一轮电面是 associate 面的，以 tech 为主，基本上就是投行 400 问和一些升级版问题，

behavior 主要是关于此前实习的内容，还特别问了现阶段能否出差以及家里是否同意，hah。

到最后，我问面试官有什么评价和改进建议，电话那头说很诧异能回答出这么多专业问题（PS：

我是理工科大四，保研到金融硕士，但研究生还没开始上。。。），让我好好准备下一轮面试，

感觉进二面比较稳了 

 

第二轮面试时，老板拨入晚了些，让我紧张了一下，不过开始后还比较放松，围绕我的本科

经历和为什么研究生学金融而不是去学 DS/CS 聊了半天，我把心路历程也倾囊相授，最后就

说了下中金投行工作很累、要有心理准备什么的。。。 

 

感觉中金整体上的面试还是比较 mild，不想外资行那么 pushy。下周就要去出差啦，有没有

小伙伴知道中金的 hours 啊，被老板吓得够呛 

 

 

评论区交流： 

-恭喜楼主啦~可以请问一下是 base 哪里的 project intern 嘛 

-BJ，不过直接去外地项目现场啦 

 

-恭喜 lz，能问一下二面到拿到 offer 大概过了多久吗？ 

-一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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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厉害了！恭喜呀!!! 请问一下知道薪资吗？ 

-我是实习生诶，就是 project intern 的待遇，透露一句跟我之前在中信证券实习待遇差不多~

正式员工的待遇问度娘吧~ 

3.32 2020 中金 summer CCM BCS 线上面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0919-1-1.html 

 

business coordination specialist 分享面经！全是线上面试，无笔试。 

 

hr 面：中文自我介绍、为什么中金、为什么资本管理部、为什么这个岗位？（五分钟） 

本人把资本管理部和资产管理部搞混了，全背错了。资本管理部主要业务是私募股权投资，

中金资本是全额子公司，中金资本依赖于中金的核心部门和岗位，只有法人不同，业务基本

相同。 

hr 姐姐可能看我太可怜了，背了半天全错了，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了解完这个部门以后当

天给她发一封邮件。 

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回答呀！ 

 

第一轮部门面试：两个小姐姐，很和蔼可亲，态度很好，面的很开心。（二十分钟） 

主要内容：中文自我介绍，对资本管理部和这个岗位的认识，一些实习的问题（只挑了一个

问，不是很深入），你未来的职业规划，一些奇怪的问题（为啥研究生选这个专业，国外院

校学哪些软件） 

 

第二轮部门面试：面试官不开摄像头，声音听起来很严肃（二十分钟） 

主要内容：中文自我介绍、实习（深挖）、为啥这个岗位。 

面试的时候超级紧张，也很严肃，实习问题都非常深入，大家一定好好做实习，不要像我一

样，回答起来很困难很煎熬很想哭。 

 

每一次面试，面试官都会问你有没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机会好好问，因为网上很难查到有关

信息，问题可以参考一些面试经验。 

 

不得不说，来面中金的同学们都太厉害了，也不知道自己这种小垃圾是怎么撑到现在的。 

刚刚面完，感觉基本要凉了，大家祝福我吧  

3.33 【ficc 面经 S&T】pre 面+部门面+部门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0049-1-1.html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0919-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0049-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金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39 页 共 51 页 

 

今天上午二面完，感觉自己都要哭出来....虽然感觉快凉了，还是来攒攒人品！ 

FICC 交易与衍生品方向，感觉自己被抽空> <希望能有好结果！ 

pre 面就是一个 HR 对九个同学，大家首先一分钟英文自我介绍，然后每个人问了问题（主

要是想做什么方向？之前实习的内容等等），然后有个七分钟的小组讨论，其实每个人说不

了几句话，一个人总结。整个 pre 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是笔试，笔试会有挺多专业问题了，但不会太难，财务金融都有，大题会按照自己的方

向选题，销售的题好像还蛮好玩的哈哈，我写的是一道财务和一道债券的计算，下面还有编

程题，这部分大题是五选二；笔试总体来说题量适中，难度还好，因为我是裸考所以就还有

挺多不确定的，认真复习一下专业知识会很有用！不会特别刁钻 

接下来就是部门面，这部分是有四组人面试，包括两组衍生品和两组交易，我对衍生品和编

程一无所知于是就巨尴尬....问啥啥不会，问了挺多期权期货方面的知识，会问你平时做什么

投资，还会问会用什么编程，为什么没学 matlab（？？？）因为衍生品确实不是我想投的

而且我也不会，所以就尴尬的过了，之后是两组交易，问了我为什么不做销售，问了你对交

易的理解，之前我有过交易的实习所以实习部分也问了很多，总之没有太为难我，货币银行

学的知识也有问（但我感觉就是自己别给自己挖坑！我说我数学还行他们让我口算两位数的

乘法........）不过各个部门的人虽然有的 push 有的温柔，但总体来说都还是很 nice 的~ 

然后部门面试结束当天就收到了二面的通知！我这只小菜鸡手舞足蹈一晚上睡不好觉...今天

上午面的，部门主管人也很好，专业知识问的不多，我之前的实习乱七八糟问了一堆似乎无

关紧要的问题，包括你之前实习的券商哪个工资比较高？（我也不知道啊）就记得他和我说

“嗨，你对券商一无所知~”（摆手） 

我：“对不起，您说得对，我真的一无所知 TAT” 

虽然整体氛围很轻松，但还是一直在 diss 我，大概就是说我对市场和这个行业的认知太肤浅

了吧，最后聊得我心态有点崩（其实这也是我的问题，嗨，承压能力太弱了），最后提问环

节他反而问了我句“你觉得我会要你吗？” 

我：“啊？这是可以说的吗？” 

 

呜呜呜呜总之还是段神奇的体验，难得中金进了终面（应该是终面吧），之前投简历的时候

可是完全不抱希望的，能走到现在其实也应该看开了，但还是希望攒攒人品！ 

第一次发帖 TAT   球球中金了！  

3.34 2020 春招 Research Assistant 岗 HR 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8603-1-1.html 

 

2020 春招 Research Assistant 岗 HR 面，说是 Project 岗（我不知道这和普通的研究岗有什么

区别）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因为是邮件投递的实习，不知道具体的岗位，但肯定是研究部哈哈。 

来攒攒人品。说的混乱大家谅解。我尽量没有说其他小伙伴的背景细节，希望不会侵犯到其

他小伙伴的隐私。还请原谅。 

疫情期间，线上面试。5 个面试者，1 个 HR 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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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我介绍，英文，轮流来，大概 1-2 分钟，说的太多会被卡。 

大家都有说自己的课程和项目经历。 

 

之后就针对个人分别提问。我主要说一下提问。 

第一个小姐姐是金融博士生，HR 主要问为什么要做行研和行研想要的人才标准，还有知不

知道中金研究分为什么模块。HR 说对人才要求是比较高的，不光是软性的能力，也需要硬

性的知识基础。中金研究分为宏观策略和行研。 

第二个小姐姐是金融英国硕士。问了一下有没有心仪 offer，之前的实习经历和行研无关，

有没有自己在学校的公司或者行业的研究经历？还问了一下 DCF 模型。 

第三个小哥哥是光华本科生。问了一下有没有行研经历，为什么选择本科毕业工作不考虑其

他，还问了一下游戏公司的盈利模式。 

第四个小哥哥是工科美国本硕，有在学金融方面的课程。HR 说也欢迎纯工科的小伙伴。然

后问了一下知不知道二级卖方研究员的工作模块。说后面的面试会问专业问题了。 

最后是楼主我，我是理工科本，美国金融研，之前在券商实习过。HR 看我没有研究岗位的

经历，问了一下我的相关经历，我有过跟着固收交易的宏观投资师做过宏观分析，就问了我

一下这个研究报告的逻辑。然后说我没有做过自己本科行业的行研和实习。（真的没有啊那

怎么办，不知道是放弃我了还是觉得我复合背景比较合适╮(╯▽╰)╭） 

 

然后是开放问题，问大家如果 HR 小姐姐是买方，有没有推荐的股。 

我没怎么特别关注过，也比较怂，就没说。只有一个人说了。 

 

又问了一下大家的期望工作地点。基本上都是有个偏好但是哪里都行。 

最后问了一下每个人可以研究的行业。 

 

其间还说了一下流程，因为是春招比较着急，有三轮面试： 

HR 是第一个； 

研究部门的研究员是第二轮，会问财务和行业的专业问题； 

第三轮是研究部负责人。 

 

面试全部通过会有实习期 1-2 月，等额实习，自己和自己比，无外界竞争。 

表现好就留下，表现不好也会被直接淘汰。 

今天周四，最晚下周末会通知下一轮面试。 

 

楼主心里很忐忑，希望对其他人有帮助。赞赞人品，希望这个春招能拿到自己心仪的 offer

吧。 

 

 

评论区交流： 

-请问楼主是申请的 project intern 么？什么时候投递的呀！good luck! 

-谢谢你，我是 2.4 在一个招聘群看到信息之后发邮件申请的 TMT 卖方研究，然后 2 月底的

时候收到一个 HR 电话，简单问了一下经历和状态以及联系方式，然后就没信了。忽然 3 月

底有个不一样的 HR 小姐姐打电话问我要了联系方式然后安排的面试。 

应该是你说的 project intern，感觉可能是被第一个 HR 转过去的或者简历留在系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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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FICC 面经+投票去高盛还是中金 FICC？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2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4396-1-1.html 

 

除了中金 FICC Sales 的 offer 我还拿了高盛私人银行的 offer，底薪比中金高 2w 多一些，但是

部门听起来就没 FICC 好 

拜托看到的小伙伴多投投票给一点建议呀，人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之前准备面试的材料，还

有面的其他外资的面经 

 

 

面经： 

感谢大家的投票，我大致分享一下求职经历吧。 

CICC 的话我是大概 19 年 10 月前后在线提交了申请，申请是在 FICC 大类下面，具体团队选

择（香港有 sales，trading，structuring, DCM, debt syndication) 会等到第一轮面试以及第二

轮笔试开始的时候才定下来，每位 candaite 可以选择两个 preference。如果笔试通过的话两

个 preference 的 buisiness representative 都会安排和你的面试。每条 team 大概需要见 5-6 人

左右，从 Senior asso，VP，ED，D 都有可能遇到。一切顺利的话最后会见在香港负责 FICC

的大 MD。 

 

第一轮面试： 

由 HR 小姐姐主持，比较简单，英文自我介绍其他一般都是普通话进行，why CICC，why FICC，

想去什么部门这几个问题大家基本都有被问到。还有一些问题包括还申请了什么公司，想去

中资还是外资之类的，我没怎么准备就去面了，感觉其他 candidates 听起来也不是准备的特

别充分......最后有一个小组讨论&发言，正常搞都能过。大概一半的人被刷掉。 

 

第二轮笔试： 

隔了大概一周被通知去笔试，全球 candidates 一起进行，考的都是 capital markets 的基本常

识，比如 yield curve，fixed incomes basics，MEH，BSM，option pricing 之类的问题。大题根

据选择的部门，选做 2-3 题，有考察 behaviour，也有考察 technical 的题（bootstrapping） 。

整个考试考下来可以看的出中金还是很有水平的，一线外资 S&T 面试没有一家有这么

comprehensive 的考察基本知识。但是如果在学校有正常上过相关的课 or 考过 CFA Level 1or

做过相关实习有 market sense 我觉得问题不大。 

 

第三轮 

Team A 面一波 

Team B 面一波 

 

最后 HR 联系发 offer。 

 

【想查看 1000 多人的投票结果吗？点击链接揭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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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金综合求职资料 

4.1 2021 年 2022 届投行暑期面试经验贴（中金/中信/建投/

华泰/国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6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5954-1-1.html 

 

后续去了华泰，走一步看一步，祝看到此贴的人好运。 

 

目录： 

1、前言 

2、中金公司 

3、中信证券 

4、中信建投 

5、华泰联合证券 

6、国泰君安 

7、总结 

 

1、前言： 

噫吁嚱，卷乎天哉！暑期之难，难于上青天，大佬坦荡荡，菜狗长戚戚。清北济济人满

座，复旦独占半边天，哪堪更有留洋客，经纶满腹笑谈间，试前胸怀天下事，事后找个

墙角边，同行嬉笑谈笑欢，独我抚膺坐长叹。（先哭为敬 

 

背景介绍，男，浙大经济本，交大法律硕，法考，CPA 只过了经济法，证券、期货从业

资格，英语六级，实习在国泰君安和中金公司投行部均为三个月，参与度尚可。 

 

2、中金公司 

中金公司的暑期实习是最早的，2 月 28 号之前投递完毕，简历投递成功的时候，会同时

收到一个线上测评，内容好像是性格测试。4 月 12 号收到面试的通知，面试时间是 4

月 15 号。 

 

面试流程：面试时间为一个小时，共分为三场面试，每一次一个面试官，一对一面试，

每一场面试 20分钟。面试基本上是先进行英文的自我介绍，接着面试官会进行提问，

提问的内容和简历没有关系，不会涉及到项目经历，基本属于会计和财务管理的内容，

我面试的时候有被问到股权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关系，折旧等对三家报表的影响，两家公

司 ROA 和 ROE不同的原因，自营和代工模式对企业的影响。三个面试官，每个人的满分

是 20 分，最后加总三个人的得分之后排序进入复试。面试三个人的职级都是 sa，属于

公司内部做业务的经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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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面试在初面挂掉了，自我分析主要原因是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面试，当时重视度不够，

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知乎有不少的中金面试经验帖，内容很具有参考性，但我当时没

有去看。对财务的内容要做好充分准备，外部原因也有第三个面试官说他网络不好，然

后没有开视频，我听不清他的话，面到一半没有办法给他打电话面试，造成我整个过程

有些紧张，聊以安慰后话罢了。 

 

基于此前在中金的实习多说几句，中金确实是投行里面待遇最好的，近几年业务扩张明

显，逐渐从大项目到中小项目的拓展，2020 年，根据年报数据，投行业务线扩充团队

500人，在实习生的待遇上，除了和其他同行一样一切开支报销以外，每个月的实习工

资是 4000，在上海，每天餐补是 100，周末是 200，出差是 300，从实际报销来看，公

司内部对于实习生的报销卡的不严，基本上只要有发票的都可以报销，在工作的时间点

上，大部分作息是早上 9点左右到晚上 1点，根据项目情况有所调整，具有想法的同学

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我没有参加中金的二面，但从同学的反馈来看，中金的二面属于领导层的面试，基本是

属于行为面，比如你为什么选择中金，为什么选择投行？基本如果有中金的实习的话，

二面就是形式而已。中金大佬看到如果有错误的话请更正，我是中金得不到的男人，秋

招再试试吧，别说了，键盘打湿了呜呜。（第二次哭 www 

 

3、中信证券 

前言：20年的 12月份，国君的实习结束以后，我投过中信证券江苏组的实习，投江苏

组是因为上海没有他们的股权业务线，当时的远程面试，腾讯会议对面一群面试官坐着，

自我介绍完毕就问我为什么选择投行，为什么选择中信？直接把我问懵逼了，我答的不

太好，而且也说了不想去南京租房，这一轮日常实习没有过。 

 

回到暑期实习上来，中信证券针对上交，复旦等学校是有专门的提前批的暑期实习报名

通道，具体可关注每年班长转发的信息。2021 年 3 月 17日投递的简历，4月 8 日收到

面试的通知。从身边同学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会收到。一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在线的性格测试，有些忘了不知道包不包括行测，如果包括的话，也跟其他投行的行测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重点的部分是中信有特色的视频面试。 

 

视频面试：形式就是三分钟的视频面试。会给你 20 秒的时间看到屏幕上的题目，然后

思考完以后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把它录下来传到后台的系统，从大家面试的题目来看，

包含英文自我介绍，也有自我介绍是中文的，但是其他题目是英文的，比如我的一个英

文问题是，你在投行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以及你如何解决的？其他的可能涉及

到一些实习中的专业问题，但由于他的视频面试不是针对简历的提问，所以问题也相对

宽泛。我觉得核心在于提前适应自己录视频面试的方式，当你看到自己的画面和倒计时

的时候，要能够落落大方的表现出自己的观点，我这部分的问题回答的不太好，特别是

那个英文的题目，我愣了很久，视频面试没有过，菜鸟本菜。（第三次哭 

 

视频面试以后中信会发线下面试的 offer，线下的面试一共分为两轮。第一轮是 hr层面

的小组讨论，问题是和金融领域有关的相关问题，面试结束以后当场 hr 会告知是否通

过面试，然后进入到公司团队层面的简历面试，听同学讲，中信的二面非常的随意，问

题基本都是一些常规问题以及个人信息的确定，比如还会问你有没有对象？面试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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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 号，发 offer 的时间大约是 5月 31号，入职时间是 6月 30号，我优秀的孙同学，

山东大学本科，之前在中金的山东组实习，拿到了中信的暑期 offer，日常跟我吐槽中

信身处陆家嘴最遥远的地方，可能被迫要去租房的无奈。 

 

4、中信建投 

中信建投，我投递简历的时间是 4 月 6 号，5 月 19 号收到了线上测评的通知。线上测评

的内容就是性格测试，啊我已经厌倦了性格测试，我想对所有的券商说，我就是又有领

导力又有团队执行力朋友又多又喜欢沟通内心充满阳光又有责任心又乖巧又白又瘦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券商的合格搬砖人，求求你性格测试少几道题吧。 

 

5 月 28 号收到了 5 月 29 号参加上海的面试，地点在上海的证券大厦。去了之后，发现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楼上。除了携带简历，还要携带行程码，健康码，接种疫苗的记录。

中信建投的面试现场碰到了很多熟人，除了前台收简历的小姐姐以外，没有任何女性，

全是又高又帅又白又瘦的小哥哥。 

 

面试流程四个人一组，里面有十个面试官，每个人先依次进行自我介绍，面试官会针对

简历提 1~2 个问题，中信建投的暑期没有筛选的前置条件，所以基本上在中信建投实习

过的人都可以进入面试，这部分人进入暑期基本是流程，我就被问到了，以前的实习感

觉怎么样？简单的回答了一点以前做的事情，面试结束。 

 

中信建投 6 月 5 号发了 offer。让 6 月 7 号或者 6 月 9 号进行线上面报道，从后期和其他

同学的交谈情况来看，有一部分在中信建投实习过的同学没有通过暑期的面试，或许是

内部的踢人程序，感觉主要是通过简历进行筛选。另外对中信建投的关注比较多，从多

方的信息确定来看，中信建投的 base 确实长到了 2 万左右，但第一年没有 bonus，暑期

实习的工资每天 106 块，出差有 100 块的补贴。 

 

5、华泰联合证券 

相比前几家券商来讲，华泰联合证券的招聘是最为严格的，华泰联合的这一轮招

聘是校招的提前批。 

华泰最难的是众所周知的第一轮笔试。华泰的第一轮笔试分为行测和专业能力测

试，行测考察一般的理解能力，排列组合，和分析能力，题目虽然是中文的，但

题目的人名以及分析问题的逻辑感觉是英语的，网络上应该有历年的华泰此类题

型的题库，需要多加练习否则还是有一定难度。最难的第二部分，专业能力测试，

所有人晚上 8点同时考试，英文 cfa的题目，涉及到一些经济学的常识，会计或

者保代的考试都有，每个题的时间都是 60秒，不可以返回，很多人这个笔试都

挂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具体可参考其他有关这个考试的专门经验，参考 cfa

题库等。 

做完笔试之后，5 月 26 号意外收到了华泰第一轮面试的通知。通知里面有一个附件，将

所有参加面试人的名单列了出来。仅上海，投资银行股权业务条线参与面试的人就有 163

人。加上其他业务条线以及债券承做，共计有五页 PDF。面试要求携带身份证，个人简

历，本科学位证书，本科毕业证书的复印件，研究生的成绩单复印件，以前的实习证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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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10 个人一组，一个 HR 在一个会议室。HR 会将提前写在

A4 纸上面的题目分给大家，面试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大家进行独立思考，两三分钟之

后就可以自由发言。面试完成之后，汇总了一下大家的题目，发现每个组都是不一样的，

小组讨论的题目主要是有关的经济学热点，也会涉及到某些投行的专业业务。比如今年

比较热门的华为造车，比特币，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a 股和港股的上市方案，上市

审核紧张是好事还是坏事，将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美团的反垄断，金融科技，蚂蚁

金服如何监管？特斯拉等等。我们小组的问题是，假设你募集到了 1 亿美元的基金，你

如何将它投资在大健康领域，选择细分赛道，投资的回报率，投资周期和退出机制等。

似乎并没有特别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基于简历和讨论的参与情况。 

 

从统计情况来看，第一轮面试之后大概会刷掉 30%左右。第一轮面试之后的周末会收到

性格测试。华泰的性格测试很特别，在第一轮面试之后，而且听说有很多人是在性格测

试的环节被卡掉，也就是做了性格测试之后没有收到二面的通知，所以要尤为慎重。 

 

第二轮面试，携带 15 份简历。业务组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在，面试的时间是 15 分钟，两

个人一组进行面试。先进行自我介绍之后，面试官会针对简历中的某个问题重点的询问，

或者单纯问问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第二轮面试相对来说特别的细致，每个组面试的时

间都往后有所推迟，6 月 9 号，6 月 10 号面试两天，预期会在端午节之后给到实习通知，

我写下此文的时候，正在处于，怕它来，又怕它不来的焦急等待中。 

 

6、国泰君安 

除了三中一华以外，国泰君安和申万宏源都有暑期，国泰君安的暑期投递时间截至 5 月

30 号，非常的晚，5 月 31 号收到了笔试的通知。 

 

国泰君安的笔试是行测，笔试采用的是北森的题库，题目不算太难，今年的题分为四个

部分，文字理解题，图表分析题，图形规律题，性格测试，多看一看北森的题库问题不

是很大，身边的同学都拿到了面试的 offer。 

 

据消息看来，国君的暑期是相对来说比较佛系的。首先是针对已经在国军日常实习的同

学，在 6.7 的时候有一批专门的面试，主要是针对公司内推的人尽早的确定名额。统一

批次的暑期面试，从 6 月 9 号一直面到 6 月 11 号，三天，三个面试的安排群里人员都

在 100 人左右，合计有 250~300 人参加面试。 

 

面试的流程上，国君面试不需要携带简历，公司自行打印网申时候的简历，所以网申时

需要谨慎的填写，面试共有 12 个面试官，是各个投行部门的老大，职级都是 ED 以上

的，面试流程和其它投行类似，分别进行自我介绍然后针对简历进行提问，当然，一个

人自我介绍以后可能会被打断询问之后再进入到下一个人。问题都是针对简历的细节，

因为国君的暑期面试相对其他券商靠后，所以基本上都会问到你有没有其他券商的 offer，

以及如果你某个面试没有通过，会问你没有通过的原因，我因为之前有在国军实习的经

历，面试官核实了一些情况，也没有太为难我，问我意向去哪个部门，面试当晚收到了

offercall。 

 

7、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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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 9号下午 5点，上海浦东大道保利广场华泰联合证券投行业务线第二次面试

结束，意味着今年我的暑期实习面试正式结束。 

 

面试是一件非常劳心费力的事情，每次面试前都得在知乎，各种论坛，各种微信群里向

大家询问面试经验。和身边的同学比起来，我暑期参加的面试相对来说比较多，借此机

会写下此经验帖，一是为后来人做个参考，二是为自己的秋招做个准备，攒个人品。 

 

最后算是拿到了箭头和国君的 offer，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也会拿到华泰的，最后也许

会去华泰或者箭头，暑期的留用率都不算太高，收益与风险并存，最近跟各位同学商讨

去处。暑期参加各大券商的线下面试，有幸认识了诸多大佬，精神得到了洗礼，灵魂得

到了了重塑，也特别感谢大家在找实习过程中对本菜鸡的帮助。 

 

好了到了打鸡血的时间了。虽然作为一只菜鸡风雨飘摇任人宰割，但也满眼星辰心向苍

穹，世界那么精彩，风景那么辽阔，再瞎搞搞没准就成了呢，冲吧老铁们，他日若遂凌

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哥哥，哥哥，你让我做这个，你老板知道了，不会生气吧？真简单，哥，你看一眼，哥

哥!! 你老板要是知道我俩画同一个 PPT，你老板不会吃醋吧？ 

哥哥，你搬砖出来带着我，你老板知道了不会揍我吧？好可怕你老板，不像我，我只会

心疼哥哥（giegie~） 

 

同行指教可戳微信 daiwencao 

 

4.2 中金资本 投研岗 summer offer 笔试面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5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4611-1-1.html 

 

楼主二月底投的简历 三月笔试 四月两轮面试 最近接到电话通知暑期七月一日到八月三十

一日去暑期实习（虽然目前已经有其他 offer 不打算去了）看到 CCM 的资料比较少，已经有

同学发了笔试资料，我就来分享一下面试的吧～ 

 

 

首先先说笔试和之前同学分享的内容类似 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会计，共三道大题，

考察三张表部分科目的变化，这些题目基本考过 cpa 会计的都比较稳，题目不绕，顶多涉及

到冲资本公积这里可能会出点问题；第二部分主要是 dcf 估值，英文的项目比较多，对这些

模型不熟悉的可能会连跪，因为几个小题都是需要靠前面的答案往下做的，所以得分应该要

么很难看要么巨高。全程监控录音（最后估计满分 100 的话，我应该有个 70 左右） 

 

笔试做完大概半个月会收到第一轮 hr 面，电话面试，估计也就是 pre talk 的形式，主要是简

历面，看看之前做了什么，怎么拿到的实习等等。最后还有英文自我介绍和职业规划，以及

一些英文的追问（比较紧张，这里把面试官逗笑了） 

之后大概一个星期收到邮件通知过了一面，然后就是团队面试了，因为人不在北京，所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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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的远程视频，结果最后莫名其妙被安排在了深圳（事后问了同面试的同学，发现大家都选

的远程面试，但是问了常住地，就给深圳的一波人安排在了深圳组群面） 

 

面试一共七个人，当时两个清华经管（本硕）四个北大（汇丰硕，985 本）和我（港硕 985

本）自带简历，一个现场面试官，五个北京面试官线上同步直播，先是一分钟自我介绍（超

时会被打断）然后进行分组辩论（两边人少的一组要自己协调多一个三辩）讨论蚂蚁金服监

管问题，一辩立论 二三辩互相反驳 结辩总结 队长是一辩；最后辩论结束，现场面试官问

大家估值方法和应用，基本一个人就说的差不多了 后续都是补充（面试官对于美股公司的

某个估值方法很感兴趣） 然后对于辩论的公司深入提问，问到助贷 和一部份风控的内容（抢

答） 再然后问到如果自己有一笔回报周期十年的基金 要怎么分配管理（抢答）最后结束 

中途面试官一直在打分 在简历上勾勾画画，一直偷瞄但是没看到分数 hhh 

 

面试结束之后很久都没有消息，直到整整一个月后才电话通知通过面试，岗位正在审批中，

是否有别的 offer，七月到八月时间问题，base 可能在上海也可能在北京（这么久才通知感

觉是因为很多优秀的人鸽了他们，才轮到我） 

 

 

评论区交流： 

-可以问一下为啥不去咩 TAT 

-中金资本暑期留用率几乎为 0…分的组不一样即使留用以后也没有机会。最后去了央企一级

子公司的投资岗，春招拿的 offer 

 

-同问楼主，想知道春招还有什么机会呀秋招太卷了 

-春招感觉一般都比秋招的要求低一些，毕竟都很着急要人了 hhhh 我当时关注了一堆公众号

有银行和各个央企的春招时间和投递网站，但是我最后去的是招商局下的公司，是自己从官

网进的申请的，最后这个 offer 的薪资还可以接受，而且 955 比较舒服，现在已经工作半年

多了。 

 

-请问可以加个微信吗，我的目标方向是央企的投资岗。 

-同学什么背景呀？抱歉现在才看到消息，我已经入职央企半年多了，老实说比较偏体制内

的工作氛围还是很需要适应的，他们的用人标准也非常任性随意，可能眼缘都比经历学历重

要，建议多面一面，央企的岗位含金量差距也很大，需要最后到和 hr 谈的时候多套套话 

4.3 2021SE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1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967-1-1.html 

 

12.31 收到了 oc，分享下自己的经验，希望能帮到大家 

 

背景：top2 本科，5 段实习，纯买方背景，无投行经验 

timeline：提交 resume 后收到在线测试，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题目比较像互联网的题

目，有行为测试有奥数之类的题目，无金融专业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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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一面 三个面试官，第一个面官问了 tech，折旧提高对三张表的影响，剩下的全是

behavior，因为我做买方，主要问了 PE 的工作流程，和聊一个项目的细节，问到了核心交

易条款和架构这些 

第二个面试官也是主要问经历，非常细的问了对一个冷门赛道的理解，包括方法论，也会有

challenge，但总体不难 

第三个面试官像是法律背景，问了些监管的问题，tech 问了长投短投的会计计量，问了些之

后变成聊天 

12.7 收到一面通过信息，12.11 二面 三个面试官，全部是主要问 behavior 和 experience，第

一个面试官对一个赛道比较了解，重点聊了这个赛道的产业链，各个细分 sector 的 KSF，主

要玩家这些，最后变成了财富密码的交流...第二个面试官最近做的 IPO 正好和之前实习做的

deal 是同一个公司，重点聊了这个公司和行业信息，财务和尽调都问到一些；第三个面试官

主要 challenge 我的动机，包括怎么适应 cicc 的工作，是否了解这份工作内容这些 

12.31 收到 offer call 1.2 收到 written offer 

因为我的经历并不是典型的 banker，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 

 

4.4 中金 IB FI 2022 校招经验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1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350-1-1.html 

 

楼主 2022 年 6 月毕业，走秋招拿到 offer。秋招路上也曾非常焦虑地刷论坛经验贴，发现 IB 

FI 的帖子非常少，写下这个帖子希望来年的学弟学妹能有参考的东西～ 

 

时间线：2021.11.15 截止投递简历→投递简历后马上会有测评→11.19 材料收集→12.04 一面

→12.11 二面→12.28offer call→12.31 收到正式邮件 

 

测评：会有性格测试，数学，图形，语文等题，可以前面的性格测试快一些写，给后面的题

目留足时间。 

 

一面：三个面试老师，首先中英文自我介绍（每个老师自我介绍一次，可能英文可能中文）

后再无涉及英文问题。后问题主要围绕债市最新情况、实习经验、tech 问题。债市主要涉及

最新热点如城投、房地产、利率走势等。tech 问到递延所得税负债等。 

 

二面：同样三个老师，每个老师 20min。二面加上了英文面试，会用英文问到行为问题甚至

实习经历。二面的问题更加宏观，问到目前中美货币政策、未来发展行业等比较宽的话题。

同时也主要围绕实习经历进行提问。 

 

今年中金的流程真的很快！可能是合并到投行部下的原因，今年 se gi fi 都是一个节奏。 

楼主的秋招走的特别艰难，但是最后等到了梦想的 offer，希望 2022 年看到帖子的秋招人也

最终能去到自己想去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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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补充： 

楼主有心啦！同 22fi 补充几个个人想法。一是在正式面试前，最好能能够找业内的前辈（比

如一些中介）或者学长学姐做几次 mock，反复推敲自己的简历；二是要对自己简历上写的

事项特别熟悉，最好在面试前针对每一项都先想好一套说法，以期能应对面试官提出的各个

方面的问题；三是不要怯场，有答不上来的问题（当然最好不要太多），要从容、面带微笑

地告诉面试官你没有思路，看他下一步怎么接，比如要么启发你去回答，要么就换别的问题。

一定不要自己闷着想答案而长时间沉默！ 

Ps.可能每个人的面试有所出入，对我而言，由于我之前有过比较 hard 的债融实习经历，在

整个面试中，tech 的问题较少且较简单（比如经典的固定资产折旧增加 10 元怎么影响三张

表），行为面也不会特别刁难，主要被问到的还是关于之前实习经历的各种细节，所以一定

要好好整理一下以往的经历，力求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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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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版，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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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届同学求职推荐必读。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中国领先的大学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微信小程序最新版上线 

微信扫一扫，使用小程序随时查看最新、最全的校园招聘/宣讲会信

息，参与笔面试经验讨论，查看录取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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