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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

介 

1.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概况介绍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2001年 3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设立，公司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上海、深圳证券交易

所分别持有公司 50％的股份。2001年 10月 1日起，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承担的全部证券

登记结算业务划归中国结算承担，《证券法》规定的全国集中统一运营的证券登记结算体制

由此形成。 

目前公司业务覆盖的场所范围：（一）为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全部上市或挂牌的证券提供登记、清算和交收服务；（二）为上海、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期权等金融衍生品提供清算、交收服务；（三）为沪港通、深港通等跨境

证券交易提供登记、存管、清算、交收服务；（四）为内地发行的开放式基金产品、证券公

司资产管理产品及陆港基金互认产品提供登记、清算、交收及托管服务；（五）为中国证券

金融公司转融通业务提供登记结算服务；（六）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市国债期货提供实

物交割服务；（七）为非上市公众公司提供集中登记存管服务；（八）为境外上市公司（主要

在香港）非境外上市股份提供集中登记存管服务；（九）为债券在证券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

市场流动提供转托管（转登记）服务。 

 

公司对登记结算系统参与者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一）为上市公司等证券发行人提供持有

名册、证券权益派发、公司行为网络投票、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服务。（二）通过电

子化证券簿记系统为证券持有人设立证券账户，提供登记、存管服务及证券交易后的证券交

收服务。（三）为结算参与人设立担保和非担保资金交收账户，为证券、金融衍生品交易提

供清算、交收服务。就场内集中交易的证券品种，公司作为中央对手方（CCP）以结算参与

人为单位，提供多边净额担保结算服务。就非场内集中交易的证券品种，提供双边全额、双

边净额、实时逐笔全额（RTGS）及资金代收付服务。（四）为公募、私募基金发行人提供基

金资产的托管服务。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官方网

站：http://www.chinaclear.cn/zdjs/zgzh/about_jlist_gzjh.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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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笔

试资料 

2.1 2022 中证登运维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0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532-1-1.html 

分享笔经攒好运~ 

形式为线上笔试，需准备双机位 

题目一共 3 部分，时政，行测，专业知识；共 170 个选择题 

 

不知道是不是技术类都是一套试卷，运维岗的题目里也有一些编程的问题，有提到 spring 

boot 等 

时政题目里印象深刻的有反腐倡廉请客吃饭人数应该不超过多少的问题 

2.2 2022 年中证登 it 岗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0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346-1-1.html 

听说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来发个笔经吧~ 

题目有 党政单选、多选，行测（言语、数量、判断、资料各 20 题），然后加上计算机知识

单选、多选。 

党政题不好做，行测题比较常规，计算机知识考得挺多的，有 50 道单选，25 多选，而且考

得范围很广，不好准备。 

许愿进面~ 

2.3 中国结算 2022 年上分社招财经法律岗 笔试经验 + 感

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0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311-1-1.html 

今天上午做完笔试啦，准备过程中发现社招财经法律岗的笔经很少，且去年改成机考以来，

笔试形式和内容变化都较大，所以第一次发帖，回馈一下论坛~！ 

一、笔试内容和分值分布 

总时长 150分钟，总体量 170题。题型为单选（0.5分一题）和多选（1分一题），分为如下

部分： 

1. 时事政治 （共 15 题，10道单选、5道多选） 

主要考了一些政策、目标、党史、常识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532-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346-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311-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5 页 共 17 页 

2. 行测（共 80题，均单选）： 

•言语表达：主旨大意、文段内容、语句排序 

•数字运算和推理：应用题、追及问题；数列推理 

•逻辑推理：定义判断、逻辑判断（增强削弱）、词语类比推理、推理题 

•资料分析：3道材料题，每道 5小题，共 15题 

3. 专业知识（共 75题，50道单选、25道多选【待其他童鞋 confirm】） 

•证券从业相关知识（金融市场基础知识、股票、债券） 

•会计基础知识 

•审计基础知识 

•数据库技术相关知识 

二、笔试考后感和对自己复习的复盘 

总的来说，得益于去年一些前辈的分享，对笔试大致的形式和内容有一定的预期，没有那么

茫然啦大感谢！！但是话说回来，确实论坛上信息很少、且各个岗位笔试内容不同，所以总

体上来说笔试前准备不是特别 effective或有的放矢。 

笔试完感觉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题目也不难，知道的就会，不知道的感觉很难蒙对（特别

是多选）。行测比较简单，各部分分值不高，所以可能会拉开差别的是专业题，这部分要么

是大牛基础扎实、要么就是准备充分全面。后来的童鞋们加油~~ 

1. 时事政治  

楼主是选择了放弃 hahaha, 因为这部分面太广，无法针对性的准备; 但其实分值不低（？）

大家可以酌情准备~ 

2. 行测（共 80题，均单选）： 

•言语表达：与公务员考试内容非常接近，可以看一看公考行测 

•数字运算和推理：大部分与公务员考试内容非常接近，可以看一看公考行测；难点个人感

觉是数列推理，因为一下子不能得到思路就做不出来，且比重不小；而其他数学题都比较一

目了然，初高中数学题 

•逻辑推理：与公务员考试内容非常接近，可以看一看公考行测 

•资料分析：比公考资料分析，简单很多，唯一难度是在考试状态下，进行较复杂的运算 

3. 专业知识 

•证券从业相关知识：可以翻一翻证券从业资格教材《金融市场基础知识》一书，笔试考的

较浅，基本上了解证券市场、不同证券类型和基本特性感觉就可以 

•会计基础知识：会计职能、目标和主要组成部分、一些重要科目的内涵 

•审计基础知识：可能是楼主自己已经将审计知识还给大学老师了，且考前没准备，所以觉

得做题有点不顺利；感觉多选题考了好几道审计知识，分值比重较高 

•数据库技术相关知识：纯纯的知识盲点，靠常识答题了 hahaha；考前完全没有预料到会考

数据库技术相关，反而是因为岗位名称叫“财经法律岗”，所以看了一点证券法的内容，但

是完全没有考到。 

2.4 中证登 2021 秋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0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306-1-1.html 

170 道题，总时长 150min，各个部分没有进行具体时间规定。 

1.行政时事热点（单选、多选）10*0.5 

2.党建时事热点（单选、多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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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言语理解 20*0.5 

4.数字推理 20*0.5 

5.逻辑推理 20*0.5 

6.资料分析 20*0.5 （计算题非常非常基础，但是计算量大） 

7.专业基础知识（单选） 50*0.5 

8.专业基础知识（多选） 25*1 

2.5 2022 秋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0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304-1-1.html 

秋招党攒人品啦 

时间 150 分钟 170 题 

包括 1 时政，单选多选  

2 行测，包括言语理解，数量关系，推理 

3 专业知识单选多选 主要跟专业相关 

2.6 中国结算秋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0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298-1-1.html 

分为八个模块，涉及行测、专业知识、时事政治，全是选择题，题型有单选和多选，无英语，

总时长 150min，共 170 题，专业知识部分分值占比较大，题目数量相比之前的部分少，但

占大约一半的分值 

一、时事政治 

1.行政时事热点（单选、多选）    2.党建时事热点（单选、多选） 

二、行测（全是单选） 

3.言语理解    4.数字推理    5.逻辑推理    6.资料分析 

三、专业知识（金融市场、证券、商业银行、宏观经济学、会计、审计、统计学、管理学）

7.专业基础知识单选    8.专业基础知识多选 

2.7 2021 届中证登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0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9965-1-1.html 

1. 专业单选 

2. 专业多选（应该不分专业都一张卷，主要考金融经济，有一点点法律，还会有 xdd 讲话

时政热点） 

3. 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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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21 校招 中证登笔 试 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0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9885-1-1.html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财会金融专业，笔试 

2.5 小时，全部选择题，每个部分没有时间限制，但总时间不能超 2.5h。没有简答没有论述。 

专业知识 1h，基本是证券从业的题，有 50 题单选，20 题多选。题量很大。 

行测 1.5h， 

数字推理 20 题，高中数学题、数列推理都有 

文本逻辑 20 题（新题，无题库），包括逻辑的加强削弱、以下哪种行为属于题干的某某概

念、近义词匹配等 

统计表分析 20 题（新题，无题库），计算都是一步到位，比较简单，但是时间很短 

时事政治 20 题 

2.9 分享一下 2020 年笔试凉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0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9871-1-1.html 

题目类型分为专业知识单选、专业知识多选、时政、数字运算、规律推理、材料分析，前面

的专业知识可复习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相关内容。系统是一部分做完就得交卷，各部分时间自

己把控，所以千万不要在前面专业知识部分纠结太久，导致后面简单的题没时间做。 

2.10 中证登 2019 年校招技术岗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0 日 

地址： 

18 号的笔试时间一共俩个半小时，纯选择题涂机读卡的形式。 

一共分俩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 80 道行测题，言语、判推、数量和资料分析的顺序，这部分我大概花了一个半

小时的时间，数量还剩了几道题没做，整体难度是便简单的。 

第二部分是 90 道专业题，这部分包括一些时政知识，大概有 10-20 道？都是多选题。剩下

的就都是技术题，单选占 2/3，多选占 1/3。这部分的题不需要思考，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

会，所以留一个小时够了。写下来给明年笔试的同学做参考。 

2.11 20191117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北分笔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9415-1-1.html 

这次笔试和论坛之前分享的都有所不同，全部都是选择题。分为 80 道行测和 90 道时事金

融经济专业题，总共 150 分钟。能够做完（因为后面都连蒙带…） 

第一部分，80 道行测：和公务员行测很像，包括定义判断，图形判断，类比判断，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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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分析，数学等等，时间有点紧张，题目比较传统，不会做的就跳吧。 

第二部分，90 道时事和专业题。这个真是没想到，全是选择，之前论坛分享的是选择加简

答，英语。时事主要包括了最近几年的大政方针，领导讲话，感觉没法准备，只能靠自己平

时多留意新闻。专业题有特别多与证券法公司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有时间可以看看证券

从业资格考试那本书的相关部分，反正我是没看 哎。与结算相关的内容大概十道左右，比

较基础。后面 90 道题还有多选题，难度陡然增加。 

第三章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面

试资料 

3.1 中证登北分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2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009-1-1.html 

攒 RP 一面时候面试官兴趣不大，还以为整组全军覆没，没想到给了二面机会。 

多对多，半结构化，面试官少于一面，人员有变动，氛围相对一面较轻松，基本没有专业问

题 

1. 自我介绍 1-2 分钟，没有打断 

2. 老师介绍了法律类的三种岗位，要求讲一下自己的意向排序及原因 

3. 针对感兴趣的同学继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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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①自我介绍 1~2分钟，没有打断都让说完了 

②介绍了协助执法、企业内部管理、专业研究三种岗位，自己排序 

③房屋预告登记的法律效力，能不能做抵押？       

专业问题真是怪我自己太菜，只能在好几个人说完之后附和，没有什么可以反驳或者补充的。

面试官还对我们笑了，我也只能笑回去这样子。 

3.2 中证登深分第二轮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007-1-1.html 

社招，技术岗。面试官全是领导，群面，随便问点信息，家庭状况。第二天体检。 

给不了期望薪资，比较拉胯。 

3.3 中证登总部管理岗（财会审计）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69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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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一面 

形式：多对多，结构化面试，我们组 6 位同学，6 个面试官 

财会管理岗一面人数很多，据说 34 位同学，下午面了至少 6 组，每组约 50 分钟 

整体氛围比较轻松，一个问题所有同学轮流回答 

自我介绍，不限时，可以多介绍一点，大家的背景经历都很好 

怎样看待刚进来 3-5 年，财务工作比较琐碎？ 

内部审计遇到不配合，不签字，你的工作态度是怎样的？ 

有部分同学预期薪酬比较高，如果达不到怎么办？ 

其他组还有问道：内审的妥协性和独立性如何看待？ 

还有二面，据说二面 5:1 进面 

3.4 中证登深分第一轮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536-1-1.html 

第一轮在深交所那栋大楼，分为两个场次，俺是面技术岗 

场次一是 2 对 1，有两个面试官问咱技术问题，基本是一些技术相关的基础问题。 

场次一结束后等待了一会开始场次二。 

场次二是众多看起来是领导的人面试，群面形式，主要问简历。 

3.5 中证登北分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519-1-1.html 

线下+多对多（面试官 8、9 个，同学 7 人） 

严格计时 

自我介绍 1 分钟+随机提问 

我们组被问到的问题： 

1. 你们经历中有很多科研，你们对中国结算的工作性质有什么认识？ 

2. 个人信息保护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3. 我们的登记结算性质如何？从法律角度分析。 

整组时间 30 分钟左右。 

但是我们组时间偏短，感觉都跪了，老师们并不感兴趣。 

总而言之，要提前了解中国结算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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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社招，18 号面的，法律岗。 

一分钟自我介绍，然后就面试官提问。形式就是多对多，我们组四个人，面试官在 10 个人

左右。 

我们组的简历，就是面试官完全不感兴趣，基本啥都没问，一直在追问做业务的前台，后来

一个女面试官跳出来，说她问一下前面三个人问题吧，你回答的时间太久了。问的问题和工

作也没啥关系，也没涉及到专业问题。 

没有收到二面通知。一面能看出完全不敢兴趣，还不如减少些进面名单或者缩小笔试范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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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浪费双方精力。 

3.6 中证登深分登记结算岗一面二面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0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9008-1-1.html 

一面：线上面试。一分钟自我介绍；个人性格；为什么申请中国结算。 

二面：现场面试，有面试补贴。一分钟自我介绍；自动驾驶的算法应当优先保护司机利益还

是行人利益；两个同学被额外提问：如何看待中行原油宝被处罚。 

今晚就要通知过没过，节奏还是挺快的。过了的同学明早体检，求一个体检通知吧吧吧吧吧 

3.7 中证登总部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0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8284-1-1.html 

我面的是总部的债券业务岗，说实话面完了也不知道该岗位具体内容是做啥的。 

 

面试一共分两轮。第一轮大概三五十人，第一轮是 7 进 2，5 个面试官对 7 个学生，大家的

学历背景都很优秀，面试题领导随机选，俺们组抽到一个系统性风险的问题，给了一份材料

和 2 分钟时间。在大家发言后面试官追问了几个问题，很多都进行了临场追问，所以表达观

点前先想想。有一个女生答得很乱被领导打断了，所以应该还是精简一点回答比较好吧。 

 

面完之后三到四天收到二面通知，只剩下一组人了，奇怪的是二面大家的学历背景不如一面，

但是口才至少 triple 了。这次仍旧是 5 位面试官，上次坐中间的部门领导这次坐在外边，中

间的领导戴着口罩，眉宇中有几分神似周小川，人也特别和蔼（咳咳~太放松以至于走神了）。

这次的问题也基本围绕债券市场和对工作内容的理解，聊了聊最近的热点比如 YM 违约，马

已经服，聊了聊征信、金融创新、监管这些问题，给人感觉“格局很大”，并且有些辩证法

的味道。随着面试进行，整体气氛逐渐轻松，感觉大家也没有很紧张~，甚至有一位面试官

还开起了玩笑。 

 

总之大致的流程就是这样，最后面试官重申如果入职的话自己和家人不能炒股。我反正炒股

也是亏钱，不让炒也没啥影响吧嘤嘤~~~ 

 

希望这几天跑来跑去能有个好结果吧，嘤嘤嘤！ 

 

我面的是中证登深分的财经类业务岗，面试分两轮，第一轮总共大概四五百人，五人一组，

大概十个面试官，轮 

流自我介绍完，面试官对有兴趣的提问，之后统一问一个问题，我们组问的是生活哲理问题，

其他组有问证监会 

对股市的改革问题。我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答得比较简洁，同组一个男生说话像朗诵诗歌

还不断的说一些诗词 

名人名言，他没 

过。一轮结束，我们组就我一个进了。第二轮面试也是简洁的自我介绍一下，说一下家庭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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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和父母沟通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岗位，问你觉得自己适合什么岗位，为什么。总的来说没有

特别刁钻的问题面试 

官态度也很好，但是由于几百人在同一个会场等待，气氛很紧张，让你窒息。 

 

我面的是中证登深分的财经类业务岗，面试分两轮，第一轮总共大概四五百人，五人一组，

大概十个面试官，轮 

流自我介绍完，面试官对有兴趣的提问，之后统一问一个问题，我们组问的是生活哲理问题，

其他组有问证监会 

对股市的改革问题。我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答得比较简洁，同组一个男生说话像朗诵诗歌

还不断的说一些诗词 

名人名言，他没 

过。一轮结束，我们组就我一个进了。第二轮面试也是简洁的自我介绍一下，说一下家庭背

景， 

和父母沟通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岗位，问你觉得自己适合什么岗位，为什么。总的来说没有

特别刁钻的问题面试 

官态度也很好，但是由于几百人在同一个会场等待，气氛很紧张，让你窒息。 

 

3.8 中证登总部-法律类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0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7927-1-1.html 

法律涉及几个细分岗位，法律大类招 2 个，账户管理岗-法律类招 1 个，登记存管业务岗招

法律类和经济类 2 个。 

一面：我报的法律大类，乌泱泱一大片人，约 7 人一组，四个面试官。我这组都是清北人政

的硕士博士。首先挨个自我介绍，没有打断；其次是涉及基金直播带货的无领导小组讨论，

最后派两个人总结；再次是面试官提出一到两个专业一点的问题，比如智能合约，比如民法

典相关的问题；最后是面试官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提问。 

二面：事先没有被通知我已经被调剂到登记存管业务岗，完全不知道这个岗位是干什么的。

面试的人少了特别多，这个岗位应该是留了 10 个人面试，有三个法律调剂的，其他都是各

种经济类专业，基本也都是清北人政和海归，各种能力都很强。面试官的级别更高一些，一

共 7 位。首先还是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三个完全和专业无关的问题，第一个是怎么处理领导

的不同意见，第二个是去年山东一个老师用自己女儿的名义冒用了一个学生的分数，第三个

问题是风险处理制度建设。没有怎么对个人进行提问。 

 

3.9 2020 上分二面-结算业务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0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7886-1-1.html 

今早是第一组面试，六位面试官，四位同学（因为我们组有一位没来，正常应该是每 5 人一

组群面），我们组面了特别久，50 多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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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按序号自我介绍，然后针对某位同学针对性提问。问到的问题有 1.如果办理的事务被投

诉，领导来找你问责，你该怎么写问责汇报。2.我被问了：如果客户不符合制度要求，不能

办理业务，但客户一定坚持说是你们的制度有问题，你要怎么处理。4.特长有什么，到达什

么水平（领导似乎很喜欢运动好的） 

后来问每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有：怎么看半年内的股票市场？信用债的问题和展望？还有很

多很宏观的专业经济问题，不简单... 

整体感觉，面试官挺友好，题目不简单。 

 

3.10 2021 中证登总部账户管理岗（财经）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7117-1-1.html 

结构化面试，一组十人先轮流自我介绍，之后面试官挑两三个感兴趣的随便问了问，感觉这

个环节主要是想轻松下氛围的，让自我介绍时紧张的小姐姐谈谈对中证登账户管理业务的理

解，以及问了本科学小语种的同学当时为啥选这个专业 

然后问一个问题，有想法的回答：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理解，以及跟中证登类似的金融基础设

施还有哪些？有四个同学回答了，我刚组织好语言，面试官就问下一个问题了 QAQ。感觉

还是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快速回答上 hhh 

最后一个问题轮流回答：大家的履历都非常偏投研方向，为什么投中证登，以及能为公司带

来什么？ 

面试感觉： 

同学们太强了，学历上我那组有 6 个清北硕的吧，三四个本科也是清北的，其余就是人大、

央财、北航、对外经贸。作为本硕某华南不知名 985 出来的，我感觉学历是垫底了...... 

大家实习经历也都很丰富，各种天花乱坠的金融机构，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本硕清北的小哥哥

小姐姐，一个拿到了工银投研岗的最佳暑期实习生，一个也通过了一个啥大买来着的答辩，

瑞思拜 

 

3.11 2021 中证登深分一面经验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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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6624-1-1.html 

六人一组，面试主持人一位，剩下的老师隐藏在屏幕后。共半个小时左右。每人一分钟自我

介绍，然后主持人提问：新冠疫情对你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有什么影响，对你的职业发展规

划有什么影响？三分钟思考，然后谁想回答就先回答，每人两分钟。都说完后屏幕外的面试

官提了一个专业问题，永续债的处理。这个问题会的就答，不答也没关系。 

总之氛围还是比较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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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中证登总部暑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7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6771-1-1.html 

行政管理岗，一组 5 人，进去后先让自我介绍不限时间，每个人都说了 2、3 分钟； 

然后轮流对每个人提问，基本就是针对简历 

总体感觉不太难，意料之外的是我才知道在这里行政管理岗原来单指后勤服务管理 

也是难为了几个一起面试的小伙伴被问“你觉得这个岗位和你想得有没有落差” 

 

3.13 2020 暑期实习-深分-面试经验-登记结算业务岗（法律

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7 月 0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5727-1-1.html 

6 人一组群面，应该是同一个岗位的，一共 30min 左右。 

首先，自我介绍，每人 1.5min。 

然后，专业问题回答，每人 3min。题目二选一：（1）新证券法中行政理念的转变；（2）民

法典的亮点。回答顺序随便点。 

 

第四章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求职资料 

4.1 2021 中证登深分登记结算岗笔试面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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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142-1-1.html 

12.4 笔试。全是选择题。第一部分党政知识，第二部分行测，第三部分专业知识，包括金

融、经济、数据库、审计等方面（本来以为会考证券从业相关的，但好像没多少，数据库知

识倒是很多，没摸过只能靠猜） 

 

12.17 一面。线上面试，6 人一组（还是 5 个？有点忘了），自我介绍+情景模拟，听说有些

组是半结构，问了下兴趣爱好就结束了 

 

12.25 二面。到深交所面试，线下结算岗有 14 人参加分 3 组。自我介绍+半结构，提问挺

随机，全看领导喜好 O O 好像深圳人会问的多些，我除了俩都问的问题，领导都没有额外

提问，不知道是不是凉凉了 ORZ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6771-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5727-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142-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4 页 共 17 页 

 

12.26 体检。差额，现场面试的都去统一体检了 

 

4.2 【中证登总部技术岗】2022 届中证登笔试+两轮面试经

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1059-1-1.html 

昨天在北京参加了中证登第二轮面试，特来分享一波经验～ 

1.网申 

时间大约是 11 月初-11 月底。楼主网申的时候犯了大忌，就是没有根据职位要求修改简历，

这也导致后面面试的时候被出了点问题。以后投递简历前一定要仔细阅读职位简介，把自己

经历尽量往职位的需求上靠。其实楼主的经历和职位还是蛮匹配的，就是因为没有改简历导

致后面有点吃亏了。 

 

2.笔试 

笔试时间是 12 月 4 日。楼主申请的是技术岗，题目就是时事政治+职测+计算机，时间比

较紧，计算机考得相当全面，需要提前好好准备。 

 

3.第一轮面试 

第一轮面试时间是 12 月 17-19 日，可线下也可线上。楼主参加的是线上面试，腾讯会议现

场收音不是很好，面试官的声音很糊。主要问的是和简历上的经历相关的事情，没有问很细

节具体的技术。这一轮面试就被问到简历上的经历和职位不够匹配的情况……就容易让面试

官觉得这个候选不合适，或者这个候选人都没有修改简历，不够认真……改简历很重要，面

试的时候面试官会看的。 

 

4.第二轮面试 

第二轮面试时间是 12 月 26 日，必须到现场。一进门一排西装革履的面试官，至少有 7 位。

现场组织也井井有条，可见中证登对招聘特别特别重视。楼主参加的是社招，因为只有一年

工作经验，在这块确实远远不如别人，所以有被问到“能否独当一面”这样的问题。楼主自我

介绍时大致讲了 2 个相关的经验，但面试官只问了其中一个，最后还怼了一句“工作一年就

干了这么点事”……有点压力面的感觉了哈哈哈。不过楼主心里清楚自己做过的项目远不止一

个，所以当时很淡定。 

 

5.总结 

两轮面试都主要考察经历和经验是否匹配，没有问细节具体的技术。面试前一定要认真梳理

自己做过的相关工作，整理简历。 

楼主确实年龄太小，工作经验和其他候选人比也远远不足，这次应聘经历确实给楼主以后的

求职之路提供了很宝贵的经验。攒攒经验也算不虚此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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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结算岗（法律） 全流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0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9051-1-1.html 

在应届生论坛收获颇多 来回馈一下~登记结算法律岗 该岗位今年招 4 人~ 

1.线上申请阶段，10 月下旬截止 10.30 做的线上测评  

 

2.笔试 11.8 线上笔试 总体感觉难度不大，但也有进入某国有行省分体检的同学没过笔试。

没有简答论述 有考到证从金融市场的知识 例如资产证券化 QFI、I 发起人、基础资产、认

购和申购的区别、优先股、ETF 等 

 

3. 11.26 线上一面  一共 36 位候选人进入一面。面试：6 人一组 3 位面试官 每人自我介绍

一分钟 半结构化提问：为何不从事律师、法院工作/为何选择中证登这么一个偏向公司法务，

不那么专业化，更多和业务打交道的岗位。  

                                   合计半小时 最后挑选一人追问 上述问题 

 

4.12.6 号深圳分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厦内）现场二面 一面到二面筛掉了一半的人。6

位面试官 都是大领导 。候选人也是 6 人一组。 进门先站十五秒 让面试官观察身高、仪容

仪表等 再入座 

             自我介绍一分钟 介绍简历上没有的 可以介绍自己的家乡 兴趣等等 之后是半

结构化问题 针对此次实事热点 蚂蚁金服暂缓上市 谈谈对企业垄断的看法 之后根据简历 

随便提问 问的比较散 可以主动回答 也会挑人回答 

             问到怎么看到中国结算的市场垄断地位 问一位暑期实习的小伙伴对结算有什么

改进意见 有没有其他 offer 为什么来深圳啊 等等。合计 30-40 分钟。总体来说气氛融洽 非

常和谐~  面试官还会打趣   高手如云 

              前一组的专业问题问了蛋壳公寓暴雷事件。 

              给报销路费 比较慷慨 当晚出结果 有幸收到了体检~ 据说是差额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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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哇，恭喜楼主了，我是你后面那组的，感觉你们组面试时间都相对长一些。 

在门口等候时候就能感觉到你们组气氛很好，我们进去自我介绍之前，主持人老师也是提示

说介绍简历上没有的，1 分钟，但没有具体说家乡兴趣啥的，整组还是按准备好的自我介绍

全篇说的，感觉听起来都比较无趣 

 

之后是主持人老师提了一个私募基金暴雷，投资者找托管行要求承担责任，怎么看？这个问

题考虑 30 秒，想好就可以回答。 

 

接下来另一个面试官提了一个民法典中有关担保的新规定，挨个回答。（感觉这俩问题大家

都答得不咋地） 

 

之后单独提问了组里两个同学，组里高个子的男生被关注了篮球技能，好像他本科的校队是

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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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体验整体蛮好的，还有补贴和茶点。 

就是感觉我们组整个气氛都比较紧张，还是轻松一点，整体气氛和表现都会好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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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