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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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基金简介 

1.1 广发基金概况介绍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8月 5日，是业内第 30家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公司

总部设在广州，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设有分公司，并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广发国

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及旗下子公司拥有公募基金管理、社保

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机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基金

投资顾问、QDII、QFII、RQFII、受托管理保险资金投资管理人和保险保障基金委托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人等业务资格，是具备综合资产管理能力与经验的大型基金管理公司。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超万亿，管理开放式基金 295只，同时还

管理多个特定客户资产管理投资组合、社保基金投资组合、养老基金投资组合。公司产品线

齐全，旗下产品覆盖主动权益、债券、货币、海外投资、被动投资、量化对冲、另类投资等

不同类别。凭借优秀的综合实力，公司曾获八届中国证券报“金牛基金管理公司”奖项、十

届证券时报“明星基金管理公司”奖项、六届上海证券报“金基金•TOP公司奖”。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广发基金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广发基金官方网站：

http://www.gf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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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广发基金笔试资料 

2.1 广发基金 2022 校园招聘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0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2093-1-1.html 

分两部分，行测和性格 

一、行测 

60 题，60 分钟，时间很赶，我做完的时候将将用完全部时间，但是至少有 5 题不确定。 

1、英文阅读，10 题，一上来就是英文阅读大段文字，一段文字 5 道题，很酸爽。 

2、言语理解，10 题，从英文切换到中文，很舒服，就是给 5 个句子选最合理的顺序，提炼

中心思想这种。 

3、数字运算，10 题，相对简单，就是分橘子，5 个人分多几个，6 个人分少几个，问一共

多少个这种。 

4、逻辑推理，10 题，有点难，分数字推理和图形推理，我好像第二次遇到一些数字推理题

目，但是依然回忆不起来解题方法，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啊。 

5、思维策略，10 题，难度适中，关键是人家都提醒你了，看你能不能巧解，比如 1997 乘

以 201120122013（好像是这个数），显然答案是以 39XXX 打头并且尾数为 1 的那个。 

6、资料分析，10 题，做到这的时候只剩不到 10 分钟了，有点慌，题目本身不难。 

二、性格 

12 题，25 分钟，时间充裕。 

最快的做题方法是，每道题，9 个选项里选择 6 个完全不同的选项，它就会一次过，不会再

让你确认哪个选项更优先级。 

发帖攒 RP，祝大家求职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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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广发基金面试资料 

3.1 2022 校招债券交易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7234-1-1.html 

发个帖攒人品~ 

2021.11.15 面试广州债券交易岗，线上面试，15-20 分钟，问了简历，相关经历，为什么

本科阶段就出国，对债券市场有什么了解，对交易岗位有什么看法，秋招进度有没有其他

offer 之类，对工作地点有没有偏好，之前的经历是信评多一点还是撮券多一点，在交易过

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是怎么解决的~ 

总体来说不是特别难，可能是一面的原因也没特别多专业问题。面试官全程不苟言笑，有点

压力面试的味道~说是秋招只有两三周的考核期。也不敢问留用率。 

希望大家都能有优秀的面试表现~ 

3.2 有收到广发基金渠道二面的同学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4347-1-1.html 

11.4 更新 

这两天面了二面，写一下面经攒攒人品，面试内容如下： 

1、自我介绍 

2、深挖以前的实习经历 

3、对渠道的理解 

4、认为自己是关系维护型还是专业性的渠道并解释 

秋招实习应该是 3-4 周，之后还有上级领导的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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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这两天面了二面，写一下面经攒攒人品，面试内容如下： 

1、自我介绍 

2、深挖以前的实习经历 

3、对渠道的理解 

4、认为自己是关系维护型还是专业性的渠道并解释 

秋招实习应该是 3-4 周，之后还有上级领导的面试 

 

3.3 广发基金机构销售一面凉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3698-1-1.html 

广发基金机构销售 10.21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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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why 岗位+性格有什么适合的+聊一下买基金的逻辑+反问 

why 岗位有问了职业规划和为什么不做一级 

聊基金逻辑那里楼主因为并没买过基金，和面试官聊了自己在做的另类资产配置心得 

 

总而言之还是蛮愉快的，但因为我迟到了（网卡）还视频背光（看不清面部表情）大概率已

凉（1-2 周给结果），反馈论坛吧就当作。 

 

楼主 BG：985 本港硕；六个月互联网大厂战略/战投实习，一段二级行研一段一级投研（正

在做） 

3.4 2021 届春招互联网金融部面经（base GZ）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7 月 0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7236-1-1.html 

先说下本人背景，本科 TOP20 985，硕士 TOP3 港校，均是金融专业。 

互联网金融部运营岗，一波三折，前前后后面了 6 轮，几个月折腾终于上岸了 

 

一面（人力初面） 

从投简历到邀请面试不到三天，效率还是挺高的。一面是一对一远程面试，主要就是了解一

下背景，包括教育经历、实习经历等等，会针对你的背景提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为什么换了

这么多份实习，有没有做过与应聘岗位相关的工作内容等等。还有就是一些结构化的问题，

比如让你压力最大的一件事，你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之类的。这一部分估计就是看简历，回答

内容没啥大问题一般都能进下一轮。 

 

二面（部门同事面） 

一面完了几天后接到二面的通知，是部门的小领导以及几名同事的多对一面试。这一部分面

试考察了很多跟岗位相关的问题，比如有没有做过运营相关的工作，对公司产品（主要是

APP）有什么了解，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建议。面试问题不固定，需要随机应变，可能聊 high

了会临场让你想一个跨界营销方案（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_-||），所以要多做准备 

 

三面（人力经理面） 

二面通过之后会有大概一个月的现场实习，实习内容就不讲了。实习如果顺利，部门会安排

进行笔试和人力的终面。 

笔试是常规的行测跟职业性格测试，没啥好说的。 

人力面试没有问过一个专业问题，比较结构化，比如会针对你的自我介绍进行提问，阐述自

己的性格、三观、兴趣爱好等等（甚至还问你关注了哪些 UP 主……），对你影响最大的一

件事，职业规划等等，网上有很多结构化面试的题目可以参考。 

（PS：面试官比较冰） 

 

四面（公司实习答辩） 

一个月实习期结束后，部门会安排答辩，部门的大小领导以及带过做项目的老师都会参加，

主要就是汇报自己这一个月的工作情况。老师们可能会问一下比较刁钻的问题（甚至是他们

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需要平时自己多关心行业信息、多思考。本人实习期间也没做

成什么大项目，答辩完也很慌，但部门老师说这个要看时间点，有时就是没啥大项目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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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是平时认真工作咯，老师们都看得到的。 

 

五面（部门领导面） 

部门领导挑人很严格……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没有准备好，领导问了很多专业相关的问题都没

有回答好，果不其然挂了。这块主要是考察个人专业能力，比如对银行代销以及公司直销的

区别有何了解、对互联网思维的理解、对公司产品有何建议等等。 

过了两个多月之后，后来同部门有另一个运营相关的子岗位在招，人力就把我的简历捞了起

来又送进了部门领导面。这次可能领导对我有印象，没问多少问题，就问了下对岗位的了解，

以及自己有什么能力岗位适配之类的。 

 

六面（公司高层面） 

三天之后接到了终面邀请。领导很和善~ 

主要就是说明下自己的情况，会根据实习经历等提问，比如之前的实习为什么没有继续做等

等；在广发实习期间做了什么工作（会让你展示一下），哪个老师带的？对你的评价如何？

你对老师的评价如何？最后还会就家庭状况等闲聊一下。全程大概就十来分钟。 

 

今天接到了面试通过的通知，估计过几天就可以签约入职了。几个月的春招终于告一段落，

本来没啥斩获，还担心是不是还要再参加一次秋招，所幸一路上有许多贵人相助，让我这条

咸鱼也能翻身。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offer~ 

3.5 广发基金 21 暑期中后台岗有人收到笔试/面试了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4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0650-1-1.html 

一面是 HR 面，问的都是行为面，比方说自己想做什么，性格有啥缺陷之类的；二面是业务

面，主要问了对这个岗位的理解，过去做的实习经历大致这样。但是二面面试官对我兴趣不

大，就没问啥东西，前面的同学问了挺多的 

3.6 HR 面、二面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2 月 2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6239-1-1.html 

广发称得上是基金中的佼佼者，但却是我秋招中最不靠谱的一家雇主。HR 一面完后，过了

一个多月突然电话通知二面，都是视频面。在约定的时间，网上会议室没有人，我等了 10

分钟，然后打电话过去，HR 没接。过了大半个钟头，另一位 HR 才打过来说改期。后来面

试时有两位面试官，猜测是应聘部门的同事或领导，其中一人是在面试中途进来的。整体给

人的感受不太好，不像是与公司地位匹配的水准，希望以后能更好吧。 

Q1：深挖经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Q2：对基金的了解 

Q3：平时爱好 

Q4：对工作职责的理解 

压力问题：过往经历与基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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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暑期实习 运营管理类 HR 面 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5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7649-1-1.html 

5.13 进行的 hr 面，但是现在还没收到二面消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主要还是针对简历的提问，基本没有涉及到专业问题 

主要问了关于学校、现在学业情况、目前的实习经历、个人性格的优缺点、失败的经历、闲

暇时间的爱好、偏好的细分岗位 

因为 4.30 出了公募 reits 的试点规则，所以还问了下对公募 reits 的了解 

氛围还是不错的，就是自己比较紧张，感觉发挥不是很好 

HR 哥哥说如果通过一面，会分细分岗位进行二面。 

祝大家 offer 多多~~~ 

3.8 2019 暑期销售远程面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05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3379-1-1.html 

刚刚结束远程面试，来论坛分享一下，因为地点在北京，是远程面试，加 hr 的 qq，要穿好

正装哦 

1、自我介绍    2、大概聊了一下学校    3、自己的性格特点 

4、缺点    5、根据刚刚说的性格特点再展开聊了一些    6、之前的挫折 

7、之前最有成就感的事儿    8、对基金种类的认识    9、聊了一下实习经历 

10、对机构销售的认识之类的 

3.9 机构销售（北京）视频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33496-1-1.html 

刚刚完成广发基金机构销售的一面，坐地铁回学校的路上，趁热分享。 

面试地点在宣武门；单人面试，视频对面是个男面试官，是 hr 还是业务人员，不清楚，听

口音应该是北方的，可能是北京附近的...  

面试问题： 

1. 简单自我介绍；    2. 问问学校背景（顺着聊）； 

3. 性格特点；    4. 性格缺点； 

5. 学没学过财物方面；    6. 找工作情况，基金业的工作； 

7. 销售、投研、产品... 岗位问题；    8. 家庭背景； 

9. 反问： 机构销售是干什么的； 

回答：大概天天跑银行、保险、券商、理财... 

建议： 再考虑一下岗位，看看产品是不是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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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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