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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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银行简介 

1.1 概况介绍 

法国巴黎银行早在 1860年就在上海开设了首间办事处, 是最早进驻中国的外资银行之一。

法国巴黎银行目前在中国拥有近 500名员工，通过企业及机构银行和国际金融业务等部门为

客户提供银行、融资和咨询服务。 

法国巴黎银行还致力于企业咨询顾问和海外股权融资业务。银行的客户包括众多本地和海外

企业、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客户。 

通过与南京银行的战略性合作，法国巴黎银行还涉足零售银行业务。法国巴黎银行目前持有

南京银行 18%的股份。 

2003年，法国巴黎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海通证券成立了海富通基金公司，持有海富通基金

公司 49%的的股份。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巴黎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巴黎银行官方网站：

https://china.bnpparibas.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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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巴黎银行笔试资料 

2.1 graduate program OT 题汇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4002-1-1.html 

三月网申，都快忘了的时候昨天收到 ot的邮件。。。  

邮件有注明是 shl的题，做了论坛大概 17，18 年的题目，但这次的更加复杂些。依旧只有

numerical的题。 

 

一种题是柱状图表题。有一题是计算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男女销售员销售额，给出不同关系：

男销售员销售额增长 15%，女销售额和男销售额的比例等等。需要拖动柱形图顶端给出总销

售额答案，并挪动中间光标给出各自所占百分比。之后基本是这个类型只不过题干更复杂些，

计算时间更长 

 

还有种是饼状图，题型和上方类似，需要挪动饼状图内光标给出各自所占百分比，有些百分

比已经给出是不能更改的（可以利用来计算节省时间 

 

第三种是排序。给每个人的总销售额从高到低排序，把一二三四五六拖动到各自人名的边上，

这种题很简单。 

 

一共 10道题，18分钟完成，对本渣渣来说有点紧张 第九题还没做完时间到了，强

烈建议用带鼠标的电脑答题，我用 macbook的触控板总是拖不准柱状图位置，很费时间。 

 

ps：练习用的题最好做一遍再开始，熟悉一下答题模式 

 

大家加油鸭 

2.2 BNP London Global Banking OT 经验分享 用的 Cut-e 题

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1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9075-1-1.html 

今天上午做了提交资料，随后收到线上测试。做得头疼，大概是献祭了。 

CUT-E题库，只有 Num Finance和 Verbal 

欧陆银行 12min 37题 做起来很纠结，没有果断的把 cannot TELL 给选上去，浪费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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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如果按照比例来算，一道题最多 20s，所以一定要练习之后来做啊。不要学我…… 你

们可以去 KPMG那边找题目，搜一下 tb，也有小伙伴在拼题库的。 

Verbal 钢铁公司。看得眼花缭乱，信息太多了，边做边记，但还是很多漏掉了，根本没时

间回去改。所以请一定提前练习，然后做题的时候脑子里过资料，看一些记住一些。 

 

反正我是凉了……各位加油啊。 

2.3 2019 hk-FIC 部门 OT 资料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5171-1-1.html 

为什么好多小伙伴说是 cute-e的题库？ 我做的那套还是 shl的，而且只有 N一个部分，V

和 L都没有。 

 

做过普华的 OT就不用提前练习了，直接考就行，题目非常简单。 

 

还是附上文件，给没做过的小伙伴练练手，攒人品保佑通过&#128591;也祝大家顺利 

 

链接:https://pan_ba**du_com/s/1AUcHLj ... Ywqofw  密码:4bwp 

2.4 UK 2019 Verbal and Numerical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9 月 2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3840-1-1.html 

 

 

现在的 OT太可怕了 

 

以前都只是简单的 SHL Numerical 和 Verbal... 

 

自从去年／前年开始？一大批新的 OT进攻 

 

法巴今年的用的是 Cut-e 

 

但是注意了。。。 

 

Verbal 不是那个 Eurobank 

 

是一家叫 Steel Ltd的公司 

 

像附件上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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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内容 (2019-8-10 14:21): 

今年更新情况请关注 wx号 Mr_hehehaha 

Screen Shot 2018-09-25 at 06.59.39.png (461.83 KB, 下载次数: 128) 

 

2.5 2018 BNP tes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634-1-1.html 

我看最近一年也没有小伙伴发过 TEST，我也没底，就把之前的题目都看了一遍，结果都没

中，所以要挂。。。。 

 

 

 

 

申请的是 Analyste Risques Corporate 的实习, 这次 BNP用他们自己的系统 

第一部分是逻辑推，大概内容是：网格的图形只在每一行，每一列出现一次，一般需要几

个步骤才能推出来问号的图形，也没说一共有多少个题，你就往后做吧，对了显示绿色，

错了显示红色，很酸爽! 

 

第二部分是数字推，不过跟之前论坛里很不一样，有一些图表类似市场份额这种的，只有

三个选项，T/F/can not say，40 多个题 12分钟 

 

第三部分是文字推，跟之前的差不多，就是题太多了，49个题 12分钟，做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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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巴黎银行面试资料 

3.1 BNP APAC graduate programme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8406-1-1.html 

 

2020 APAC GRADUATE PROGRAMME - TRANSVERSAL CAPITAL MARKET OPERATIONS GRAD 

 

 

 

大家都应该收到的是 VI 吧？问题很 behavioral，突出自己的优势。 

看题时间一分钟，回答一分半。 

问题准备可以从 3why，宝洁八大问入手，等真正收到通知，不管拒与不拒，我会把原版问

题放上来，就酱，祝愿论坛给我好运气 

3.2 APAC Graduate Program - I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7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0092-1-1.html 

攒人品攒人品，第一次在论坛上发文希望给之后申请的小伙伴一些帮助！！！ 

 

6/25 网申+OT，7/1 HR电话联系一面细节（由于时差没有马上接到电话，和 HR邮件联系后

很快得到回复，效率很高）。 

7/3 一面 面试官是上海 base的 cyber security head，问题大多是 behavioral question，

比如 motivation，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ole, career plan等，最后有一个 case study

需要做 high level的分析， 

提问环节我主要问了一些关于 program和 role 日常工作的问题，整个过程比较轻松流畅，

感觉 self-motivation和 study ability是 BNP 比较看重的。 

7/3 晚上 HR预约二面（7/10），对方是 APAC cyber security manager（法国人），面试

官首先介绍了 department在 APAC的发展布局以及 team的详细信息，整个面试过程围绕我

的 self introduction 展开， 

面试官选择一个感兴趣的点询问细节，对 role 的理解仍是考察的重点，case study主要询

问我在日常生活处理 cyber security risk的方法和观点，因为楼主本身专业和 information 

security关系不大， 

这个部分还是讲的比较 high level，感觉有点虚。。。希望大家求职顺利，bless us！！！ 

3.3 2019 Global Markets FT HK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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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2500-1-1.html 

攒人品攒人品攒人品！！！！！！！ 

 

10/20网申的 global markets，秒发 OT。11/28 收到一面通知，我申的 Global Markets，

并没有选任何的 preference，HR直接发给我 FX trading的 job description。12/6 一面，

和两个工作了三五年的 associate电话，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香港，全程中文。大概问了一下

简历，之前实习的具体内容，人民币走势美元走势分析原因。我提到了 18年下半年人民币

在跌因为美元在涨...我不记得面试官具体的话了但是他大概意思说这个点相当于鸡生蛋蛋

生鸡...我&#128584;&#128584;&#128584;他问美元指数怎么变...我说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

数量级...他说那你猜猜 percentage变化...。之后给了点时间问 follow-up question，总

共二十多分钟不到半小时。12/19收到 HR邮件约二面，1/7Skype二面，和香港的 Head，全

程英文。walk through resume，问了一些经历。然后问有一个 fair coin，正面我赢反面

他赢，总共要玩 10次，前 8次我都输了，要不要继续玩。之前特意准备了各种货币的走势

货币对交易策略并没有被问。大概就聊了十几分钟就问我有什么问题问他，我问他工作中最

大的 challenge之类的，他提到了现在很多用到数据分析 AI，我就问那你们日常做交易是

根据 AI数据分析还是更 fundamental自己认为各种货币的走势变化，然后他就问我认为 19

年人民币走势什么样。最后感觉就是闲聊的节奏，问了我在英国上学和在美国上学有什么不

同的体验，问了我来美国多长时间，对川普怎么看，你觉得美国人支持川普吗。。。。。。 

攒人品攒人品攒人品！！！！！！！！ 

 

3.4 bnp IT&Operation base HK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3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5555-1-1.html 

来 update一下 bnp的进度…… 

大概是 17年 10月份做的 Online test，都是老题，刷题库还是很简单的。 

18年 2月份收到了第一轮面试，phone interview。面试官大概有三个（？？口音太迷了根

本听不懂在说什么……有个 hk local小哥的口语勉强能听懂，艰难交流）。形式是

behavior+basic tech（影响 option price的因素），还会给你讲一个情境让你选择怎么去

处理。有常规的 career plan（这类问题真的不会答哭哭） 

3月份收到了 follow up interview，因为人不在 hk所以还是 phone interview（很贴心！）。

面试官大概有两个 head，后来又来了两个做 project 的员工（他们自我介绍了一堆然而我

根本记不住）。氛围还是很愉快的，没有 tech的问题。大概一直围绕

strength/weakness,group work,ur role in a group, how you enhance the result, how 

you overcome difficulites, why finance industry, why bnp, why this program, whats 

your personality...会围绕着你的自我介绍和简历展开问，后面还问了 whats your life in 

HK?? 一脸萌比的我竟然回答了 spend the majority of time on study, but still need to 

enjoy the sunshine and beach（我大概是去搞笑的……） 

最后提问环节问了 base的问题，答：24个月 graduate program base HK， 后面可以申请

去其他地方，trainee 期间会去 Singapore几周。 

还问了 valuation model具体是什么，答不能披露 

我也没怎么好好准备面试和提问，所以到这儿就结束啦。大概面了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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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mmm忘记问下面还有几轮面试了，也没说什么时候给答复。第一轮的时候面试官小哥说他

们不着急所以进度可能比较慢。 

论坛上好像都没啥 update，bnp也一直没抱啥希望，每次都是快忘记的时候来了通知，希望

有好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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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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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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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