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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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证券简介 

1.1 概况介绍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公司”）前身为成都证券，经中国人民

银行批准，成立于 1990年 12月，注册地在四川省成都市，是一家资产质量优良、专业团队

精干、创新能力突出的上市证券公司，是上证 180指数、上证 180金融股指数、MSCI新兴

市场指数成份股。 

 

公司目前控股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国金鼎兴投资有限公司、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国

金道富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国金金控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参股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共下设 8 家分公司，69家证券营业部，

分布在全国 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重要中心城市。 

 

国金证券肩负“让金融服务更高效、更可靠”的使命，以“成为举足轻重的金融服务机构”

为愿景，秉承【客户至上】、【视人才为公司最重要的资本】、【以开放的心态真诚沟通】、【团

队合作】、【专业规范】、【持续优化】、【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证券交

易、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始终坚持合规稳健经营，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建立健全内控管理体系，2021年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 A类 A级。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国金证券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国金证券官方网站：

https://www.gjz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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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金证券笔试资料 

2.1 国金管培财务方向笔试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4607-1-1.html 

55 听说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来攒一波人品，希望有好运发生 

 

在常规行测后还收到了一个专业题目笔试 

也是北森系统 25 道题 30 分钟完成 需要双机位 

20 单选加 5 多远 

其实题目都比较浅显，如果掌握这个知识点的话应该很简单，比如说问下列哪些行为影响投

资现金流的，超过多少的印花税可以申请完税证啥的 

but 奈何我啥也不记得了 … 

 

 

 

2.2 2021.10.18 涌金集团管培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1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3347-1-1.html 

2021.10.18 涌金集团管培笔试 

三部分，每部分 10 分钟，每道题都限时。北森系统 

 

1、言语理解： 11 题 前两道题题干较长有难度，后面比较简单 

2、资料分析： 11 题 每道题的资料都不一样，计算器都按不过来了，有一个没来得及选【裂

开】 

3、图形推理 ：11 题 图推一直差哈哈哈，随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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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金证券面试资料 

3.1 国金证券 2022 年暑期实习研究所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5 月 1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5783-1-1.html 

2022.5.7  网申 

2022.5.17 收到研究所面试邀请 

2022.5.19 面试 

 

 

面经： 

12 人一组，有两位女 HR 交替主持 

第一环节：自我介绍，要求涵盖基本信息、是否考过证从、CPA 等考试，是否写过深度报告，

未来研究方向等内容 

第二环节：介绍一下自己实习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前两个环节都是按照顺序发言（S 型，最后说第一环节的同学先说第二环节），每人 1-2 分

钟左右，如果说的太长 HR 会打断问一些她感兴趣的问题 

第三环节：有两个问题的提问机会，自由抢答。 

 

整体下来大概 50 分钟左右，面试氛围较融洽。最后 HR 介绍了一下招聘流程，这是初面，

一周内会有是否进入二面的通知，大概 5 月底 6 月初给暑期 offer，6-8 月底实习。 

如果实习的话 9 月答辩，5 位专业领导打分，平均分 80+即可拿到留用机会，之后会有研究

所领导面，不过淘汰率很低。 

 

基本就是这样了，感觉 HR 们都很 nice，面试体验很好，招聘流程也挺清晰的，好评！ 

 

 

3.2 ［国金研选］分享一下 AI 面筋攒攒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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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982-1-1.html 

是通过微信小程序完成视频面试的，尽量别用蓝牙耳机，会有１０ｓ左右的延迟还挺要命的。 

 

一共有５道题，每题４分钟时间去思考及录制视频。LZ 分到的话题是解决需求，面对僵局，

学习知识，遵守规范，遭遇挫折。每题都要求举例说明，细节记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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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招聘季收获多多  

 

 

 

0701 更新，24 号做了视频面试，发现写过面经就更新一下 

 

 

是通过腾讯会议视频面试的，有几个可选的时间。我面试的那个小组有 6、7 个人吧，形式

就是轮流自我介绍，面试官提一个问题轮流回答，问的好象是对衍生品的认识吧，还有为什

么对量化有兴趣，想在这里做什么。最后是对每个人的简历或者自我介绍提了针对性的问题。 

 

同组面试的候选人背景突出一个梆硬，各大名校出身，多段实习经历，我记得好像还有 PhD

来竞争这么个岗位。像我这种就是重在参与哈哈哈哈 应该也不会更进一步了 

 

 

3.3 风管实习生 AI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2212-1-1.html 

1 简单介绍自己 

2 你对该职位的了解是什么，为什幺要应聘该岗位 

3 证券公司有哪些风险存在 

4 对于各类风险应对策略是什么 

5 风险管理有哪些过程 

也不知道后续会怎样，放上来造福大家吧 

 

 

3.4 国金证券 结构融资部 AI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2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4650-1-1.html 

3 个问题，类似联合利华 AI 面试的形式，每个问题有时间限制 1、简要介绍自己 

2、对于未来 3-5 年，您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是怎么样的？还有你目前为了这个职业发展规

划做了哪些准备？ 

3、讲述一个失败的经历，并且是如何走出挫折和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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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国金研选-投行行业研究类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1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3734-1-1.html 

此次面试时长近 2 个小时... 

 

面试形式：多对多（3-4 位面试官（本来有 3 位，后来中途进来了一位）+5 个 candidates）；

单面； 

面试总时长：约 100 分钟； 

单人面试时长：自我介绍 1 分钟+自我介绍后提问约 3 分钟（可能有）+每个人单独针对简

历提问题 15-20 分钟； 

面试内容：首先 1 分钟自我介绍，然后分别针对简历提问题；（这里很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是不是面试官说自我介绍 1 分钟，但实际上越长越好啊，怎么感觉大家都自我介绍了 5-10

分钟...orz） 

面试问题： 

问我的问题其实比较少，因为我没有相关行业的实习经历，问其他人的感觉多一些，这里总

结一下： 

1、写过的行业分析报告的框架； 

2、行研报告哪些观点是自己的，哪些是分析师的； 

3、公司财务分析指标有哪些； 

4、认为在这个行业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哪个端投行部有合作空间； 

5、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6、财务建模是否是自己独立完成； 

7、实习中得到的最多的评价是什么； 

8、为什么过去做行研，现在选择投行； 

9、维密英国破产认为的原因；（这个应该不是简历上的，问了一个一直在国外读书的大佬） 

10、国外大型超市竞争力弱于国内大型超市的原因；（这个是针对面试的岗位-消费品行业来

问的） 

11、认为自己研究的某个行业是否有投资价值； 

12、过去的实习经历中选择某个行业做行研的原因； 

 

大家的问题没有重样的...其实我不是很理解，既然不是群面，问题也不是一样的，为什么不

是一个人一个人面试 orz 

不过面试官们非常 nice，点个赞！ 

加油！求应届生保佑！求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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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国金资管群面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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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628-1-1.html 

多发发面经，给自己攒攒人品 

lz 昨天面的，报的岗位是 abs 产品助理和创新融资项目助理，差不多 10 个人一组，一个面

官 

一上来每个人轮流做自我介绍，之后问 abs 产品助理、创新融资项目助理和 ABS 质控三个

岗位，最想去哪个或者哪两个，原因是什么，自己应聘这个岗位有什么优势。还是每个人轮

流发言。然后问觉得自己性格中不满意的是什么。最后问了一下每个人的实习时间计划，最

快什么时候到岗，每周可实习几天，能实习多久。 

整体而言没什么专业问题，但是我注意到性格那个问题有不少人给自己挖坑了。。。大概总共

面下来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挺久的，虽然每个人发言时间估计也就十来分钟。 

大家加油！ 

 

 

3.7 国金证券研究所行业研究实习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2041-1-1.html 

批零与社会服务方向的行业研究实习生，6.1 邮箱投的简历，6.2hr 第一次电话约电话面试

时间，约的 6.4 下午 4.30。结果 6.4 上午十点 hr 发短信改时间为 6.5 上午 10 点了。6.6 晚

上 7.30 给 offer（我觉得像我是备胎。。。）问题： 

-简单介绍自己 

-实习期间做的事（只有税务局水的实习。。。） 

-留学生毕业时间尴尬，你对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的 

-考虑应届生身份对你求职的影响，要仔细考虑选择实习多久（这个我觉得是面试官设身处

地为我着想，让我好好思考职业规划，别耽误了秋招春招） 

-人在哪里，投了哪些地区的实习？ 

-你的性格，比如是宽厚还是注意细节型 

-具体说说你在某个实习或者学生项目做的事（列举了之前的一个 financial management 的

小组作业项目） 

-对行业研究的了解与看法/让你研究一个行业，你会从哪些方面入手，怎么做一整个流程/

你了解的行业研究的框架；三个问题差不多（框架问题的答案，百度有很多） 

-给你一份公司财报，你会怎么看这些表 

-你从本科开始就是偏 tech 背景，转作行研会适应吗？或者有什么你有优势支撑你做这个？ 

-告知实习 6 个月才有留用答辩 

 

 

楼主本科信管（it+金融复合型专业），硕士纯 cs 专业。。。回国差不多两个半月内投了很多

cold email 简历，还有一些官网投递的校招，期间看到 pyq 同学又拿到什么什么大厂 offer

也很心急。。。终于跨出万里长征第一步实习上岸了，。。。国金是第一个给我面试的券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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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对口的话投递券商基金期货等金融机构真的挺艰难的），也刚好给了我第一个实习 offer

虽然研究员挺辛苦的，但是至少有一份金融相关的实习以后，简历能不那么单薄了

吧  

 

希望苦苦挣扎的小伙伴能上岸 

 

 

 

 

3.8 国金未来金英计划春季实习生计划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8106-1-1.html 

看到 BBS 上关于金英计划的经验不是很多 

来补充一下 

刚刚参加完上海的面试，是在复旦管理学院史带楼进行的 

面试的时候分了一组一级市场，一组二级市场，楼主报的是二级的固收，但实际上到了场地

后会再让你写一下自己的志愿，微信推送上有和没有放出来的岗位都可以报，面试官会根据

你的情况尽量满足需求 

进去之后有两个面试官（一级市场那一组是三个） 

二级里面没有分的更细，我那一组包括了债券交易、固收研究、研究所、自营、销售等等岗

位，略乱 

大家一起进去，先开始一轮自我介绍 

然后面试官根据自我介绍和简历的情况再来一轮更详细的发问，再依次回答一轮 

然后是问自己的优缺点，再回答一轮 

关于缺点，面试官特别指出不想听到套路的答案，什么强迫症啊、英语不好啊....之类的。

总之是要坦诚，一定要你讲出性格缺陷（汗...） 

然后就结束啦，楼主一组五个人面了大概五十分钟，还是有点久的 0.0 

希望大家加油~ 

 

 

3.9 2015 年 5 月国金道富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463-1-1.html 

前两轮是销售总管面试，挺年轻的，一共十来个人面试，先自我介绍，接着抽签讨论一个问

题然后阐述自己的观点，第二轮还是那个年轻的男销售总管，第三轮是女老总面试，中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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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面试问了我几个问题，大学包括研究生七年从未恋爱过吗？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然

后面试结束。 

 

 

3.10 国金 2018 暑期实习 ABS 实习岗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5 月 3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3373-1-1.html 

5.7 投的简历，下旬收到面试通知，炒鸡开心的，虽然自己学校一般，但还是想去攒攒面试

经验。我发现国金的简历筛选好像是外包给其他机构做的哦 

5.29 面试，是群面的形式，十个人一圈，是 HR 面，两个都性格好好的。进去先是自我介绍，

然后问的问题是应聘 ABS 这个岗位有什么优势和不足，以后该如何发展，这个问题大家讨

论的时间比较长，还延伸到了 ABS 是什么，你对他有什么了解这样子。我们这一组气氛特

别融洽，大家都好有涵养哦，是那种真的很厉害但又不会贬低你抬高他自己的感觉 ，

很开心认识这样一群人诶 

楼主是处女面啦，还是很紧张的，但总的来说给自己打八十分，就是感觉自己实习经历不够，

证也不够，明年就要毕业了莫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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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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