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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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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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大通简介 

1.1 关于我们 

摩根大通自 1921年开始在华开展业务。摩根大通为客户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涵盖投资和

企业银行、环球企业支付、市场业务、销售和研究、证券服务、商业银行以及资产管理等领

域。 目前，我们通过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成都、哈尔滨、苏州及深圳的业务网络

及分支机构为中国本土及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摩根大通集团总资产达 4万亿美元，所有者权益达 2859亿美元。

公司在投资银行、消费者和小型企业金融服务、商业银行、金融交易处理、资产管理等领域

享有领先地位。摩根大通集团通过旗下摩根大通（J.P. Morgan）和大通（Chase）品牌为美

国数百万计的私人客户以及全球众多知名企业、机构及政府客户提供服务。 

 

摩根大通在亚太地区 

公司自 1872 年在亚太地区开始运营，现在业务已拓展至该地区的 17 个国家和地区。亚太

地区的本地公司和机构、跨国公司、政府机构以及私人客户均对我们领先市场的金融服务信

赖有加。这种信任源自于我们在企业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和私人银行等领域提供综合化服

务的实力和能力。 

 

在亚太地区，摩根大通致力于通过在劳动力就业能力培训、小企业发展和金融能力建设等领

域的重点慈善项目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包容性。公司对于慈善事业的投入旨在为

个人和社区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助力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帮助边缘人群通过获

得更多可负担的金融产品增强他们的经济保障。这种对于社区的共同承诺推动了整个亚太地

区摩根大通基金会的捐赠以及员工的参与精神和志愿服务活动。 

 

摩根大通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为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公司、政府

和机构提供解决方案。公司及其基金会每年向全球非营利组织捐赠约 2 亿美元。公司还通

过其在融资渠道、规模效益、全球影响力和专业知识等多方面的资源组织员工在本地社区从

事志愿服务活动。 

1.2 在华分支机构 

公司和分支机构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及其分行 

摩根大通亚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摩根大通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香港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北京和上海代表处 

香港摩根资产管理（亚太）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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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海外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及其上海营业部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不同城市分布 

 北京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香港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摩根大通亚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摩根大通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香港摩根资产管理（亚太）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上海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香港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摩根大通亚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摩根海外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广州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 

 

 成都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哈尔滨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苏州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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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3 2021 年度 ESG 报告 

摩根大通发布年度 ESG报告 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发展 

2021年，摩根大通提供和撬动了 2850亿美元融资，其中超过 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气候行

动，180亿美元用于践行种族平等承诺，向此前提出的 10年内提供和撬动逾 2.5万亿美元

融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近了一步 

 

Apr 25, 2022 

根大通近日发布 2021年度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下称报告） ，详解了作为一家

健康、充满活力的公司，摩根大通如何推动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摩根大通此

前承诺，到 2030年年底，将提供和撬动 2.5 万亿美元融资，以应对气候变化、支持社区发

展以及助力新兴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出，2021 年摩根大通提供并撬动了约 2850 亿

美元融资，其中 41%为新兴经济体发展融资、37%为绿色融资、22%用于社区发展。 

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展示了摩根大通是如

何聚合优质资源力量，服务于我们的顾客、客户与社区，帮助他们克服经济与社会挑战。这

既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也是我们的重要使命。我们借助自身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业务专

长，为创建更加绿色繁荣的世界以及推动种族平等尽一份力。展望未来，摩根大通将继续发

挥引领者的作用，做正确的事，即使这可能并不容易。” 

报告还披露了摩根大通在应对气候变化及种族财富差距等全球性挑战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包

括：  

 气候行动：以稳健、安全的方式助力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

能源需求，主要措施包括：  

o 支持绿色经济：将超过 1000 亿美元的融资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效

和可持续交通等绿色举措。比如：  

 担任 800兆瓦Vineyard风电项目逾 20亿美元融资的联席牵头安排行。

这是美国首个达到公共事业规模的海上风电场，同时也是美国发电

量最高的海上风电项目。预计该项目的发电量可满足马萨诸塞州 40

万户家庭和企业的需求，每年减少碳排放 168 万吨。 

o 将公司运营带来的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摩根大通 6000 多个办公地点、分行

和数据中心的运营保持了碳中和。公司还制定了新目标：以 2017 年为基准，

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1 和范围 2（基于地点）的排放量减少 40%。

截至 2021 年底，公司范围 1 和范围 2 排放量减少了约 15%。 

此外，作为践行《巴黎协定》的一部分，摩根大通设定了油气、电力和汽车制造等领域的

2030 年减排强度目标，也是第一家采取此举的美国大型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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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融资：通过摩根大通发展融资机构（J.P. Morgan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

评估了近 600 笔企业和投资银行交易，调动资金在新兴经济体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这些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1170 亿美元，预期将覆盖联合国 17 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的大多数。例如：  

o 2021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多国光纤网络运营商之一 Liquid Telecom 发

行 6.2 亿美元企业债，摩根大通担任开发性融资结构代理行。本次债券发行

将赋能 Liquid Telecom 推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缩小发展缺口，让更多当地

城乡居民能够享受到教育、医疗及关键服务。该笔债券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包括：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和赞比亚约 800 座建筑和 5000 户家庭

实现光纤入户；在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和赞比亚提高 10 万户现有家庭

用户的光纤入户网络容量；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新增逾 100 个 LTE 站点，增

强网络覆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扩大光纤网络覆盖，使约 75%的人口受益；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种族平等：通过 300 亿美元的投入，支持可以负担的住房并提高住房自有率，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提升银行服务的可及性，进一步缓解种族不平等问题。截至 2021

年底，公司已部署或承诺资金超过 180 亿美元。 

在员工招聘、培训和留存方面，摩根大通集团持续深化多元化，为构建多元、公平和包容的

世界贡献力量。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摩根大通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摩根大通官方网站：

www.jpmorgan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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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摩根大通笔试/VI 资料 

2.1 做完 2022 Pymetrics Test 唔~~分享经验+技巧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0798-1-1.html 

 

唔~~~~因为只能做一次所以有点鸭梨山大 

不过发现有些题跟以前差不多，看来还是得刷题 

 

有总共 12 个小游戏，包括换钱、气球打气、快速按键、识别表情等 

 

和之前学姐跟我说的没多大区别，刷过题了就没太紧张了 

 
 

交易游戏 

与系统进行交易，交易金额在$0~$10 之间，可获得对方信任返还游戏结束会看到你与对方

互相交易的金额，并且让你评估，这次的游戏是否公平。 

 

打气球游戏 

每打一次会获得一定金额的钱币，气球一直在打气，点击“collect”即可获得当前金额的钱。

充气越多价值越高，直到它爆炸，钱币归零。这期间我们随时停止充气拿走钱币。打气球游

戏是看风险的，三种颜色的气球爆破点不一样，需要找到规律。比如蓝色的一般打到多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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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继续了，红色的爆破点在多少，黄色的在多少，这个规律摸清就会容易很懂，嘻嘻 

 

抽纸牌游戏 

抽纸牌游戏一开始你会拥有$2000 贷款，然后从四张纸牌中任选一张，可能是收益也可能是

损失，可以随时更换选择。看似靠“运气”的背后，也是有规律的可循的！抽纸牌游戏考的是

风险决策，四张牌的收益和损失不相同，连续获得多次收益的也很有可能突然一下大额损失

掉很多钱。 

 

造塔游戏 

请点击一个圆盘将其提起，然后单击某个塔柱将其放下。游戏的目标是用最少的步骤，将塔

柱上的圆盘摆成和目标塔柱上的一样，只能移动塔柱最上面的圆盘而且一次只能移动一个。 

 

 
 

还有几个我在打包，有需要的话私我，或者留邮箱，攒 RP！！！祝我通过 UPUPUPUPUP 

 

哦对有几个技巧需要注意下~~ 

 

游戏不限总时长，不需要控制时间，慢慢想嘻嘻 

 

只可以玩一次喔！ 

 

最后最后这是其它人告诉我的，JPM 的游戏测如果很幸运的通过了的话，在 330 天内都有效，

再次申请可以重复使用这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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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pm seasonal intern-operations (shanghai)-hirevue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4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5026-1-1.html 

 

4.19 收到的 Hirevue，没有时间限制，一直拖到 4.27 被发了两份 reminder 邮件才做完，过来

攒一波人品。 

一道不计分的题，大概是问 background 和 how do you fit this job well. 

 

 

正式答题 

1.忘记复制粘贴了，大概意思就是老生常谈的 why jpm & why operations 

2.Imaginethat you had to present complex information to someone with limited knowledgeof the 

subject. What steps would you take in order to help ensure your audienceunderstood your 

presentation? 

3.Tellme about a time you had to make a decision to resolve a complex problem withincomplete 

information. Describe the situation, the actions you took, and theoutcome. 

 

 

正式答题有两次机会，第一遍基本都没怎么讲好，重新录了第二遍，而且两遍之间没有时间

限制，所以基本都看到题目后写下答案然后准备了很久才开始的。第二遍录完就系统直接提

交了。 

 

 

之前看了很多经验贴和油管视频，正儿八经准备了好久，结果发现也就第一题押对了

 

虽说 jpm 淘汰率非常高，自己也是因为金融方面学的不大好才投的 operations，但无论如何，

祝愿大家都能斩获心仪的 offer！ 

 

2.3 JPM VI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1947-1-1.html 

 

刚刚做完感觉不是很好，所以发帖造福一下后人  

 

JPM 的 VI 和其他家差距比较大，一共是三个题，30s 准备，注意是 2min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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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题分别是： 

1、industry or company you follow 

2、find a potiential issue and how to address it 

3、goal for career 

 

2.4 JPM VI（IB）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2282-1-1.html 

 

拖拖拉拉地做完了 VI，表现肯定不是自己最好的状态，不知道能不能有后续 quq 

1_an industry or company you follow 

2.a circumstance where you make a decision_describe your actions and outcomes 

3_how you know  more about this program 

 

btw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进度 or 感受哇 

第一次申外资 www 

 

 

评论区交流： 

-几天前收到 VI，出于懒癌和拖延症一直都没准备还没做，楼主是申 HK office 么？ 

-上海的 

 

-请问你申请的时候是在官网点击 apply 之后输入邮箱就可以了吗？感觉这次的申请界面好

奇怪 

-是的诶 

 

-这个 VI 是申请了就会有吗，还是说某种程度上算过简历关了 

-我身边申请的都收到了 fyi 

 

-都是 VI 吗？hirevue 的？为啥我是 pymetrics12 道题 

-pymetrics 结束之后会有 VI 

 

-hi 请问下楼主申请的是上海 office 的 investment banking analyst pro 

-是 22 年的 summer～我 23 年才毕业 

2.5 2022 Shanghai ib analyst-full time 的 hirevue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503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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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想问问大家这个岗位的 Hirevue 都有什么题目，谢谢！！ 

 

—————————————————————— 

更新： 

楼主做完了。。。是在论坛从未看到过的题目 

1. describe a world event that could affect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how does it affect？2. 

describe a significant mistake you made before？ 

还有一道想不起来了。。。当时没记下来，是 behavioral question 

 

 

评论区交流： 

-请问楼主 VI 是秒发的吗 

-对的，一做完游戏就发了 

 

-请问这个岗位 eligibility 是什么啊 是要已经毕业的才能报名吗 因为我有听其他人说 grad 

analyst 一般是不请人的好像都是 summer analyst 拿 return offer 进 我能理解为有 summer 

intern 的人拒了 return offer 所以多了 headcount 给毕业生吗?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至少官网上是在开放招聘，但按照各大 top ib 的习惯，的确更偏爱

原来做过 summer intern 的。 

 

-楼主您好，想问一下 vi 回答必须用英文回答吗？因为之前做 PWC 的 vi，问题是英文，回答

可以是中文。所以有点疑惑 

-全英文的 

 

【更多内容请至原帖查看】 

2.6 2022 SHANGHAI 公司 &投行 - Research & Analytics 

Analyst hirevue 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0334-1-1.html 

 

刚做完 hirevue，估计成了炮灰，分享一下 hirevue 的题目 

1.最近在关注什么行业或者公司，为什么 

2.说出一个你观察到的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怎么解决的（大意如此） 

3.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设立了什么目标 

 

 

评论区交流： 

-特此来感谢博主！！！谢谢你的面经！真的是一样的题目！！太感谢您了！祝您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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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定自己凉了哈哈哈哈。然后不用谢我呀，这里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的面试经验嘛，

我也从论坛里收获很多，如果你进入到了下一阶段，也把经验共享一下啦。 

 

-只有三个问题吗？每个题多长时间呀 

-就这 3 题，然后像现在也不太记得细节，应该是 30s 准备，2 分钟回答。 

 

-hello 请问 lz 做完 pymetrics 之后大约多久收到的 vi 呀 

-我是做完游戏 8 分钟后就收到 VI 了 

游戏特质：风险、决策、公正 

2.7 JP sales summer VI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2418-1-1.html 

 

1. Talk about an industry / company you follow 

2. Talk about an experience you make a decision with only limited information  

3. Talk about feedbacks that others gave you and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it 

 

2.8 2022 Placement IBD (Jan - Jun)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521-1-1.html 

 

2022 Placement IBD (Jan - Jun) 

1. Imagine you get pulled into a meeting in 30minutes with a CFO of a $5 billion market cap 

company. What 3 things would you look at beforehand? 

2.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time you reached a practical decision or solution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acts and weighing of options. 

3. What is your specific career plan 

第三题变成了 specific 的 career plan 

 

明明网上看到这些题 也写了稿子 但是实在太紧张讲的太差了 

大家加油~~~ 

2.9 JP market risk VI questions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357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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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hare an experience that you take the initiative to do something beyond your region in a 

project. 

2. Recent market headline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that caught your eye and why 

3. Experience that you made a mistake and learn from it in work or project 

2.10 Shanghai&Singapore IB VI 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4246-1-1.html 

 

三个 

1. Imagine you get pulled into a meeting in 30minutes with a CFO of a $5 billion market 

cap company. What 3 things would youlook at beforehand? 

2.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time you reached apractical decision or solution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acts andweighing of options. 

3. Career plan 

 

 

评论区交流： 

-hi 方便问下 timeline 吗~是哪天完成的 vi 呀，以及申请的是上海 office 的 2022 investment 

banking analyst program - full time 吗？谢谢！ 

-昨天刚刚做的 vi，我申的是 summer intern 哈，不是 full time 

 

-这个 VI 是申请了就会有吗，还是说某种程度上算过简历关了 

-我记得好像是先笔试，然后再发 VI 

2.11 jp morgan research graduate scheme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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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8626-1-1.html 

 

楼主刚做完 vi，拿到的题目和其他同学差不多。 

1.如果有一个和 50 亿美元市值公司的 cfo 会谈 30min 的机会，你会提前准备什么 

2.描述一个你通过系统性分析事实和权衡 options 后得到决定/解决方案的例子。 

3_career goal 

求好运，求 ac，求 offer！ 

2.12 VI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826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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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是最后做完 VI 的吧... 

三个问题 

1. 如果你三十分钟后要和一个公司市值 50 亿美元的 CFO 开会，你会查看哪三样东西 

2.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time you reached a practical decision or solution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acts and weighing of options. 

3. 职业规划目标是什么 

 

想问问后续就等着对吗... 

 

攒攒人品 

2.13 2021 JPM Research&Analytics FT VI 之后的进度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8570-1-1.html 

 

请问有人 Research&Analytics 做完 VI 后收到任何消息吗？谢谢！ps：请问有人了解这个项目

具体内容吗？欢迎私戳～ 

 

VI 问题： 

How do you take steps to learn about this programme？ 

Complex situation 

Gonna have a meeting with a CFO, list three things you need to prepare for?（sorry 记不太清这

个题干了） 

2.14 2021 jpm 中国 research&analyst full time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8131-1-1.html 

 

回馈论坛，积攒人品 

3 个问题，2 次回答机会 

1. Discuss an industry or company that you follow and why 

2. Describe a time when you detected a potential issue and developed a solution before it turned 

into a real problem 

3. What specific goals have you established for your career 

 

 

希望能进下一轮，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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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JP Morgan 2021 中国 Research & analytics 全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7842-1-1.html 

 

回馈论坛积攒人品！ 

JP Morgan 每年的题目啊感觉一直变化，下面是我 hirevue 的时候三个问题 

Imagine you get pulled into a meeting in 30 minutes with a CFO of a $5 billion market cap 

company. What 3 things would you look at beforehand?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time you reached a practical decision or solution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acts and weighing of options. 

 

What specific goals have you established for your career? 

2.16 JP Morgan Corporate & Investment Bank Markets 

HireVue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3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7724-1-1.html 

 

三个问题：1. Describe what factors have influenced financial markets in recent months and how 

they might affect our clients 

2. Provide an example of a recent experience that you would describe as a real learning 

experience 

3. Tell me about a time when you had a complex problem to solve and explain how you arrived at 

a solution. 

2.17 游戏测评和 VI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7299-1-1.html 

 

回馈论坛啦！ 

 

游戏测评是秒发的。有几个分配钱的关卡，有充气球的（和 year pwc 的稍稍有些不一样），

也有根据屏幕上的箭头按键盘左右键的，其他的记不太清了。 

我申请的是 AM 的 intern。VI 一共五道题，每道题可以录两遍，两遍之间的暂停没有时间限

制。不过要注意“提交”和“重录”按钮别按错了，我当时就有道题不小心点错了…… 

第一道题是为什么选择 JP 摩根，为什么选择 AM。 

第二题是未来五年会影响金融行业的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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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是经理或者老师对于你的 work 的 feedback 。 

第四题是给一个不太懂的人讲解相关领域的知识。 

第五题好像是有关克服困难的（sorry 记不清了……） 

这五道题的顺序可能不太对，因为现在真的记不起了。 

 

最后祝我们都顺利吧！ 

2.18 VI-Market 2020 Summer Analyst (Sin&HK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2867-1-1.html 

 

1.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have an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ow about our client? 

2. A meaningful experience recently? and what you have learnt. 

3. A complex situation and how you figure out a solution. 

两遍之间可以无限暂停。攒 RP 大噶嘎油！！ 

2.19 JPM Hirevue 20190908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5004-1-1.html 

 

昨天刚刚做了 JPM 的 Hirevue，准备了好一阵的，感谢论坛的各位朋友帮忙~ 

下面是我遇到的几道题，和大家分享，希望能攒攒人品！！求过！！ 

 

一共两次机会，一次两分钟，四道题 

1.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financial service, why JPM 

2. finanical market 上的一个新闻然后对你申请的职位有什么影响 

3.  由于昨天还做了其他银行的记得有点混了。。。好像有一个是和别人合作取得成功的经历 

 

Takeaway 就是感觉他们的题目在不断变化的，有一部分和机经 overlap 但并不是所有，要有

这个心理准备。。 

去年对应题目写了很详细稿子但是效果并不好，感觉还是临场淡定发挥比较重要，万一碰到

新出来的题不至于凉凉~ 

 

人品！！别再让我挂在 VI 上了！神奇的论坛赐予我力量吧！！！ 

2.20 HK 2020 Fall Analyst VI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747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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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的是 Fall Seasonal Analyst Internship 大家真的一定要记得多看不重要邮件&#128546;23 号

发的邮件要求 24 号之前答 但我 25 号才看见 

错过了 VI 时间但不知道为什么系统还是让我回答了 

问题 

1. Recent factors affect the market and your clients? 

2. Have you received a feedback from your manager, tutor or co-worker? What was the feedback 

about?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it? 

 

3. Give an example of you reached a practical decision by systematical analysis of facts and 

weighing of opinions. 

 

后面两个问题真的完全没见过，我答太烂就不期待 JPM 了，大家加油！ 

2.21 JPM HK IBD Fall Seasonal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2 月 2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4477-1-1.html 

 

本人报了 JPM HK IBD Fall Seasonal Position，报名当天下午就收到了 VI 邀请，然后今天做了

VI。 

VI 总共是 3 道题，每道题有两分钟时间作答，都有两边的录制机会，两遍录制之间可以无

限暂停。 

三道题分别是： 

1_Discuss a recent headline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that caught your attention and why? 

2_Describe a situation in which you learned something significant from a mistake you made at 

work or in a school project. 

3_Describe a time when you detected a potential issue and developed a solution before it turned 

into a real problem.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也攒下 rp 

2.22 CIB Research/Analytics VI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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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102-1-1.html 

 

刚做完 VI，分享一下问题 

Discuss anindustry or company that you follow and why. 

Tell usabout your proudest moment or achievement on your re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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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2020 Shanghai Asset Management VI Questions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7712-1-1.html 

 

刚做完 2020jp summer intern vi，回馈下论坛 

 

1. Why JP Morgan？ Why Asset Management？ 

2. The biggest challenge in finance  industry in the five years? 

3. How you overcome difficulties in teamwork (具体问题记不得了，大概是这个方向） 

4. Feedback from your friends, teamate or manager, what you have learned from this 

5. Is there any time that you are teaching someone who does not know anything in this area? (可

能是新题，我从来没见过） 

 

祝各位面试顺利！ 

 

 

评论区交流： 

-为什么 intern 比 ft 问题多……？伦敦的 ft 都是三个问题 

-看下来感觉不同地区 process 是不一样的 

2.24 2020 Corporate IBD Summer Analyst (HK- CN coverage) 

VI 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6475-1-1.html 

 

一共问了四道题，题主只记下了大概意思 

1. 对于 Financial Industry 来说近五年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你有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 

3. 你们的队伍在做 team discussion 的时候你的 role 和 contribution 是什么 

4. 你的经理或同事对于你的工作有什么 feedback，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2.25 Research HK summer internship HireVue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5715-1-1.html 

 

第一次发帖 攒人品 

应届生上面很少看到有人做过 research 的 HireVue, 所以来补充。 

楼主做完 game 之后第二天就收到了 video, 没给 deadline，所以我拖了五天才做。一共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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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每题都可以录两遍，第一遍是三十秒准备，两分钟作答，第一遍和第二遍中间不限时，

所以可以好好准备一下刚刚的题目，多联系几遍再录第二次。 

题目如下： 

1. What are the main challenges that JPM is facing? 

2. Describe a situation in which you learnt something significant from a mistake you made in 

work or a school project. 

3. Please describe a time when you assessed a problem and understood its root causes. How did 

you analyze it? 

2.26 2020HK ST VI 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2863-1-1.html 

 

刚做完 VI 来分享一下题目 跟论坛上的挺不一样的 

我申的 HK Sales and trading 

1. tell me a company or an industry you follow and why  

2. tell me a time when your leader or teacher gave you feedback... (具体记不太清了） 

3. tell me a time when you need to make a practical decision from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XX ( 

准备的题目一个都没有出。。只能跪求人品了。。 

每道题都是 2 次机会 30 秒准备，2 分钟的回答时间 

2.27 JPMorgan HK IBD online interview 题目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1784-1-1.html 

 

7 月 11 日报名立即收到 game test 

8 月 1 日收到 online video interview 

8 月 5 日完成 online video interview 

 

一共 4 题，30 秒准备，2 分钟回答，每题有一次 retry 的机会 

题目分享：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top three factors that affects financial firms?  

Share a problem-solving experience in a team setting 

Why financial services, specifically why JPM? 

Share an experience that you volunteer to do something at work 

 

分享一个小插曲： 

苹果的电脑可能出现打断视频录制的情况，我在最后一个问题就被打断了，好像是缓存的视

频太大了，影响了电脑运行速度，苹果系统直接跳出来一个窗口建议我关掉这个网页。 

建议清理下电脑内存。 

不要用 Safari 浏览器？（以防苹果擅自 interr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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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IB summer analyst HK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8320-1-1.html 

 

刚做完 vi 发现一脸懵逼 

怎么论坛上大家的题是一样的 

我的就不一样了 

就分享一下攒攒人品吧 

1. financial firms 面临的三个最大的挑战 

2. 为什么想要进 IB，为什么是这个公司 

3. 你 volunteer 去做的一个 teamwork 

4. 最后一个有点记不清楚了 好像也是 teamwork 有关的 

 

大家加油。 

2.29 2020 WM UK VI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4215-1-1.html 

 

一共 3 问题 一个问题准备 30s 回答 2min 

1.What attracts you to JPMorgan, andspecifically the wealth management opportunity?  

2_What do you think will pose the greatest threat to finanical service industry in th enext 5 years? 

3_Describe a situation when you asses a problem and find the root causes, how did you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每次问题有 2 次录制机会，但我不知道是两个都提交上去还是只选择第二个提交。这三个

问题跟我在论坛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希望分享一下攒个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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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摩根大通面试资料 

3.1 AC 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8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9047-1-1.html 

 

Dear Candidate 

 

JIJI  

Assessment center - wholesale payment  

No part interview mean is no forward response and reply. 

 

Thanks again, and we wish your best success in your career. 

 

Sincerely, 

JP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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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面形式 5 名 candidates 做 group presentation, 一题目 3 小问题 sub or minor questions. 

 

 

评论区交流： 

-你好请问之前也是需要做 ot 和 hirevue 吗 

-需要 这个过程长达 4 个月～半年 

 

-您好，请问 AC 是还要再面吗？还是 AC 其实是他们内部要做个评估 candidate 只要等结果就

可以了呢？ 

-AC 就是终面，如有对你感兴趣。招聘团队会邀请单独面试 part 面，如果通过就给 offer。 

AC 等于 superday, 最后等就行了 

3.2 JPM summer analyst final round 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422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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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这是个神奇的论坛，第一次拿到 jp 的 final round，是 cib 的一个 dept～ 

ED 面的，人挺帅，气氛挺轻松的，就半小时，他还特地来楼下接我了。整个过程和我聊了

很多，没有问我很 harsh 的问题，但楼主觉得答得一般般，感觉没有很出挑，也没犯什么错

误吧希望。发上来分享一下他问的问题。 

 

我为什么想来这个 dept，想来 jpm 

是否申请了别的公司的这个 dept 

问了以前做过的另一个实习，为什么没有回去继续做 

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下这个 dept 是做什么的，问我有什么问题吗，我随意问了他以前的经历

之类的 

然后接下来又到了他的提问时间，问我对这个 dept 的 products 有什么了解，知道 behind the 

scene 是怎么做的吗，还是想在这里学呢 

我说了我了解到过的 jp 的一个平台，他给我讲了原理，我根据他说的问了一些 follow up 

question 

然后他问我是 more sales 还是 more products 

他又问我 why banking 

然后他又问我对这个 intern 的期待是什么 

 

就过去了，我觉得总体来说，是真的抱着想要了解你的心态去聊的，问的问题非常的随机，

看他好奇什么 

 

希望经验能够帮到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我真的太想去 jpm 了呜呜呜 

3.3 2020 JPM APEC IBD SA Superday 经验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7011-1-1.html 

 

2019 年 09 月 20 日，下午刚刚在纽约完成 JPM IB APEC Summer Analyst Super day，楼主在第

一场面试炸了的情况下给大家留一些经验。因为一直以来在 yjs 上收获良多，也认识了一些

很 nice 的朋友，希望这个帖子对各位有用，也希望朋友们可以 nice 得对待他人。 

JPM 今年申请的流程比较早，大约在七月初就开始了网申，网申后很快会收到一个 online test，

都是一些 interesting but weird 的问题（因为我做过两遍后仍然不知道他们的选人标准）。

Anyway，这部分题目已经有好心的同学们发在 yjs 网站上了，所以不赘述了。 

紧接着是 video interview，都是一些常规的 behavior question。由于可以连着录两遍，所以

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题目也已经有人发过了，建议大家别全指望着别人的经验，这种连录

两遍的机会，莫不如自己准备。 

重要的部分啦，楼主是9月13号收到了 superday的邀请。今年 jpm没有 first phone interview，

所以并没有对 tech 有过很深入的测试（基于此，楼主在面试的时候还去确认了一下是否是

final round）。大抵每年 jpm 会在北美 shortlist 120 人进入 superday，并最终录取 20 人左右。

在邮件中我得知这一次的“活动”总共持续四天左右（20-23 号？），我参加的这一轮是 4 个

candidate，轮流和 4 个 interviewer 面试，每个面试 30 分钟，并且在申请中注明掌握中文的

同学还需要进行一个翻译测试，so ~2.5 hrs in total. 那么对于 interviewer 来说，他们面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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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2 hrs，每天面四轮，那么每天仅仅这四位 interviewer 面试的人就是 16 人。BTW，superday

后如果被录了，两周内会接到电话，我可能只能接到 chase 追债的电话了，hhhhhh。 

第一位 interviewer 简直是我的噩梦，一个很 tough 的 ED，可能在面试中也担任 stressful 

performance judge 的角色，总之当时盯着我一个实习经历一直问，一直质疑，so be prepared 

on ur experience！具体的问题我真是记不得了，反正自己胡诌了半天，希望各位以后也能做

好准备，应该每场面试里都有压力测试。另一个让楼主困惑的是，我一直没想明白他想要什

么，Confidence？Expertise？Calm？如果各位小伙伴有见解的，希望也可以评论告诉我。 

第二位 interviewer 是一位女士，人很 nice，focus 的一个问题是 any difficulty u've been through 

and how u solve it。另外就是给我看了一个是 scenario question，后面和我聊了半天说她觉得

其他的东西都可以 pick up，但 judgement 才是关键（比如如何处理各种不同的情况，如何

与人打交道）。后年我问的一个问题是 difference between GS MS JPM。之后他用了十分钟给

我讲她的的 personal feeling，这绝对是我最有收获的一个 part。总而言之，JPM 并不很

aggressive，并且是一个大家都很 nice 的地方。 

第三组 interviewer是两位，一位 senior的女士以及另一位 junior的男士，他们也特别的 kind，

面试的大部分时间在用中文交谈，问了我再过去实习中有没有做过 deal，具体做什么。其实

就是希望我给他们讲我搭 model 的能力。 

第四位是一位很 open minded 的男士，简单地问了问简历，然后说了一些楼主创业的经历。 

实在抱歉我没能记住所有的问题，楼主一直以来记性不好，再加上第一场炸了之后比较伤心，

请各位谅解。我个人感觉这次面试最大的收获是问他们问题，从他们的回答中你会发现每一

个人都工作地很快乐，并且都认为 jpm是一个perfect place，并且其中两位还着重提到了open 

minded，第四位和我说自己唯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 get involved in 更多 IB 以外的业务。 

这次就不留联系方式了，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一起交流的，可以在下面留言（比如

问题啦）并且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prefer wechat if u may），我如果拿到 offer 或者不忙的

时候会和各位联系，多理解。 

Anyway，找工作确实是个很 suffer 的过程，希望各位都好！哈哈，楼主可能拿不到金羊毛

了，希望会是各位。Good luck！ 

 

 

评论区交流： 

-谢谢楼主的分享太有用啦！！！想请问一下 translation test 是什么样的形式？写的考试吗 

还是直接口述翻译？ 是翻译 technical readings吗？ 

-是用中文写一封邮件，大致是把材料中的 deal 告知某 CEO 并询问是否有对另一家公司收购

的意愿。 

 

我也去了 20 号的 superday!! 体验和楼主差不多，我被一个印度籍的 md 兑到怀疑人生...真

的是第一轮就心态要崩塌了！我就全当去参观 office 了。 

我还没有收到回复，当然面得不好我也不抱任何希望。给后来的小伙伴们一个建议，真的要

好好的准备自己简历上写的东西，而且要顺着自己的话去引导面试官，一旦你被引导了，就

会出现一堆你不知道如何作答的问题。 

 

希望楼主有个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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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摩根大通综合求职资料 

4.1 JPM 2021 SA HK Markets Assessment Centre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9551-1-1.html 

 

Timeline: applied in mid-September, procrastinated a week or two before I submitted VI, heard 

back in 1 month for a super day. Did the superday several days ago and waiting to hear back.  

VI: generally behavioral questions focusing on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market news.  

Superday: 3 btb video interviews. We will get a chance to meet other candidates in the waiting 

room, so it's pretty fun. Interviewers are chill, with almost no technical questions and mainly 

behavioral focusing on your problem solving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This could vary depending 

on which desk your interviewer is from, though, but the general focus on a cultural fit might be 

something consistent within JPM. One interviewer even told me he doesn't care if you can 

memorize a lot of numbers in the market, all he cares about is your problem-solving process and 

how you articulate your ideas. But do prepare some trade ideas, even just to make casual 

conversations. I probably didn't get the offer, since it's been a while. Hope this helps you guys to 

better prepare for your upcoming superdays! 

 

10月 14日更新： 

There's something I can add up for reference, which might be a bit different.  

My 3 rounds of interviews mainly focused on talking about the market and some technical basics, 

with loads of follow-ups about details, and pls be prepared for trends in multiple regions and be 

able to give some prediction and generate simple trade ideas. No brainteaser was mentioned and 

each interviewer had their different ways of posture. I think the key should always be being 

yourself. Please be wary of changing ways of presenting yourself when you got trapped by one 

interviewer a bit and moved onto the next, since sometimes they would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sure... 

Besides, it is a bit cliche but still more than important to know every single word on your CV 

because you are likely to be asked to destruct what was behind that single word. And it is no bad 

to know the correlation among every story listed on your CV. (better have a crystal clear logic for 

every choice)  

Good luck with all who are struggling to find an SA role this year. Hopefully it helps. 

 

 

评论区交流及面试补充： 

-Thanks a lot for sharing! May I ask are you attending a US/EMEA school? 

-No problem! I am from HK but I know some candidates from the UK and US who are doing their 

superday this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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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thanks for sharing ! May I ask it is superday just for sales & trading or for research as well? Do 

you know whether the research superday has been given out? thanks! 

-Mine was for s&t so I'm not sure about research. Sorry!! 

 

-Hi! I've also attended the superday for sales and my experience is very much the sames as yours. 

I got reply after 10 days saying there's another round (maybe assessment centre is not the final 

round? yet I'm still waiting for new arrangements).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Thanks for the update and congrats on your progress! I assumed AC is the final round but 

probably they want to see if you are a fit for another role? I interviewed for trading but my 

interviewers told me they also want to see if we fit other roles better. Anyway I feel a lot less 

stressed out now hhhh 

-Thanks! I just finished my next interviews with professionals from local market sales desk (last 

time my interviewers are from prime brokerage, trading and structuring). Overall it is chill, half of 

the time is in Mandarin. Mainly focus on fit questions and my resume. I guess most of times 

interviewers ask technicals questions based on resume, if someone has revelent hardcore 

experience then they may expect him/her to have better techinical knowledge. During my 5 

interviews with ED/MD, I found out that for me (for reference if applying for sales position), the 

most frequent questions are: 

1. What are the biggest challenge you encounter and how you deal with it? 

2. Why jpm, why s&t, why sales, why not ibd etc. 

3. resume based questions (they would pick out things that interest them so always go through 

every point in the resume, even if it's your hobby) 

4. general market sense (I mentioned that I traded us equities so I was asked about us market 

trend, and it's important that we take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about the markets, not just a quick 

prep for interview, I guess they can tell)  

After the interview, I think it's good to have follow-up with interviewers and hr, and I feel like the 

characteristics for sales are communications skills, not afraid of being awkward, willingness to 

learn and detail-orientation under pressure. That's my two cents. And wish you all the success in 

the interviews! 

4.2 CIB Research & Analytics programme - Shanghai Full 

Time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8229-1-1.html 

 

感觉目前帖子里很像都还没有分享今年 CIB Research & Analytics programme 的面筋。 和

大家说一下我目前的进度是完成了 2轮面试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具体情况。 

 

大约是在 10月 20号左右投递的，并且收到了 pymetrics games，游戏还是蛮简单也蛮好

玩的，有点忘记具体情况很像有好几个小游戏，都蛮容易的，大家就集中注意力最重要，我

记得也有类似管道题，博弈题目这种，一部分和四大今年 pwc和 EY 的题目蛮像的。 大家

可以看看其他面筋，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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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大约隔两天收到了 vi的邀请，题目就 2-3题很像，之前得帖子也有提到，就是分享一

下最近的一个 follow的 topic，还有一个问题，我忘记了，但是就是之前大家帖子里面提

到的。 

 

原本其实觉得应该 vi做完就结束了，不是因为觉得自己表现的不好或怎么样，但毕竟是 JP 

Morgan，申请的估计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出色，但对自己的英文能力比

较有自信。很荣幸的大约在做完一周半之后（11/14日）收到了一面的邀请。通过线上一个

叫做 bluejean的软件和 JP morgan的面试官面试。面试时间是 11/25号。 

 

一面当天，我进入了她们给我发的 bluejean的链接，并且按照指导登入，但可能哪里有问

题，就一直没有和面试官进入到同一个 meeting room 里面。后来面试官给我打了电话，大

约了解到是系统出现问题后，我们就改成了电话面试。面试的内容（一半英文一半中文）：

首先简单的自我介绍，问了一下对 IB 的理解，然后谈了一下我的简历上的问题（主要涉及

到实习）。以上是用英文沟通。接着用中文面试了一些 technical 的问题，首先因为我在

券商实习，所以问了一下当前国债的情况，和一些资本市场相关的信息，然后主要涉及到如

何定价，财务报表，各种 ratio。建议大家如果考过 CFA 一级的，可以在翻翻笔记。其实问

的问题都不太难，还是看大家平时对金融知识的掌握和累计。但其实我认为有些 technical

的问题我回答的并不好，而且面试结束后再去思考很多问题应该回答错误了，或者不严谨。

想说估计没有希望了。但是两个面试官（两位女生）都非常好也很温柔，其实大家如果有

basic knowledge， 回答错了，但逻辑有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大家就不要问我具体哪些问题

啦，因为每个人的问题都会不太一样，会根据你过往的经历提问。所以一定要把简历好好准

备。做过的事情都要能说清楚，并且能了解到所有涉及的金融知识。 

 

面试完当周周五 很惊喜的收到了二面的通知。一开始也以为是线上，后来了解到我人在上

海，就改成了线下的面试。面试时间是在 12月 3日，面试官只有一位，也是非常温柔的一

位女性。之前翻了 bbs上的很多面筋，以为也会涉及到很多 technica 的问题。然而我面试

那天 还是完全涉及到简历上的内容，但是问的就更加细致了。很具体的聊了，我在券商实

习时帮忙写的一个定价报告。虽然有提前准备，但是也同样是有些问题回答的不是很令人满

意。其实整个面试过程比想象得要简单，也涉及了很多 behavior 得问题。真的说一个

technical得问题是一道数学题而已，但我也没回答出来。。。。哎，后来想想其实也不难，

我回答的缺乏逻辑。大约面试了 40分钟吧，面试官人真的很好，虽然是高高在上的 JP morgan

但不会 push你，后来让我提问，我了解到了其实这个岗位的流动性很大，大约问了一下大

家的发展，流动性很大的原因是什么，是去往了不同的公司还是 JP 不同的部门和 business。

面试官说了，JP 的竞争力真的很大，真的就是要非常顶尖的人才，流动性大也是因为大家

其实可能做了几年，对于这个位置工作的兴趣减少了，觉得可能有点重复了。面试官回答的

很切实。其实我个人认为，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上做，可能都是面临着重复性的工作，尤其是

到后期，一开始肯定都是学习，到后面其实就是会有类似的重复性的工作，其实就是看大家

到后期能不能面对重复性的工作能减少错误，提高效率，这点很重要吧。 

 

可能上诉很多内容有点废话了，还是希望可以帮到大家。目前距离面试二面也过了一个多礼

拜了，并没有收到其他消息，我也没有像其他论坛里的同学一样受到 ppt的制作。其实能进

入到 JP 的二面真的是我莫大的荣幸了，自己确实还是不够优秀。但还是想发个帖子和大家

分享一下，攒人品，尽管希望渺茫，还是想感受一下 JP 的 AC 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有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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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收到 AC 希望可以留言，也想了解到目前的进度到哪里，自己是不是真的也差不多结束了。

最后和大家说一下，二面结束和就是 AC， AC也是 final 了，后面 JP就没有其他面试了, 如

果大家能顺利拿到 offer 应该会是在圣诞前后。 微信可能不会加拉，大家有什么问题就留

言，我会尽量回答。 

祝大家秋招顺利，都能拿到一份心仪的 offer。也愿自己一切顺利咯。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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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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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