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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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简介 

1.1 华泰证券概况介绍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综合性证券集团，具有庞大的客户基础、领先的互

联网平台和敏捷协同的全业务链体系，致力成为兼具本土优势和全球视野的一流综合金融集

团。 

 

公司于 1991年 5月开业。2010年 2月 26日，公司 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股票代码 601688。2015年 6月 1日，公司 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股票代码

6886。在 27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司抓住了中国资本市场及证券业变革创新的历史机遇，实

现了快速成长，主要财务指标和业务指标均位居国内证券行业前列。 

 

公司拥有全资子公司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华

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2016

年，公司收购美国 TAMP（统包资产管理平台）行业的第三大公司 AssetMark，国际化发展布

局迈出关键一步。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华泰证券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华泰证券官方网站：

https://www.htsc.com.cn/htzq/index/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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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华泰证券笔试资料 

2.1 华泰证券 2022 年秋招专业测评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6890-1-1.html 

一半法律法规，然后一部分金融学知识，一道期权主观题，一道英文债券违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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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区： 

  --  我的是 15 道全英文的题目，感觉和 lz 不一样 

 

  --  我的是 15 道 CFA 的题，计算题计算量很大，整体时间做不完，后边几题只能猜了 

 

--  投行岗 CFA、CPA、保代各三分之一 不定项 

 

--  为什么我也投的也是投行 股权 32 道题 

--  我也是。。 CFA 题很少很少，基本都是中文的法规会计保代题，还有一些政策题，感

觉好难啊而且还是不定项选择 

 

--  我投的管理职能岗，都是证券从业的题，还有找规律找图案的数字逻辑推理，以及对

华泰证券的简单业务了解 

【更多内容点击链接查看】 

2.2 华泰 2022 秋招量化策略专业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6884-1-1.html 

分享一下，考了一些 python、java 还有数据库的知识，占 1/3 

剩下 2/3 的内容全是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好家伙，投华泰资管暑期的时候做的专业笔试还

是 CFA 那种） 

2.3 华泰综合测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6801-1-1.html 

是 SHL 的笔试题库，和德勤、UBS 一样的题型，不过时间稍微比这两家充裕一点，24 道题

36 分钟，具体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论坛帖子，小 tip:可以提前在纸上画好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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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华泰星训营 2021 年笔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6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7008-1-1.html 

bg 两财一贸本科+top4 硕士 

实习：排名 5-10 券商行研半年+MBB PTA+2B 赛道顶尖 VC+普通金融研究机构 

刚刚参加完笔试 来发个笔经攒攒人品 

综合笔试 淘宝的 SHL 题库 可以买一个看看 类似的题目吧 

其实不太好准备 因为都是图形题目、连线、时间安排、初中数学题这种 

推荐提前抽 1小时看看淘宝买的题库的内容 然后按照链接指导模拟题做个 10min就差不多

了 

 

专业笔试 难度不大 但是自己都记不得了 都是非常基础的知识点 

主要涉及的范围有：公司法、公司理财、日常炒股的经验积累（各种金融 APP 啥的）、财务

会计、期权、投行行业基础知识 

大家加油鸭！ 

2.5 华泰证券 2022 暑期笔试心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5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3494-1-1.html 

楼主感觉还没从 5.16 晚八点专业测试的降维打击中解脱出来，但是出于记录暑期阶段所有

笔试面试经验的想法，还是记录一下笔试（凉凉）经验，留下一些参考。 

 

笔试共两部分，综合能力测评+专业能力测评： 

综合能力测评：使用 SHL 题库，共 24 题，30 分钟完成，单题不设时间限制，但不能返回

上一题，所以一定要做好每道题之间的时间安排，题目是创意类的行测题，包括了图形推理、

排序题、日历题、计算题，除了正确做出结果还要快速把答案做成题目要求的格式，一定要

灵活性好的鼠标，不然会很浪费时间。楼主觉得 综合测试最重要的是考前刷题库，也不用

全部刷完，找 3 套题左右认真做完，摸清题目的套路，这样做起正是测评会轻松很多，楼主

刷了两套题，碰到了不少原题，可以直接出答案，为其他没见过的题节约时间。 有联系经

验的话，总体不算很难，楼主提前 10 分钟交了卷。 

 

专业能力测评：仍然是 SHL 题库，共 30 题，30 分钟完成，单题不设时间限制，但不能返

回上一题。语言全是英文，涉及金融学、经济学、审计学、会计学、投资学，金融和投资类

的题目最多，涉及到期权、互换合同、远期合同等知识点，会计类涉及到国际会计准则的要

求，经济学有问到劳动力、资本、短期 XX 曲线（忘记了）；同学说全是 CFA1 级，好吧楼主

没考过 CFA，看到英文专业名词基本懵逼，导致看不懂题目，更不知道答案怎么做，全程因

为时间紧张和不会做进本处于放弃状态，所以这次笔试应该是凉了哈哈，如果有空平时还是

应该多学习专业英文。 

 

笔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没有相关信息的情况出现，不知道 HR 最后会用什么标准筛笔试，

希望大家都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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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华泰 2022 届暑期实习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5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3331-1-1.html 

华泰暑期笔试今年分为两部分，同时发放： 

1、综合能力测试，使用 SHL 新版题库，中文，有图表、日历、图形三种题型吧，需要手动

调节表格，对于手残党不友好.....时间很紧，36 分钟 24 题，不可倒退 

2、专业能力测试，今年全英文金融题（不确定是不是 CFA 因为我没学过 CFA），楼主国内

本硕，没学过 CFA（甚至不是金融背景），所以一无所知，一脸懵逼，30 分钟 30 题，不可

倒退 

 

有点难过吧，在华泰实习一段时间了，感觉并不咋接触国际业务，笔试却这么国际化....和

其他家券商风格完全不同，给后来人提供一些参考~也期待自己能多些运气吧~ 

祝大家暑期秋招顺利，拿到心仪 offer~ 

2.7 华泰证券提前批综合测评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5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3246-1-1.html 

和德勤一样的，看到邮件的时候我就觉得一毛一样，就去刷了德勤的题目，真的都一样~ 

小红书微博都有大佬发了截图，就是 36 分钟 24 题的！！！ 

什么办公室选址，排序之类的，shl 互动新题！ 

2.8 华泰暑期笔试-综合测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5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3180-1-1.html 

昨天收到了笔试，分综合测试和专业测试两部分。 

综合测试周日晚 8 点前完成，36 分钟 24 道题，限制总体时长，刚刚勇了一把就冲了。（和

德勤用的好像是同一个题库 

建议大家一定一定要做练习的测试题！！可以大概了解题型 

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日历题、饼图算比例、柱形图算比例、排序、安排时间、安排办公室、

图形推理。 

如果有了解专业测试的朋友欢迎一起交流（啥都不知道 哭 

希望大家都有好运！ 

2.9 华泰提前批笔试-综合能力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5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3167-1-1.html 

刚做完综合能力测评，回馈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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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题目跟行测类似，比如说图形推理，但是没行测复杂，而且题型完全不一样，不是特别

建议通过准备行测一样来准备这个笔试 

我做的是类似于四大 SHL 的题库，你们可以做之前试一下 

如果之前没做过类的题目，时间会比较紧张，因为不单单是选择题，还要调图形的百分比，

要调数据之类的。 

希望各位一切顺利~ 

2.10 华泰 2022 提前批专业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5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3046-1-1.html 

刚刚收到邮件完成综合测评就收到了专业测评 

时间 35 分钟，有点懵所以想求一份笔经 

（里面还写了包括调研五分钟不知道干嘛） 

回馈一下综合笔经：都是行测题，一定一定一定做一遍模拟卷适应一下系统！ 

提交之后就收到了专业笔 

2.11 2020 华泰证券暑期/秋招笔经分享（华泰联合投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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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8176-1-1.html 

1、简历投递：暑期实习在 6 月份投递，秋招在 10 月下旬截止投递，暑期的笔面试结果完

全不影响秋招。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华泰证券招聘”获取信息。 

2、笔试：暑期和秋招的笔试形式都一样，行测 10+GMAT 逻辑 10+CFA 一级 20+投资银行

题 15（包括政策、估值计算等偏实务的问题，以及部分 CFA 计算题中文版和 CPA 会计题），

每年题目的数量会有所波动，但基本就是这些提醒。考试时间非常紧张。 

3、面试：我投的岗位是债券承做，暑期第一轮面试是群面，无领导小组讨论 40min，当时

我们组的标题是：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受托管理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4、线上测评：一面通过后会收到一轮线上测评，内容是行测+性格测试。这个性格测试请

大家务必不要轻视，请把自己当成无敌阳光好青年来回答，华泰对焦虑抑郁指标这块卡得比

较严。 

5、其他：暑期线上测评过后还会有一轮面试，然后录用，实习期是 7-9 月；校招的面试流

程就不清楚了，实习期是 12-1 月。 

2.12 华泰联合第一期英蓓计划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9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6435-1-1.html 

第二次发帖！第一次做华联的笔试，以为会是行测类型的题，准备了一天，结果方向全错。。。 

50 道题 1h，中英结合，时间是充裕的，就是题真不太会。。 

内容涵盖 

1. CPA 经济法、财管、会计，投行相关财务、合规概念性问题 N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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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FA 一级 N-1 道 

3. 数字推理 3 道 

4. 英语改错题+单词填空，前者考语法，后者考词汇量 N-2 道 

看得出来投行对会计、金融、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重视程度很高，投递的人估计得有 5k+，

哎凉凉，不知道这个神奇的论坛能不能带来好运奥！ 

2.13 华泰证券第一届星训营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6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4992-1-1.html 

第一次发帖，听说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所以来康康是不是真如传说一样！ 

 

LZ 基本没有准备笔试，主要是因为要备考，所以一早就做好了一脸懵的准备，果然不简单，

主要是排列组合忘得差不多了，图形推理完全没啥经验，也没考过 CFA 一级，非金融专业

55555 

 

总共 53 题，一小时。前面 3 题就是一个简单的调查，快速填好就好；50 题 

全英文题干， 

题型是打乱的，包括数字推理（约 7/8 道）、图形推理（约 8/9 道）、GMAT 逻辑阅读题（约

9/10 道）、CFA 一级金融行业知识题（约 6/7 道）、初高中数学排列组合/概率题/推理（约

9/10 道） 

 

大概率是过不了笔试了，希望过了的小伙伴面试加油~ 

2.14 华泰 2020 暑期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5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8387-1-1.html 

看别人分享的笔经和我考的不一样，可能因为我投的不是投行吧。也在这里留一下笔记，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第一部分，图形推理+数列一共 20 个。 

第二部分，专业题 30 个，大多是 CFA 一级概念题。有的人说考公司金融和财务报表分析比

较多，但是我做的很多都是 equity 和 Fixed Income 的，具体考啥应该是随机的。 

第三部分，GMAT 阅读理解题 10 个，大佬们说感觉是比较简单的。 

一共 60 分钟，各部分不单独计时，可以自己安排各部分答题时间。 

总结起来就是时间很紧，挺难的。建议就是如果英语好就多安排点时间做英语，数学好就多

安排时间做数学，扬长避短吧，准备的意义不大。 

2.15 [Online Test]2020 年 5 月华泰联合 summer 笔试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5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825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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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部分： 

   个人觉得综合下来难度挺大的(楼主就不自报家门了，对不起给学校丢脸了)，主要原因

是"我们即便知道考试形式也无法短期内进行精准有效的准备，短期复习性价比较低”。什么？

你和我说你想长期准备？请认真思考，ot 不是你报了就能考试，简历关也会筛人的，你有

自信说你只要投了简历就一定能拿到 ot 机会的话，这个想法可以尝试。 

    适合近期已经考过或者正在备考 gre / gmat+cfa+cpa+国内证从，且能吃透并牢记里面内

容的同学。看到论坛有小伙伴的评价是“难度不大”，请大家注意，这个说法必须建立在“提

前知道考试范围且可以有效准备”的基础之上，但是华泰的时间之紧迫、题型之丰富以及涉

及范围之广泛基本让人无从准备，简单说就是基本没人可以专门为了华泰的笔试去在短时间

内做这么一系列考试的知识储备。如果您告诉我您觉得挺 easy，那多半是因为您之前已经考

过相关考试且取得高分，顺道来考一下华泰的 ot 罢了。 

 

题型分享： 

1.图形+数列规律*10：晚上也做了其他券商投行部的 ot，华泰的难度明显要高一个级别； 

2.金融知识题*20：主要以 cfa 为主； 

3_Gmat+Gre 阅读*10：3 篇小短文，每篇短文配 2-3 道题，会考察对全文、段落、文章论点

的理解，文风大概就是英文论文,适合有做题经验或者能轻松阅读英文论文的老师们； 

4.投行业务题*15：我的题目里面有一半是不定项，资本市场 a 股、港股、美股都涉及了，

内容方面财务和合规为主，还穿插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收益率相关的计算，关键是“不能使用

计算器”，所以明年或者若干年后还有机会看到此帖的的小伙伴们记得考前认真阅读考场规

则~ 

 

期待你们明年来本帖还愿~ 

也希望 ot 凉凉的楼主能险中求生~ 

2.16 2020 华泰暑期实习笔试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5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8207-1-1.html 

楼主国内末位 985 本美硕，早上刚考完，分享一下 55 道题，四个部分：行测、cfa、gmat

／gre 阅读、投资银行知识 

1.行测 10 道：十道题，数列和图形题一半一半，难度不大，完全可以通过练习拿满分，但

是要注意时间，建议在一分十秒之内。 

2_cfa20 道：这个就真的随缘吧，尤其是对于没考过 cfa 的，楼主美硕金融的，也遭不住。

比如，给一个案例问是否符合 cfa 执业人员规定。还有一些计算类感觉难度中等吧，算税后

beta 之类的。 

3_gmat／gre 阅读 10 道：感觉很难短期突击提升。因为之前考过 gre，所以感觉还好，但

和之前市面上流传的老题不一样，每一篇文章都挺长的，平均一篇对应 2-3 道题，长难句有

的也比较难理解。 

4.投行知识 15 道：这部分和往年也不太一样，往年好像就是简单的金融市场知识。今年给

我的感觉是证从+cpa。我是在学 cpa，但是有些点也记不清楚了。比如印象深的有两道 cpa

的，一道是股份支付，一道是投资性房地产，都是定性题，但考的很细，应该是往年的 cpa

会计考试题。甚至还有几道是关于国内外资本市场管理的。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8207-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华泰证券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1 页 共 25 页 

往年看有很多送分题比如考华泰的历史沿革和业务经营等今年都没有啦，题目难度就投行知

识来看也是有所提高的。真是一年比一年难啦。 

听说来这里分享很神奇，希望能过笔试吧～ 

 

2.17 2020 暑期笔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5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8185-1-1.html 

攒个 rp，希望顺顺利利 offer 雨！！！ 

 

首先一点：提前登陆网站看一下，要拍个照，还要填个人基本信息，一定要提前做，不要等

到 8 点开考了。 

考试可能不同公司不一样吧，我报的是资管子公司，和之前论坛的题型不太一样。 

一共 60 道题，100 分。 

1、逻辑推理 30 道*1 分 

包括图形和数字推理，数字推理为主，题目还是蛮难的，主要是时间紧不能长时间思考。有

的是蒙的，希望可以蒙对吧！！！ 

2、金融专业知识 20 道*2 分 

没考过 CFA，但感觉应该还是 CFA 一级的题目，纯英文，有几题计算不多 

3、英文题 10 道*3 分 

三篇英文文章，长度中等，3+4+3=10 道题。感觉英语难度不低，至少托福雅思难度吧（也

可能我太久没练英语……），和金融关系不大，主要是偏论述文。 

 

总体，时间很紧，连蒙带思考推理，卡着点做完的。 

希望可以顺利过笔试，给面试机会，给 offer 吧！很喜欢资管，很想进资管，希望人品爆裂

好！梦想成真啦！ 

2.18 2020 暑期实习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5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8174-1-1.html 

笔试 60 分钟，共 60 题。题型分三部分，30 道数字图形推理+20 道 cfa+10 道 gmat 阅读 

感觉时间还是蛮紧，楼主太渣了，数字推理好几道没推出来，时间不够了随便选的，cfa 考

了很多 financial reporting 的内容，楼主考前复习了 corporate finance 和 Econ, 财报一点没

看，又跪了 gmat 阅读是 3 篇，每篇 3 题的样子。 

感觉不太好，希望能有个一面吧 

楼主回来了今年跟前几年暑期不太一样，笔试后没几天收到了一个岗位胜任力测评，不过我

看也有人收到的是 AI 测评，基本上就是性格测试（不计时），加上几道工作中的情景题（计

时）。做完测评后又等了很久。。。就在楼主快要放弃的时候收到了部门专业面试通知，今年

应该是没有群面，公众号也没出一面名单，最重要的是往年这时候二面都面完了。。。所以今

年时间也不够面两次吧。等楼主面完了来更新面试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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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华泰证券面试资料 

3.1 华泰上分财富管理与机构业务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0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734-1-1.html 

12.7 号上午进行了面试，一分钟自我介绍+面试官问了两个问题，面试官那边网速卡死。。都

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五分钟结束最后也没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没，直接说面试结束了。 

咱就说咱是菜，也该让咱有点参与感啊，总之感觉自己也确实实力不行，面试也面的不好 

还是想看看各位小伙伴有后续通知了吗，让我这个菜鸡也死死心，别傻乎乎地等了 

3.2 FICC 产品设计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0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248-1-1.html 

我介绍，问关于之前实习的内容，因为投的衍生品岗，会问对于衍生品的知识，有没有做过

交易确认书，准确性怎么样。大概 12 月中-1 月中实习，不知道比例 

3.3 华泰星训营面试感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7 月 0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7152-1-1.html 

刚刚结束 15min 的 hr 面，热腾腾的面试感受出炉啦 

 

星训营的面试集中在两天，具体多少人参加不确定，是 15min 的单面，行为面和简单的简

历面，中文 

问题比较常规，hr 小姐姐好温柔，一点都没有压力！好好准备，个人感觉问我的问题都可

以准备到，很常规！ 

 

准备建议： 

梳理自己的简历，对于简历中写到的项目比较了解、项目所在赛道比较了解，尤其是最新的

两段实习经历！ 

对于自己的优缺点、挑战的事情、骄傲的事情等常规的行为面问题注意讲好一个故事，讲故

事的逻辑和表现自己的特质。 

对于职业发展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职业规划就是很常规的几乎必问的问题了。 

对于华泰，你要面试的公司有基本了解，招聘的人的偏好、公司的文化、公司的招聘项目特

点+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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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22 届投行暑期面试经验贴（中金/中信/建投/华泰/

国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6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5957-1-1.html 

后续去了华泰，走一步看一步，祝看到此贴的人好运。 

 

目录： 

1、前言 

2、中金公司 

3、中信证券 

4、中信建投 

5、华泰联合证券 

6、国泰君安 

7、总结 

 

1、前言： 

噫吁嚱，卷乎天哉！暑期之难，难于上青天，大佬坦荡荡，菜狗长戚戚。清北济济人满座，

复旦独占半边天，哪堪更有留洋客，经纶满腹笑谈间，试前胸怀天下事，事后找个墙角边，

同行嬉笑谈笑欢，独我抚膺坐长叹。（先哭为敬 

 

背景介绍，男，浙大经济本，交大法律硕，法考，CPA 只过了经济法，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英语六级，实习在国泰君安和中金公司投行部均为三个月，参与度尚可。 

 

2、中金公司 

中金公司的暑期实习是最早的，2 月 28 号之前投递完毕，简历投递成功的时候，会同时收

到一个线上测评，内容好像是性格测试。4 月 12 号收到面试的通知，面试时间是 4 月 15 号。 

 

面试流程：面试时间为一个小时，共分为三场面试，每一次一个面试官，一对一面试，每一

场面试 20 分钟。面试基本上是先进行英文的自我介绍，接着面试官会进行提问，提问的内

容和简历没有关系，不会涉及到项目经历，基本属于会计和财务管理的内容，我面试的时候

有被问到股权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关系，折旧等对三家报表的影响，两家公司 ROA 和 ROE 不

同的原因，自营和代工模式对企业的影响。三个面试官，每个人的满分是 20 分，最后加总

三个人的得分之后排序进入复试。面试三个人的职级都是 sa，属于公司内部做业务的经理

层。 

 

我的面试在初面挂掉了，自我分析主要原因是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面试，当时重视度不够，没

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知乎有不少的中金面试经验帖，内容很具有参考性，但我当时没有去看。

对财务的内容要做好充分准备，外部原因也有第三个面试官说他网络不好，然后没有开视频，

我听不清他的话，面到一半没有办法给他打电话面试，造成我整个过程有些紧张，聊以安慰

后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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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前在中金的实习多说几句，中金确实是投行里面待遇最好的，近几年业务扩张明显，

逐渐从大项目到中小项目的拓展，2020 年，根据年报数据，投行业务线扩充团队 500 人，

在实习生的待遇上，除了和其他同行一样一切开支报销以外，每个月的实习工资是 4000，

在上海，每天餐补是 100，周末是 200，出差是 300，从实际报销来看，公司内部对于实习

生的报销卡的不严，基本上只要有发票的都可以报销，在工作的时间点上，大部分作息是早

上 9 点左右到晚上 1 点，根据项目情况有所调整，具有想法的同学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我没有参加中金的二面，但从同学的反馈来看，中金的二面属于领导层的面试，基本是属于

行为面，比如你为什么选择中金，为什么选择投行？基本如果有中金的实习的话，二面就是

形式而已。中金大佬看到如果有错误的话请更正，我是中金得不到的男人，秋招再试试吧，

别说了，键盘打湿了呜呜。（第二次哭 www 

 

3、中信证券 

前言：20 年的 12 月份，国君的实习结束以后，我投过中信证券江苏组的实习，投江苏组是

因为上海没有他们的股权业务线，当时的远程面试，腾讯会议对面一群面试官坐着，自我介

绍完毕就问我为什么选择投行，为什么选择中信？直接把我问懵逼了，我答的不太好，而且

也说了不想去南京租房，这一轮日常实习没有过。 

 

回到暑期实习上来，中信证券针对上交，复旦等学校是有专门的提前批的暑期实习报名通道，

具体可关注每年班长转发的信息。2021 年 3 月 17 日投递的简历，4 月 8 日收到面试的通知。

从身边同学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会收到。一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线的性格测试，

有些忘了不知道包不包括行测，如果包括的话，也跟其他投行的行测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重点的部分是中信有特色的视频面试。 

 

视频面试：形式就是三分钟的视频面试。会给你 20 秒的时间看到屏幕上的题目，然后思考

完以后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把它录下来传到后台的系统，从大家面试的题目来看，包含英文

自我介绍，也有自我介绍是中文的，但是其他题目是英文的，比如我的一个英文问题是，你

在投行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以及你如何解决的？其他的可能涉及到一些实习中的专

业问题，但由于他的视频面试不是针对简历的提问，所以问题也相对宽泛。我觉得核心在于

提前适应自己录视频面试的方式，当你看到自己的画面和倒计时的时候，要能够落落大方的

表现出自己的观点，我这部分的问题回答的不太好，特别是那个英文的题目，我愣了很久，

视频面试没有过，菜鸟本菜。（第三次哭 

 

视频面试以后中信会发线下面试的 offer，线下的面试一共分为两轮。第一轮是 hr 层面的小

组讨论，问题是和金融领域有关的相关问题，面试结束以后当场 hr 会告知是否通过面试，

然后进入到公司团队层面的简历面试，听同学讲，中信的二面非常的随意，问题基本都是一

些常规问题以及个人信息的确定，比如还会问你有没有对象？面试时间是 5 月 18 号，发 offer

的时间大约是 5 月 31 号，入职时间是 6 月 30 号，我优秀的孙同学，山东大学本科，之前在

中金的山东组实习，拿到了中信的暑期 offer，日常跟我吐槽中信身处陆家嘴最遥远的地方，

可能被迫要去租房的无奈。 

 

4、中信建投 

中信建投，我投递简历的时间是 4 月 6 号，5 月 19 号收到了线上测评的通知。线上测评的

内容就是性格测试，啊我已经厌倦了性格测试，我想对所有的券商说，我就是又有领导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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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团队执行力朋友又多又喜欢沟通内心充满阳光又有责任心又乖巧又白又瘦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券商的合格搬砖人，求求你性格测试少几道题吧。 

 

5 月 28 号收到了 5 月 29 号参加上海的面试，地点在上海的证券大厦。去了之后，发现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楼上。除了携带简历，还要携带行程码，健康码，接种疫苗的记录。中信建

投的面试现场碰到了很多熟人，除了前台收简历的小姐姐以外，没有任何女性，全是又高又

帅又白又瘦的小哥哥。 

 

面试流程四个人一组，里面有十个面试官，每个人先依次进行自我介绍，面试官会针对简历

提 1~2 个问题，中信建投的暑期没有筛选的前置条件，所以基本上在中信建投实习过的人都

可以进入面试，这部分人进入暑期基本是流程，我就被问到了，以前的实习感觉怎么样？简

单的回答了一点以前做的事情，面试结束。 

 

中信建投 6 月 5 号发了 offer。让 6 月 7 号或者 6 月 9 号进行线上面报道，从后期和其他同

学的交谈情况来看，有一部分在中信建投实习过的同学没有通过暑期的面试，或许是内部的

踢人程序，感觉主要是通过简历进行筛选。另外对中信建投的关注比较多，从多方的信息确

定来看，中信建投的 base 确实长到了 2 万左右，但第一年没有 bonus，暑期实习的工资每

天 106 块，出差有 100 块的补贴。 

 

5、华泰联合证券 

相比前几家券商来讲，华泰联合证券的招聘是最为严格的，华泰联合的这一轮招聘是校招的

提前批。 

华泰最难的是众所周知的第一轮笔试。华泰的第一轮笔试分为行测和专业能力测试，行测考

察一般的理解能力，排列组合，和分析能力，题目虽然是中文的，但题目的人名以及分析问

题的逻辑感觉是英语的，网络上应该有历年的华泰此类题型的题库，需要多加练习否则还是

有一定难度。最难的第二部分，专业能力测试，所有人晚上 8 点同时考试，英文 cfa 的题目，

涉及到一些经济学的常识，会计或者保代的考试都有，每个题的时间都是 60 秒，不可以返

回，很多人这个笔试都挂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具体可参考其他有关这个考试的专门经验，

参考 cfa 题库等。 

 

做完笔试之后，5 月 26 号意外收到了华泰第一轮面试的通知。通知里面有一个附件，将所

有参加面试人的名单列了出来。仅上海，投资银行股权业务条线参与面试的人就有 163 人。

加上其他业务条线以及债券承做，共计有五页 PDF。面试要求携带身份证，个人简历，本科

学位证书，本科毕业证书的复印件，研究生的成绩单复印件，以前的实习证明等。 

 

第一轮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10 个人一组，一个 HR 在一个会议室。HR 会将提前写在 A4

纸上面的题目分给大家，面试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大家进行独立思考，两三分钟之后就可以

自由发言。面试完成之后，汇总了一下大家的题目，发现每个组都是不一样的，小组讨论的

题目主要是有关的经济学热点，也会涉及到某些投行的专业业务。比如今年比较热门的华为

造车，比特币，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a 股和港股的上市方案，上市审核紧张是好事还是

坏事，将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美团的反垄断，金融科技，蚂蚁金服如何监管？特斯拉等

等。我们小组的问题是，假设你募集到了 1 亿美元的基金，你如何将它投资在大健康领域，

选择细分赛道，投资的回报率，投资周期和退出机制等。似乎并没有特别的注意事项，主要

是基于简历和讨论的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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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情况来看，第一轮面试之后大概会刷掉 30%左右。第一轮面试之后的周末会收到性格

测试。华泰的性格测试很特别，在第一轮面试之后，而且听说有很多人是在性格测试的环节

被卡掉，也就是做了性格测试之后没有收到二面的通知，所以要尤为慎重。 

 

第二轮面试，携带 15 份简历。业务组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在，面试的时间是 15 分钟，两个人

一组进行面试。先进行自我介绍之后，面试官会针对简历中的某个问题重点的询问，或者单

纯问问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第二轮面试相对来说特别的细致，每个组面试的时间都往后有

所推迟，6 月 9 号，6 月 10 号面试两天，预期会在端午节之后给到实习通知，我写下此文的

时候，正在处于，怕它来，又怕它不来的焦急等待中。 

 

6、国泰君安 

除了三中一华以外，国泰君安和申万宏源都有暑期，国泰君安的暑期投递时间截至 5 月 30

号，非常的晚，5 月 31 号收到了笔试的通知。 

 

国泰君安的笔试是行测，笔试采用的是北森的题库，题目不算太难，今年的题分为四个部分，

文字理解题，图表分析题，图形规律题，性格测试，多看一看北森的题库问题不是很大，身

边的同学都拿到了面试的 offer。 

 

据消息看来，国君的暑期是相对来说比较佛系的。首先是针对已经在国军日常实习的同学，

在 6.7 的时候有一批专门的面试，主要是针对公司内推的人尽早的确定名额。统一批次的暑

期面试，从 6 月 9 号一直面到 6 月 11 号，三天，三个面试的安排群里人员都在 100 人左右，

合计有 250~300 人参加面试。 

 

面试的流程上，国君面试不需要携带简历，公司自行打印网申时候的简历，所以网申时需要

谨慎的填写，面试共有 12 个面试官，是各个投行部门的老大，职级都是 ED 以上的，面试

流程和其它投行类似，分别进行自我介绍然后针对简历进行提问，当然，一个人自我介绍以

后可能会被打断询问之后再进入到下一个人。问题都是针对简历的细节，因为国君的暑期面

试相对其他券商靠后，所以基本上都会问到你有没有其他券商的 offer，以及如果你某个面

试没有通过，会问你没有通过的原因，我因为之前有在国军实习的经历，面试官核实了一些

情况，也没有太为难我，问我意向去哪个部门，面试当晚收到了 offercall。 

 

7、总结： 

2021 年 6 月 9 号下午 5 点，上海浦东大道保利广场华泰联合证券投行业务线第二次面试结

束，意味着今年我的暑期实习面试正式结束。 

 

面试是一件非常劳心费力的事情，每次面试前都得在知乎，各种论坛，各种微信群里向大家

询问面试经验。和身边的同学比起来，我暑期参加的面试相对来说比较多，借此机会写下此

经验帖，一是为后来人做个参考，二是为自己的秋招做个准备，攒个人品。 

 

最后算是拿到了箭头和国君的 offer，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也会拿到华泰的，最后也许会

去华泰或者箭头，暑期的留用率都不算太高，收益与风险并存，最近跟各位同学商讨去处。

暑期参加各大券商的线下面试，有幸认识了诸多大佬，精神得到了洗礼，灵魂得到了了重塑，

也特别感谢大家在找实习过程中对本菜鸡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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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22 届华泰联合投行股权业务线 两轮面试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6 月 0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5806-1-1.html 

楼主今天下午刚参加完深圳二面，深圳一面结束比较早，出于公平性考虑也没提前写一面面

经，这里就一面二面一起写吧。本意还是记录自己找暑期的过程，也希望给明年留一些经验

贴，给自己积累人品！！！ 

 

楼主女生，面试投行业务线股权业务部门； 

一面：HR 面，10-12 人一组，先每人 1 分钟自我介绍，后面形式比较多样，分两组讨论并

辩论，所有人一起讨论的形式都有； 

楼主听到的题目：①蚂蚁金服事件②数字货币③华为不造车的原因④特斯拉负面事件对华为

战略的影响⑤设计一款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app，分组提问对方的产品； 

小组作业完成后，hr 会看简历问大家一些问题，不多，也不确定人数，有时候就逮到一个

人一直问； 

一面的要点是 一定要多说话！多说话！多说话！可能在别的地方看到 hr 不喜欢 leader 之

类的角色，在华泰不存在，说得多就是有优势，当然也不能乱说，要有条理。 

 

二面：地区股权业务部门负责人面，7-8 个领导多对一，主要是针对简历记录的事项提问，

所以一定要非常熟悉自己简历上面提到的所有概念和事项，除此之外还会问一些关于职业规

划的问题，例如为什么选投行、投行最看重的素质是什么、觉得自己的抗压能力如何，举个

例子、行业对女生不友好为什么还来、以后在哪里发展...... 

如果在暑期面试之前就一直在华泰做日常，会被问到自己对导师的评价、导师对自己的评价、

你认为导师对你会有哪些缺点的评价...... 

二面因为是领导面，所以比较取决于领导的风格，楼主经历的一场类似压力面，反正面完感

受很不好，觉得自己每个问题都没答好，以上凉经分享给大家，如果过面了，可以写一篇详

细一点的成功经验，祝我好运。 

3.6 金融产品部-投研类专业面记录帖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6 月 0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5337-1-1.html 

面试形式：20 分钟线上，包括 HR 老师一共四位面试官。 

面试内容：（1）自我介绍；（2）对财富管理产品研究的理解、对海外财富管理业务的看法；

（3）产品研究相关实习经历的日常、研究课题等；（4）数据分析、编程能力如何；（5）为

什么申请、对工作偏好偏数据分析还是和人打交道。 

面试感受：整体感觉很专业，还了解到了自己需要补课的地方，暑期没投多少感觉整个人面

试呆呆的 hhh，给大家一个参考顺便求好运，希望找工作都顺利~补课去了 

3.7 华泰-财富管理-产品运营与分析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6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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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5264-1-1.html 

时间及形式：今天，15 分钟线上面试，2 对 1，提前一周通知问题及回答：（1）自我介绍，

（2）针对简历中的数据分析类项目经历提问（答得不太好，很久之前的项目了，简历上写

的东西还是要好好回顾下），（3）针对简历中实习经历提问：在前两段实习中有没有用到

Python 和 excel 进行数据分析的经历（这块确实只用了 excel，我的实习就没啥技术和量化

方向的...），（4）假定某个营业部的某产品销售不太好，你会从那些数据维度去分析？（我

主要从产品数据、用户数据、APP 使用数据进行了描述，答完后面试官反馈比较积极，还提

醒了我也可以从投顾的推荐行为等角度再去分析下），（5）校内社团活动的职务及经历 

整体感受：整体面试感觉挺不错的，不是压力面，面试官会给出一定的交流和反馈。但是这

个岗位会有一些编程及数据分析的技术要求，感觉我投递的时候没整明白...努力展现了自己

这方面的经历，但确实技术水平一般 ORZ 

暑期好难，至今也没收到几次面试 TAT 很想留在南京，希望华泰能有好结果~~发个面试记

录贴攒人品~~祝大家暑期顺利 

 

3.8 华泰联合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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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3838-1-1.html 

无领导小组群面 上海场 

candidate 学历中上 本科 985+海外水硕居多 好像没有复交本（是大佬们已经拿了 offer 了

吗？） 

讨论题目比较简单 也就是 定标准 然后在进行选择和总结 风格不怎么 aggressive 把 但我

说我们需要做一些假设 另一个同学就说不需要做假设 我们就怎么怎么样 或者投票把（？

我也是感觉蛮无语的 

群面完就是 HR 介绍一下之后的流程（大约本周末出结果 第二轮测评 11 月中下旬二面 最

后实习（留用大概 3-4 人留一个），有没有偏好的行业组/产品组/区域组 是否愿意做港股 

 

感觉进第一轮同学的背景其实都非常一般，很多甚至没有投行实习经历，群面单纯只是为了

刷人/ 希望能进下一轮吧~ 

3.9 2020 华泰联合暑期面试二面-SH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6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2502-1-1.html 

个人原因选择了 SH 的线上面试，总面试时间 10 分钟多一点。听说昨天 BJ 面的比较 tech 还

准备了一下，结果发现今天问的都是简历相关的，所以也还在能答的范围内。 

1 分钟自我介绍； 

为什么选择上海； 

根据原来实习经历，问了借壳上市相关的问题（讲了讲财务核查、法规、IPO 异同）； 

然后根据另外一段实习和产业互联网相关，让我总结客户的三大核心优势，并和估值挂钩（也

就说了一下 PE 估值区间） 

最后问我还有没有啥问题，就简单问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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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面华泰的大佬们挺多的，我也没有在华泰 IB 实习过，分享面经，佛系等结果 

祝大佬们 offer 满满 

3.10 华泰联合一面+二面（线上）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6 月 0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1857-1-1.html 

一组 5 个同学，一个 HR。 

先自我介绍+为什么选择投行； 

小组讨论：HR 读题，思考三分钟，讨论 15 分钟，最后汇报结论。 

面试题：地摊经济价值多大，能不能复制到其他省份。 

线下面试题（听同学说的），怎么看瑞幸咖啡。 

二面：6.9 

4 个面试官，两个主问。 

自我介绍之后，就是问我实习内容。问得很细，完全没想到的问题。。问港股分拆上市的条

件，港股物业公司的 PE 和为什么 PE 在这个范围。。。 

我其实根本就没做到估值这块，也是看了之前的当时的 PPT 答出来 PE 范围，但为什么在这

个范围我就不知道了，只能说不知道==。 

问港股分拆条件，我一开始答出来几条，然后看了一眼我电脑上放着的笔记本，好像被面试

官看出来了，还问我是不是底下放着小抄。。 

还问了我实习时跟哪个团队工作比较多。 

太尴尬了，肯定凉了。。。 

大家加油吧 

3.11 华泰联合一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6 月 0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1745-1-1.html 

楼主北京地区债承岗，本来是实地面试，后来申请线上面试。 

整个面试一个小时，一对多，面试官人很 nice。 

上来同学们挨个做自我介绍，没有规定时间。介绍完后面试官会简单的问 2-3 道一些行为面

的题目。后半个小时，我们是被分成两个小组，第一组的同学轮流回答同一个问题，后一组

同学回答另外一个，也是行为面的题目，所有同学都可以听到别人的回答。 

 

个人面试感觉正常发挥吧，问题并不难，关键是要回答的有逻辑层次，论据所站的角度也尽

量拔高一些。 

听说这里发帖很灵，试试希望能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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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区： 

  --  再借这个贴发个水水的二面吧...... 

面试形式多对一，不到十分钟，自我介绍，问了学校的一门课程，之前实习所跟的团队，硕

士方面的经历，愿不愿意考虑债销或者发行。感觉不是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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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也借楼发个面经吧，投行业务，线上面试，5 个面试者 1 个 HR，轮流自我介绍（不

限时），然后无领导小组讨论，流程是面试官读题，计时 3 分钟独立思考，15 分钟讨论，不

限时总结汇报，问到的题目是实事相关 

 

  --  借这个贴再发个水水的网测吧.... 

四部分共计 302 道性格测试，北森的。加三部分 6 分钟*6 道题的简单的言语部分的行测题。 

【更多内容点击链接查看】 

3.12 2020 华泰证券网络金融部财富业务管理岗暑期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6 月 0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1294-1-1.html 

二对一的面试，实际上问问题的只有一位面试官，很友善。 

 

问题： 

1.自我介绍 

2.如果理解这个岗位？这个岗位哪里吸引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 

3.遇到的有压力的事？如何解决？ 

4.工作生活中最敬佩的人？为什么？ 

5.最近在看的书（这是由上个问题的回答衍生的） 

6.觉得做什么最有成就感？举事例。 

7.国内和国外财富管理业务对比。 

3.13 华泰联合投行实习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6 月 0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1172-1-1.html 

面试整个过程非常轻松，HR 小姐姐也超级美丽、温柔，感受了保利广场的三面江景。 

实习分两部分：自我介绍（1 分半）；无领导小组讨论（20 分钟）；推举总结的同学总结。 

我们组特别和谐，大家都讲了一次，一些比较优秀的同学在中间还穿插着补充了一些建议，

而且还提前完成了总结，时间没用完，空气凝固了 2 分钟。 

HR 说之后还有面试，也有同学说之后还有面试+测评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了解华泰联合留用的比例怎么样，要实习到啥时候才能有结果 

3.14 校招提前批投资研究岗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6 月 0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1033-1-1.html 

本人刚刚面试完财富管理部的投资研究岗，说说这次面试的经验吧，纯属攒人品，哈哈～ 

 

视频面试，二面一。 

1、一到两分钟的自我介绍，学历、背景、实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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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后因为我是理工科，问了我为什么选择放弃本行业； 

3、这个岗位对我的吸引力在哪里； 

4、为了这个岗位做了什么努力； 

5、有没有与别人沟通、交流的经验，这个岗位需要联系客户，楼主并没有... 

 

整个流程五分钟结束，面试官暗示我不太适合这个岗位，已经凉了，希望为下次求职攒人品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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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区： 

  --  借楼发面经，大概问了 15 分钟 

1. 自我介绍，询问毕业证时间 

2. 对所申请的部门有什么了解 

3. 有什么工作当中的缺点 

4. 你的朋友是怎么评价你的 

5. 在工作上遇到团队中效率低的人怎么办 

6. 还有什么问题问面试官 

 

  --  我也是昨天刚面试完，请问两个问题哈哈哈 

第一，我就 15 分钟结束了，求问楼主多久，我甚至只有被问三个问题，就自我介绍，为什

么选择岗位，机票什么时候回来 

第二，我想确认一下咱们这个岗位是总部的还是分支机构的呀~ 

谢谢楼主~撒花花 

 

 

 

3.15 华泰 AI 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5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8923-1-1.html 

我的第一志愿是行业研究，第二志愿是市场研究（网络金融部），第三志愿是瞎投的 

我的笔试...很差很差...所以我觉得这次 AI 面试和笔试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还是希望能帮到

大家 

 

最长答题时间：60 分钟 

题数：6 道 

每道题时限：无 

题目回答形式：全部视频 

文字：全部中文 

单个视频录制时限：5min（最后一道除外） 

题目如下： 

1、描述一个案例，如何达成有挑战的目标的？具体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成果？ 

2、描述一个最近在你的工作或学习中需要掌握新知识或者新技能的经历，你是如何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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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描述在过去 1 年内，遇到压力你是如何处理的案例。请详细描述你具体做了什么？最

后结果如何？ 

4、描述一个案例，你是如何通过团队合作达成目标的，你个人在团队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5、请讲述一次你成功说服他人接受你的意见的经历。你是怎样说怎样做的？ 

6、不超过 3 分钟分享你的基本情况、学习和实习经历、兴趣爱好以及你选择华泰证券校招

岗位的原因。 

 

大家的题目应该是一样的吧？祝大家面试顺利，希望应届生保佑我拿到好多 offer！希望

2020年顺顺利利的呀！真的需要好多好多好运啊！！！ 

3.16 2021 提前批深分投资顾问助理流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1057-1-1.html 

爬了很久论坛 做点贡献 

BBS.jpeg (343.39 KB, 下载次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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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华泰证券综合求职资料 

4.1 华泰联合秋招笔经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0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9728-1-1.html 

一、笔试 1、综合能力测试，6 分钟 24 题，不可倒退，SHL 题库，中文，可以在淘宝买 SHL

题库进行练习； 

2、专业能力测试，30 分钟 32 题，不可倒退，目测是自己出的题，中文，不定项选择，包

括保代、CPA、CFA 知识，股债知识都有，基本无从准备。 

总结：根据身边人和楼主自身经历，感觉综合能力测试占比更大一些，楼主做完专业笔试觉

得凉透了，没想到收到了面试。 

二、一面（群面） 

包括自我介绍+无领导小组讨论/辩论 

1、自我介绍环节每个人自我介绍之后，HR 可能会进行追问，例如有没有 offer 之类的，不

用特殊准备 

2、无领导小组讨论/辩论，题目都是最新的热点话题，听到的有咖啡估值是否有泡沫，投行

发展走数量路线还是打造明星项目等 

总结：个人感觉无领导小组讨论/辩论环节重点是团队的整个氛围和是否达成一致结论，根

据秋招情况，有的小组通过率较高，有的小组较低，综合来看通过率有 60%-70%。 

三、二面 

业务领导面，秋招是 10v1，10-15 分钟一人，对你感兴趣的面试官会主问。根据周围同学

的经验，主要是根据简历上的经历追问，需要对简历上的东西比较熟悉。如果在华泰实习过，

可能会被问主要做了什么工作，有什么感想等等。 

总结：楼主二面被问的很水，基本是行为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面试官不感兴趣的表现。 

 

都说 bbs 能带来好运，求求了！！ 

4.2 2020 年华泰联合暑期笔经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年 06 月 0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72313-1-1.html 

第一次写笔经面经，希望能有好运！ 

投递岗位为华泰联合投行业务。 

笔试不太好准备，华联的题是 CFA+GMAT+行测+保代，我 CFA 和 GMAT 基础还不错，这

两块感觉还行，行测印象里就 10 道题，笔试前刷刷题问题也不大，最难的是 15 道保代题，

跨度蛮大的，从 CPA 会计到实务中的操作，蒙了不少题，但感觉大家也都不会，所以问题

不大，笔试通过了 3000+人。 

一面我是线下面，2 个 HR+7 个同学，自我介绍+小组讨论，题目是地摊经济，HR 全程不

会说话。讨论结束后 HR 会对个别同学的简历提问，主要就是一些（你实习为什么都这么短，

你之前做的债为什么申请华泰股）这种问题，简历纠的蛮准的。本来感觉小组讨论我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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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话，肯定凉了，莫名其妙又过了。。。北京投行业务大概 80+进了 50 个人，南京投行

一面好像没怎么刷人，上海刷的少。 

二面是部门领导面，10min 多对一，我被问到的都是水水的问题，感觉也是走形式，不懂会

怎么筛选，自我介绍+你看过的一个行业+你之前实习做了啥+爱好。 

希望有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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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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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