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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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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东北证券简介 

1.1 概况介绍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身为吉林省证券公司。2000年 6月经中

国证监会批准，经过增资扩股成立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8月，锦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并更名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8月 27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股票简称为“东北证券”，股票代码为 000686。公司注册地为吉林省长春市，注册资本为 23.40

亿元。 

    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公司规范经营，不断进取，无论经营规模还是综合实力都取得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开展全面证券及与证券相关的业务，包括证券经纪、

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研究咨询、IB、私募基金、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代销金融产品等业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业务体系。同时公司坚

持多元化发展，积极开展对外投资业务，已设立东证融通私募基金子公司、东证融达另类投

资子公司、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控股渤海期货、东方基金，参股银华基金，建立

起集证券、基金、期货为一体的综合证券服务商。公司已在全国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 68个大中城市设立了 38家经纪业务区域分公司、100 家证券营业部和 3家分公司，公司

全国战略布局趋于合理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xxx的概况，你可以访问 xxx官方网站：https://www.nes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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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企业文化 

公司愿景  

致力于客户成长，成为有规模、有特色、 

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现代金融服务商 

 

公司使命 

融通资源  创造财富 

 

公司精神 

融合、创新、专注、至简 

 

公司经营发展理念 

客户为上 

员工为本 

资本为重 

科技为先 

稳健为基 

回报为怀 

 

公司文化宣传口号 

相融相通，互琢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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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东北证券笔试资料 

2.1 20201117 东北证券线上笔试 难题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3810-1-1.html 

做完刚做完东北证券的线上笔试 几道比较难的题目分享给大家  

题 1:100 个球 25 个人 每个人分到奇数个 问有几种分配方式 

题 2:ABC 三人周一开始工作，a 做 3 休 1，b 做 5 休 2，c 做 7 修 3，问下次什么时候一起休

息 

题 3:一个长方体 长宽高分别 15/10/5cm 如果用一张纸覆盖这个长方体 请问长宽分别是多

少   

题 4:糖水 200g 浓度 10%，那么浓度 20%需要加几 g 糖 

题 5:一个钟走一小时快 6 分钟，早上 7 点调准一次，那么晚上 20:12 对应什么时间 

会的小伙伴顺便写个思路 谢谢！希望大家都早点上岸 加油！ 

 

评论区补充： 

----哈哈哈哈哈 2022秋招也考到了第一题！！感谢楼主！第一题答案是 0，25个奇数相加一

定是一个奇数，不可能等于 100 

2.2 东北证券笔试经验 2019-12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0993-1-1.html 

 

今晚做完了笔试，之前查看记录发现这两年都没有，估计这是自己秋招最后一个笔试了吧，

写个经验贴纪念一下，也造福明年的求职者们，但愿能拿到 offer吧~ 

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文字理解。主要是逻辑推理、智力推理。最能支持、反驳上文观点那种题；以及

智力推理题，比如谁说得真假，还有给一大堆人的信息，推理谁是什么身份那种题。 

第二部分：图案推理。这部分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做多了秋招题应该没问题。 

第三部分：逻辑推理题。偏应用题和数学题。比较有技巧的那种题。 

第四部分：数学计算题。不是资料分析，而是那种有奥数性质的数学题，但没奥数那么难，

反正也是需要知道技巧。 

整个笔试，感觉难。。。。不是普通的那种笔试题，比大多数公司都要难。 

 

评论区交流: 

----面试都发了吗？ 

----收到了面试，笔试不筛人吧应该，昨天有点难受都是随便懵的竟然也有面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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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东北证券面试资料 

3.1 东北证券投行部股权承做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7090-1-1.html 

 

11-25晚上收到 HR电话,问能不能参加现场面试。虽然申请的是上海所，但当时人在北京，

所以让 HR协调在北京参加的线下面试。现场是两个 HR，线上有几个投行的领导和项目负责

人。整个面试 5-10min的样子。简单自我介绍，着重问了一下我最近一段股权承做的实习（投

行领导具体问了我在项目上做穿性测试的具体操作），HR继续提问认为在投行工作需要具备

什么特质和能力，然后问了我设想的职业路径。出来以后 HR说如果这一轮通过的话下周会

通知二面，以上。 

 

 

3.2 东北证券投行部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6982-1-1.html 

 

11月 24日接到电话通知，告知我 27号上午九点会有个视频面试，向我确认了时间冲不冲

突之类的。 

25号收到邮件，要填一个应聘登记表，填好后在当天下午下班前加一份个人简历一起发过

去。 

面试是远程的，采用腾讯会议的形式。我投的是深圳的岗位，对方表示因为面试会有投资银

行部的领导参加，所以不在北京的同学会采取视频面试的方式。 

27号上午九点，按照预先定好的时间加入了腾讯会议，没过一会就被拉进了视频里。有两

位面试官，一位是人力资源部的，一位是投资银行部的领导。 

 

面试环节如下： 

先是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之前在一家银行的总行干了三年多才去读硕士，在这个环节说的

比较多。 

随后人力部的同事确认了一下我的个人经历，比如工作入职离职的时间点，硕士入学和毕业

时间。 

随后是业务部门的领导问我对投行业务有哪些了解。我大致回答了一些跟从事投行工作的同

学聊天时听来的内容。 

为什么选择读研后换工作，不在原本的领域里。我大致讲了自己的职业规划。 

财务知识储备怎么样，有没有财务相关的经验之类的。我说了一下确实有准备一些考试，但

是疫情原因都取消了，明年会继续参考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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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间隔了几年决定再出来读研，我说我考研一直考不上，工作几年我就考了几年的研，

每年考试都比上一年低十分，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后彻底绝望的时候才申请出国留学。

给两个面试官逗乐了。 

随后人力部同事问我什么时候会去学校，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实习之类的，因为我确实要七

月中旬才有时间，这里回答得不是特别有底气。 

整体面试下来大概十五分钟，然后就互道了几句感谢的话，于是我就被移出了会议，面试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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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东北证券投行股权承做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6312-1-1.html 

 

总共面试时长<2min 

11.16 号完成的笔试，11.25 收到面试通知，11.26 面试，因为我投的 sh 所，但是人在 bj，大

概因为这个原因是线上的形式。 

通知是下午两点面试，登录腾讯会议等了 1.5h+，才开始面试。 

 

面试的时候感觉面试官是在走过场，急着面面完。 

视频打开手中还在整理材料，然后要求我做一个简短的、1min 以内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了

我对投行工作有什么了解，然后就结束了。 

没有针对我的背景发问，也没有介绍他们的情况，也没有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 

 

评论区补充： 

同 sh。等了快两个小时才开始，面试过程就 5min 不到吧- - 

 

 

3.4 一面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4347-1-1.html 

 

19号下午北京一面 

群面形式，我们组 8 个人一起进去，逐个自我介绍，逐个介绍自己做过的一个项目，2分钟

内，超时会被打断，lz就被打断了呜呜呜 

面试官提问环节，总共三个面试官，中间看着像所长的面试官一边听一边记东西，但是没有

对我们提问，另外两位面试官有提问 

5555问到了我简历里一个好久以前做的小项目，我已经不太记得了....orz 

攒人品 

 

评论区交流： 

----请问没有无领导小组吗 

----没有 

 

----请问介绍做过的项目是一段实习嘛，还是校园经历那种？ 

----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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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北京 研究所 一面（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4236-1-1.html 

 

感觉东北证券的面经还挺少的 我来攒一下人品 

 

我们的面试就是自我介绍+讲实习项目 然后老师会对每个人提问 不知道其他部门是不是这

样我们这组是六个人 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 出门之后想起来了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应该怎么

回答 希望还能有下次面试的机会 

 

评论区交流 

----求问楼主是研究所什么岗呀 

----行业分析 

 

----楼主你好，我刚收到上海研究所一面，但我没有券商的实习，有点纠结要不要去。想问

下去面试的同学是不是都有相关的实习呀？ 

----我也无券商经历 其余 5 位都是两段以上知名券商实习 我觉得如果时间和预算上可以的

话就去呀 起码能感受一下面试的氛围 

 

----楼主~想问下老师提问都是什么类型的项目呀，难不难，不胜感激！ 

----我那组提问都是和个人学习和实习经历相关的 

 

 

3.6 东北证券上分助理行业分析师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7185-1-1.html 

 

其实我都不太想写。这次面试真的太虐了，就好像一个 lv1 的新手村村民和 lv99 的大神 pk，

就像一群食肉动物中唯一一个食草动物，就像...就像一个小傻瓜。 

面试的人很多，招的人很少，而所有面试的人都有数个券商投行实习经验，而且都是牛逼闪

闪的经验，并且大家也多才多艺，什么学生会主席，什么钢琴小提琴......我是其中唯一一个

没有券商实习的人，听着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内心里完全是无数只皮皮虾飞过。券商的门槛

真的很高，小伙伴们如果真的牛逼可以去面，如果像我一样小白，还是不要大老远坐飞机赶

过去了吧。 

在自我介绍以后问的是之前写过的行研，面试官时间很紧，一个人只有一分半，面试官打断

过很多次。 

这次被刷我真的无怨无悔，还是感谢这次面试经历。 

神奇的网站，求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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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交流： 

----楼主，请问一面的形式是群面吗？同是没有券商实习经验的小白？ 

---- 一起结构面 

3.7 东北证券上海研究推进助理岗位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13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136888&p

id=16556898&fromuid=9855493 

 

通知 12 号一早 8：30。。。面完了。。。上海这边是 10 个面试者一组，四个面试官，我这一组

是 9 个硕士，交大上财同济，他们都是研究员这个岗位。 

流程就是：每人 1 分半到两分钟的自我介绍，然后就是一位大佬问我们，每个人都说说自己

的研究成果，2 分钟左右，叫我就说说自己做的项目什么的吧（毕竟我是小本科而且还是面

的这个岗位。。。也只能这个） 

说多了会打断的哦。。。最后就是一位大佬一个一个问大家研究的数据基于什么或者怎么来

的。。。关注数据的样子。。一人几秒钟的样子。啊他们都好厉害。。。大佬说控制在半小时一

组，因为说人很多的。。。最后问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那很好。两周之后给二面通

知。。。等啊等啊。。。还想问下我这个岗是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3.8 面试流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819-1-1.html 

 

地点：上海 面试职位：研究员 

共面试 2 轮 

面试过程： 

一面是 5 个考官对 6 个学生，挨个自我介绍问问题，都是依照简历内容提问。 

二面是提前做好 PPT，去给一群面试官讲你的行业实习案例，研究成果什么的。8min 后 2min

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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