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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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银行简介 

1.1 概况介绍 

恒生银行创立于 1933 年，一直与时俱进，为个人及商业客户提供优质及以客为本的银行、

投资和理财服务。恒生被誉为香港领先的本地银行，现时服务超过 350 万名客户。 

 

恒生主要业务包括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商业银行，以及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恒生同时亦

提供全面人民币服务。 

 

自本行创立以来，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一直是我们的服务宗旨。在香港，我们拥超过 280

个服务网点，网络庞大，为你提供优质的服务。 

 

该行全资附属公司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内地近 20个主要城市设有网点，为不断增

长的当地及有跨境理财需要的客户提供服务。 

 

此外，本行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及新加坡设有分行，以及于台北市设有代表处。 

 

恒生银行的全资附属机构恒生证券与广东省的广州证券合作，成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

广州广证恒生证劵研究所有限公司。 

 

恒生银行与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内地首家外资控股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恒生为提供优良服务的先驱，本行员工会致力为你提供殷勤及亲切的银行服务。 

 

恒生银行为汇丰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该集团是全球最大金融服务机构之一，持有恒生 62.14%

的股权。本行亦在美国为投资者提供第一级赞助形式之美国预托证券计划。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恒生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恒生银行官方网站：

https://www.hangseng.com.c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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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恒生银行笔试资料 

2.1 关于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部未来菁英计划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1 月 2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2117-1-1.html 

有人了解这个菁英计划嘛？有没有友友做完笔试和性格测试的呀，受到回复了嘛？ 

 

 

我也…不知道笔试有效期是多久？网上也搜不到相关经验 

 

到 9号 是 SHL的 general ability测试 可以论坛搜搜 题库都有的 我 1 号做完的第二轮

ot 目前没有任何回复... 

2.2 恒生 11.05ddl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5575-1-1.html 

好难呀 我只做了 20个题目 有点像宝洁的游戏通关 越来越难 

和以前题型不同了哦 

一共 24个 限时 36分钟 

 

 

哇请问还是 SHL的题么 

 

是 SHL题，做的时候左上角好大一个 SHL的 logo，但是应该是新题库新题型，题目和以前

帖子里的 verbal&numerical 完全不一样 

2.3 10.25 在线考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2232-1-1.html 

楼主点进去看了下看到 shl就退出了 应该是 verbal和 numeric了，点的进去说明

应该 25之前都可以做现在就想等着好心人进去做一下告诉我难不难，限不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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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做完了第一次 ot，今天突然收到智联招聘的邮件说 hsbc会发邮件要完成 second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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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是 10.25 的在线考试，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考啥呀？ 

还有朋友收到了吗？一起交流一下呀 

 

 

shl 类型是 verbal，给一段文字然后选择 true/false/cannot say，19分钟 30道题（时间

真的很紧张！），我真的很不擅长这类题型啊 祝大家好运！！ 

2.4 恒生网申系统&在线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2294-1-1.html 

在线测试前疯狂刷论坛没找到题型，压着 ddl做完发帖回馈社会攒人品  

 

网申系统里第五步为在线测试，16道文字段落性格测试题，无他。点进去看到是 SHL的库

吓到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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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恒生银行面试资料 

3.1 CMB 一面 HR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8473-1-1.html 

时间线：4号收到的笔试邀请，但是因为我暑期的时候做过笔试笔试成绩还有效就没再做；

11号收到面试通知并且预约了面试时间；14号上午 HR面。 

面试形式：线上面，要我打开摄像头的，面试官没有打开。 

 

面试语言：全中文。 

 

面试内容：自我介绍；问了关于简历的问题实习经历啥的；还有问了意向工作地点（北上

深）...... 

 

 

 

面试时长：15分钟 

 

 

说是 1-2周会给反馈，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信息应该是凉了  

3.2 有人收到 2021 秋招 CMB 的电话面试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5832-1-1.html 

11.1做完了恒生银行的笔试，现在还没有消息。。 

 

 

请问 zoom 面问了些啥呀！据说只有 15 分钟。 

先是自我介绍，然后问啥时候毕业，因为我是海外的，问我近期有没有回国打算，实习中接

触的新东西如何学习以及希望在团队里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3.3 10.29 Open day 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49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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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享 Timeline: 

9/28 智联招聘网申 

10/14 收到邮件通过筛选并邀请到汇丰官网申请 

10/20 Online Test 邀请 

10/23 完成 OT(完成率：22/24 正确率应该是 100% 不难 时间紧张) 

10/24、10/27 收到两次电话邀请 Ope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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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9 Open day 

 

 

8:00 签到领编号+企业文化宣传，今天现场大概 60人，本硕都有，基本都是海龟。 

9:30 60人分为两组。一组去做游戏，另一组一对一单面，今年主要是四个部门招聘。 

       问了下 GB和 CMB的同学主要是问简历和沟通能力，因为毕竟后边定岗是

Account Manager。 

       卤煮面的是 GM。因为有工作经验面试的时候 HR小姐姐还疑惑了一下年纪。主

要问了对 GM的看法。 

       还让卤煮反问了。卤煮问了部门大概职位分布，验证下自己的预测。 

       然后顺便 Share了一下自己以前做 Trading和 Sales的经历。 

       HR说：目标很明确，岗位也很 Match，让回家等下一轮消息，祝好运。 

10:30 玩游戏，6人一组。大概是飞行棋+大富翁的综合版。 

         在比赛结束前谁的积分多谁胜出。胜出的据说后边发奖品。 

 

 

后续 Timeline： 

11月中下旬 AC 

12月中左右 Final 

农历新年前发完 offer 

 

 

BTW：去 HK见习的活动在今年的 pending list 内，现阶段主要由于通关问题被搁置，但是

今年很大概率要恢复。 

祝小伙伴们 Goodluck。 

IMG_6633.jpg (2.29 MB, 下载次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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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回答~ n       想问下，HR是英文面试吗？后面有没有要用到英文的地方？ 

HR中文 

AC肯定是全英文 

Final看老板吧 

外资行随时做好英文准备 

参考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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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回答~ 

想问下，HR是英文面试吗？后面有没有要用到英文的地方？ 

 

看了下你好像挖了好几年的帖子都在问英文 

如果觉得英文很有压力的话 外资行可能不是你的最好选择哈 

工作中也日常涉及的 如果你投的还是 GM的话 就更是 

Goodluck！ 

3.4 2021 暑期 gb 实习生 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5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5009-1-1.html 

我报的是 global banking,28 号上午在北京面的终面。 

终面的时候是两个姐姐，不是 hr,应该是员工，全程中文。其实总体来说面试还是挺简单的，

基本就是围绕你的简历问一些问题，就跟聊天一样。具体流程包括: 

1.中文自我介绍 

2.围绕自我介绍问你问题 

我遇到的问题包括，你觉得自己性格的优点和缺点；你认为工作中很重要的能力包括什么？ 

为什么选金融行业；以后想从事什么行业？聊聊自己的家庭。 

3.有啥想问面试官的 

 

整体来说真的不难，不过我问了，恒生银行这个面试仅仅是暑期 2个月的，并没有明确说是

可以留用的。不得不佩服，找个暑期实习生竟然有如此多的步骤，我经历了 5轮，真的 666 

3.5 zoom 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1512-1-1.html 

2021/04/28 zoom 面问题：自我介绍 实习经历介绍 

          因为 lz之前的实习经历和 global banking 比较不太相符。就问了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这份 intern， 

          之后 5月中旬是 final 面。 

祝我好运吧！ 汇丰都不要我了... btw LZ准备了巨多的内容，结果什么都没有面。just 

informed 这是 HR 初筛 

3.6 Final round 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3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2975-1-1.html 

楼主刚面完 final round。方向是 GB。 

一共三位面试官 2女 1男（应该是上海的面试官？），其中有一位没有说话，一直是男面试

官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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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面试官问的一般是跟公司相关的，比如你对这个岗位的理解（为什么选择 GB），你的工作

地点偏好之类的。 

男面试官就问你生活上和简历上的问题。包括你认为自己的不足是什么？为什么不回国（我

还在国外没回去）？然后就是抓住你简历问一些细节。 

感觉就像过年回家一位慈祥的长辈在嘘寒问暖 。 

楼主尽力回答的，答的怎么样也没留意。经验收集到就好了。 

啊对了，如果头头（南方 or北方）要再见你的话就还会有一轮 boss面。如果没有那就可能

是过了 or fail了。一般 1月可能就有消息了。 

好的打字期间面试来了。明天祝我好运吧。  

3.7 恒生 hk WPB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2420-1-1.html 

12.16进行了电话面试，前一部分用英文，后一部分开始用粤语，后来我粤语说不太好，就

用了普通话 

1. self-introduction 

2. why hang seng 

3. why banking industry 

4. why wealth&personal banking 

5. 香港明年的经济形势如何？ 

6. 恒生有什么样的 strategy应对？ 

7. 跟 leader有不同意见，如何让 leader同意你？用实例说明 

8. 跟 teammate有分歧，怎么说服他们？用实例说明 

9. 怎么跟 stakeholders 建立信任的关系？用实例说明 

10. 3年后 programme 结束希望有什么发展？ 

11. 有什么问题问？ 

 

interviewer是个超温柔的小哥哥，最后说可以关注官网自己申请的状态 过几天可能会有

更新 

 

一周了 求好运！！ 

3.8 Zoom 一面经验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1662-1-1.html 

简单开个经验贴吧。之前没收到 open day面试一度自闭了几天（毕竟我自认为笔试写的不

错。。不出意外应该错的不超过一两个）上周五收到了 zoom面试，时间是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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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先问我报了哪个岗位，接不接受支援调剂，说他们新开了个财务鉴定部，问我会不会考

虑。 

然后就是对我投递岗位的理解。学校学习的课程。 

总结一下自己性格的优缺点，并和岗位如何匹配。 

团队合作经验和解决挑战经验。 

3.9 CMB MMT 从网申到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1747-1-1.html 

已经上岸所以来回馈一下应届生论坛。 

 

网申完以后会有 situational judgement test，多看看关于汇丰和恒生的企业文化，会有

很大帮助。然后是电面，电面的小姐姐很温柔，主要会问一些行为问题和动机问题，想清楚

3why，为什么想来这个部门？为什么想来恒生而不是别的银行？你有什么特质和这个岗位相

匹配？准备好这些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电面通过以后会接到 AC面的邀请，时间在一两个

小时，是一个比较 general的 business case，先自己看自己解决，再和几位同学一起解决。

所以大家不仅要准备好金融的知识，也要多看看商业案例，积累一下 strategy和 marketing

的知识。然后是终面，主要是一些关于个人经历的问题，也会问一些关于经济环境的看法，

以及对于工作地点的沟通，因为时间比较久了，所以具体的内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熟悉自

己的经历、准备好行为面的问题很必要，最好能对自己的经历有一些反思。 

 

今年形势很艰难，但也希望大家能够加油！ 

3.10 恒生 mt hk 电面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3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5650-1-1.html 

恒生银行本来投了 global markets但是早些时候通知被刷。然后又发了个邮件叫我填第二

第三志愿看看可不可以调剂。于是调剂到 commercial banking。昨天刚电面，感觉凉凉了。

9号通知选时间，10号就要面。本来我选的是上午，结果 hr又发了个邮件说人数太多，下

午再面。 

 

下午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十分钟，hr打电话到了我的大陆手机。。我还以为他们会打我的香

港手机号。然后就是英文自我介绍啦，问的问题都是 best achievement,why hangseng, why 

banking industry. 

 

由于提到了 fintech, hr就问我知道什么恒生的 fintech没有。我在他们官网有看到的！可

是没有背下来名字，所以就随便说了 banking 的 fintech都是在 retail banking 啦、减少

人力之类的。hr又问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个 ai 服务哦，知道叫啥名字不。？我：不知道。 

 

 

还有个令人窒息的问题是说一下你碰到的道德问题以及怎么解决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被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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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了所以是临时 makeup的，但是 makeup 的很糟糕。根据这个回答我觉得我凉了。 

 

后来就问我是普通话母语的话就不考我普通话了。我：。。继续用粤语问了我一个问题，我

原本以为粤语问题会占大多数，但是其实是英语。我的粤语比较塑料，但是还可以凑合。于

是就以粤语结尾了。这个悲伤的经历告诉我们，行为性问题一定再过一遍宝洁八大问！！不

要以为太久没被问过就放飞自我。。 

3.11 恒生电面 商业银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6242-1-1.html 

啊啊恒生的电面来的太突然了，LZ坐标 Beijing,突然收到一个福建的电话，还以为是诈骗

呢，差点没接。。。做完 OT好久了，以为自己挂了。。。 

hr小姐姐很耐心，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又问了一些能力问题，遇到过什么困难，假如团队

合作里有个不合作的人怎么办，乱答一通  

听说恒生的待遇不错，希望可以过吧，求终面啊啊  攒人品攒人品。。。转锦鲤转锦鲤，千

万不要石沉大海呀 

3.12 恒生银行电话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6579-1-1.html 

收到了恒生银行的电话面试，询问了一下我之前问什么没有去宣讲会！因为我人在国外，还

问了我什么时候毕业，接下来的面试可以回国吗这些问题！ 

对我简历询问的比较少，主要是问了我一下接不接受去别的城市啊，岗位调剂啊之类的！ 

电面过程非常轻松愉快～ 

3.13 深圳 恒生银行电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6836-1-1.html 

恒生银行应该是九月下旬投递的，今天收到了电面。 

因为已经申请了很久都没有什么消息，还以为早就凉了的，所以没有什么准备。接到电面的

时候都懵了。 

HR人很好，问的问题不是很刁钻，简历上的也没有问很多。 

大概问了些关于，对恒生银行有什么了解，对自己申请的这个岗位有什么了解，未来的职业

规划等等这种问题。还有问到学校的社团经历，合作的时候不顺利的经历。HR也向我确认

了是否服从调剂去其他城市。总的来说很愉快，所以大家放宽心，好好准备一下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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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AC 上海 GB 面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2494-1-1.html 

10月 20左右参加了现场宣讲会，然后当场 HR 面掉了，就没有电话面试了。之后几天后就

收到 ot，ot的练习 bbs上都有，大家自己好好练习一下，不是很难。 

 

然后大约 11月 15收到 AC邀请，当时好激动好开心，人生第一场 AC 献给恒生了，但内心

确实很慌，毕竟第一次 AC面，就面试自己的 target，还是很危险的。 

 

11/22 下午 2点-4点面试，我们组有 12个人（大家学历都很高，基本都是研究生，本科的

也是复旦这种级别的），12人确实算是特别多的，HR也说了是她面过做多的一次。但是我

们组人虽然多，但是还是很和谐的，大家合作的真的还是很愉快，真的都是大神，逻辑分析

速度都非常快。大家也是看运气了，如果当天 ac很多人没来，那组人就少一点。 

 

流程如下： 

 

首先 HR说一下规则，也没有自我介绍什么的，大家自己把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立在桌上就行。

然后是 30分钟自己读 case的时间（不能讨论），case和过去帖子说的特别长那种不太一

样，case大约也就 6-7页，但数据和图表比较多，有一定计算量，但不是那种很难的计算，

也用不到难的公式，看大家怎么做了。具体 case什么内容我就不多说了。 

这边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先看题目要求，在开始读案例内容，我反过来了，就多浪费了一些

时间，所以 30分钟对我来说虽然 case 读完了，但是很多地方还是有疏忽，miss掉了很多

地方。 

毕竟我第一次 ac，我个人认为 case是蛮难的。 

 

然后是 10分钟 1v1manager 面试，可以选择英文或者中文，manager也会提问。确实我当时

尽力去给出一个自己的答案了，但是自己也知道深度可能还不够。 

manager 人真的是很漂亮年轻还一直微笑，不会让你有压力感。 

 

 

 

接着就是 40分钟的小组讨论时间（包括 pre的时间，大家自己组内讨论 pre的时间，反正

total 40分钟），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组的真的非常强，大家的逻辑思维，计算能力

都非常棒，似乎没有特别选出谁是 leader，但是大家的节奏都很好，楼主确实表现肯定没

有其中的几位好，但尽力发言了，比较可惜的自己最后有一些 creative的想法没有说出来，

因为时间不是很够了，如果再去把它说出来，可能又要大家一起去讨论，反而最后可能总结

的时间会不够。我们是留了大约 5分钟的时间 pre，人很多大家就尽量发言，但也要成员间

互相尊重，不要插话，或者拼命的讲，不给其他组员时间。 

 

看很像都没有人发经验，所以我希望能加持一下自己的人品吧，希望还是能有个 final，虽

然我自己都知道希望很小，但愿秋招还是能一切顺利，找到一份心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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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请问小组 pre 有中文或者英文的规定吗？另外能不能请问楼主说的不是特别难的计算

是啥定义呢，可不可以理 ... 

 

个人 pre 的时候可以选择中文或者英文。我是中文的，小组也是中文的。就计算来说，非金

融和会计的同学也是可以做的，非常简单的比较一些数据，做一些计算，小学生的水平。难

得地方是对 case 得理解和结合。case 信息量确实还是比较大得，要顾虑到每一个部分有一

定难度。自己要全部都 cover 到有一定难度，有好的组员也很重要，会提供很多想法。祝好

运。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恒生银行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5 页 共 16 页 

第四章 恒生银行综合求职资料 

4.1 11.5DDL 简历完善与在线测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5649-1-1.html 

LZ投的是 Mainland Management Trainee, Digital Business Services 收到 HR的邮件要

求进入恒生银行招聘系统完善简历和完成在线测试。但是只有一个汇丰价值观的测试，全程

没有看到笔试在哪里。有没有小伙伴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呀？所以是完成价值观测试后需要再

等 HR筛选一轮，才有笔试的邀请吗？ 

 

 

想问问同学 GM专有的这个笔试考核什么内容呀！刚收到邮件想准备一下 

债 外汇 交易 CFA二级考过的话比较好准备 

 

 

TL： 申请/性格/SHL/一面/笔试（GM 专有）/AC/BOSS/OFFER 

SHL 和性格测试不是同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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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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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