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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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添富基金简介 

1.1 汇添富基金概况介绍 

汇添富基金成立于 2005年 2月，是中国一流的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公司总部设立于

上海，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深圳等地设有分公司，在香港、上海、美国设有

子公司——汇添富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汇添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资产管理（美

国）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及旗下子公司业务牌照齐全，拥有全国社保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

人、全国社保基金境外配售策略方案投资管理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人、保险资金

投资管理人、专户资产管理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子公司、QDII基金管理人、RQFII基金管

理人、QFII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顾问等业务资格。 

 

汇添富基金自成立以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品牌优势，被誉为“选股专家”，并以优秀的长

期投资业绩和一流的客户服务，赢得了广大基金持有人和海内外机构的认可和信赖。截至

2022年一季度，汇添富旗下权益、固收类产品过去 10年业绩在大型公司中双双位居前列（均

位居第 3名）。 

 

目前，汇添富基金已经发展成为长期业绩亮眼、产品布局完善、业务领域全面、资产管理规

模居前的大型基金公司。公募业务方面，截至 2022年一季度，汇添富基金共管理 243只公

募基金，涵盖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QDII 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

基金等各类产品。汇添富立志于做中国证券市场的选股专家,并已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独

特个股研究方法，旗下基金的投资业绩也因此获得了投资者的充分认可。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汇添富基金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汇添富基金官方网站： 

http://www.99fund.com/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99fund.com/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汇添富基金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4 页 共 12 页 

第二章 汇添富基金笔试资料 

2.1 2022 汇添富暑期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04 月 0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4207-1-1.html 

新鲜热乎的笔经！早上（4.7）刚刚笔完汇添富，来发帖攒攒 rp啦（研究类岗位）笔试应该

统一都是行测题库，一共 70 道题 75分钟，分为言语理解（排序、段落主旨抓取等）、数字

关系（各种计算类似公考中的数量关系）、逻辑推理（图推、数推和文字推理）、思维策略

（一些考思维的奥数题）和资料分析（一共 3个资料，每个资料 5道题）五大部分，时间

还是比较紧的！ 

汇添富针对每个人只会发一次笔试（适用暑期、秋招、春招），因此要重视这次笔试的成绩！

一不小心它就伴随我们一年啦 

小伙伴们加油~ 

2.2 汇添富 2022 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9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0957-1-1.html 

刚刚做完汇添富 2022 年校园招聘笔试。 

一、智力测试 

75 分钟，70 道题，行测。 

言语理解，10 道，eg，给 5 个句子，让连成一段话。 

数字运算，15 道，eg，鸡兔同笼。 

逻辑推理，15 道，eg，图形推理（立体几何），数字推理（有点难）。 

思维策略，15 道，eg，6 个老师 3 个学生给条件判断谁与谁同班。 

资料分析，15 道，eg，三篇短文，每篇 5 道题，抓取/推算数字信息。 

做完还剩 10 分钟，有 8 道题走不出来，检查之后也只做出 1 道…… 

二、性格测试 

25 分钟，12 道题，注意前后一致。 

发出来攒 RP，希望能通过汇添富的笔测……祝大家都秋招顺利！ 

2.3 2022 汇添富秋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09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0770-1-1.html 

一共 100min，包括 75min 行测和 25min 性格测试。 自己安排合适的时间。 

行测题难度中等，言语 数量 图形 资料分析。 

最开始还有关于汇添富的哲学价值观等主观题。 

攒攒人品，希望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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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1 届秋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9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6109-1-1.html 

神奇的论坛，来回馈！求保佑 offer 多多！！！ 

 

22 号投的简历，今天收到的笔试，72 小时之内完成。 

用的易考系统，一共 100min，包括 75min 行测和 25min 性格测试。 

75 道行测，75min 一起计时，先是汇添富的哲学、价值观、每日三问这三道题；然后是文

字理解、病句；数字运算，简单计算下还是比较容易出结果；逻辑推理，有图形有数字找规

律的，还有文字推断；文本分析，给三段材料，每段材料 5 道题，一大段文本找正确的选项； 

25min 性格测试就是给几个选项，选出最同意到最不同意，最接近自己和最不接近自己的。 

 

希望论坛保佑，可以多拿 offer！多拿想要的 offer！！钱好事情不多 

2.5 汇添富笔测 2020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9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3449-1-1.html 

昨晚上刚做完汇添富的笔测，题目不是很难，但是题量还蛮大的。 

一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行测，第二部分是性格测试 

第一部分行测 75 分钟 75 题，前三问是汇添富的每日三问、企业文化、企业哲学，后边就

是正常的行测，大部分是数量题，数学相关的题型及乎全部涉及了 

第二部分是性格测试，题量不大 12 题，比其他的性测试我觉得合理多了！ 

希望能通过汇添富的笔测啦～大家都秋招顺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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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汇添富基金面试资料 

3.1 债券交易初面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2199-1-1.html 

初面： 

问了一些基础的债券专业知识：久期，收益率曲线，通胀预期上升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 

问是什么性格，说一个体现组织能力的例子（可能因为我简历里写了一些学生工作） 

简单问了之前的实习内容 

对这个岗位的理解，为什么没投研究投了交易员（因为之气那没有交易员实习但是有研究实

习） 

二面： 

是什么性格 

基础债券专业知识：银行间市场 

场景问答：如果两个基金经理下达两个指令，但是，额度不足以满足所有要怎么办。 

对于岗位的理解 

人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感觉其实我们这代人大多没遇到什么大挫折，我说的挫折另 HR

感到太多人说过了…… 

遇到过最难相处的，你是如何相处的 

3.2 汇添富面试情况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5340-1-1.html 

-      一轮面试 

面试官是客户经理，初面，人很 nice，基本上就是闲聊，先让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些基本

信息，有没有和销售有关的经历，有没有用过汇添富 app 之类的，最后问了对公募基金有

什么了解。 

总体来说面的不错，自我介绍说在对面兼职过，也成功说刚考了基金从业（对方马上问考了

多少分）。主要问题在于，自己有一段销售经历，但是没说出来，最后问了学习基金基本知

识的方式（考证/看多媒体视频介绍） 

职业发展途径：个人理财经理助理-个人理财经理-高级理财经理/财富中心 

对方最后说会给过，11 月份下一轮 hr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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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轮面试 

对方是财富中心的人，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先是自我介绍，然后问了对汇添富有什么理解，

对这个岗位你的优势（我说有销售经验/金融背景），你的劣势（我说没有对汇添富的产品

立体知识），未来的职业规划（这个感觉说的不好，我说要先培养），你的爱好是什么，星

座，会纠结吗（？？？），对于基金产品的了解，能不能承受销售的痛苦。（说了有经验） 

对方说他是财富中心的，做互联网金融，未来是发展大方向，但是要先在客服中心这里沉淀

两年，但是还是不错，未来也需要 2-3 周的实习。 

最后问了要怎么学习基金方向的知识，他说如果真的入职了，要了解全产品线，除了了解还

要有不同产品数据的对比，追踪，最后要挖掘客户需求，给客户匹配最合适的产品。 

-   三轮面试 

HR 面，对方问的都是简历问题。 实习经历多样 为什么想做销售？你的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父母对你最大的影响力是什么？你的成绩在学校怎么样？信息部部长的工作是什么？在举

办的活动中觉得最有意义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在其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男朋友是

做什么的？ 

 

说些和面试无关的问题，大学生除了上课面试还在做啥？特长是什么？有什么问题要问他？ 

 

对于薪资，她说不能讨论。 

-   四轮面试 

总监&hr 面，上一轮面试之后给了实习 offer。接着准备总监&hr 面 希望能过！ 

3.3 11 月 10 号周二面的股票交易员，北京场。26 日仍没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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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3874-1-1.html 

我是 11 月 10 号周二面的股票交易员，北京场，当天上午的第一位面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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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由 hr 与业务部门组长之类的角色，两个人同时进行，但是组长卡在机场了，估计整个

上午的面试都只有 hr 她一人。从自我介绍（她会掐着 2 分钟的限制）、简历开始，然后问题

就开始发散了。因为我的投资经历很丰富，所以话题基本上就往交易这一块靠近，包括自身

经历、选股逻辑、如何看待某个行业之类的。 

 

面完后说 1-2 周内有通知，目前还没任何消息，从论坛来看这周面试似乎还在进行中。如果

大家有什么新消息，可以来论坛分享下，普渡众生 

3.4 汇添富香港-股票研究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0910-1-1.html 

10.14 投递简历 

10.15 收到 ot 

10.17 完成 ot 

10.21 电话约面试 

11.2 业务部门面试，一位 fund manager, 一位 DeputyCIO of Equity，每人半小时，面试

共计 1 小时。主要围绕简历经历，着重行业、公司研究和基本的会计知识。 

目前没有后续。。。上周五打过电话没人接，邮件也没回。个人感觉面试表现还不错，但

是现在感觉凉凉。。 

请问有小伙伴面完业务部门之后有后续安排的吗？ 

3.5 汇添富面试-三方平台商务拓展经理助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9 月 1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4690-1-1.html 

9.11 投递 

9.16 笔试 

9.18 中午收到面试电话，下午 2:30 面试。 

一对一，全程大概 25 分钟，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针对自我介绍和简历提问。涉及性格，

人际关系，有矛盾怎么处理，客户很不喜欢你怎么办，当众演讲的经历，互联网金融的看法，

支付宝腾讯买基金为什么不去手机银行，兴趣爱好等等。 

面试官小姐姐人还挺好，分享给大家攒人品～ 

3.6 汇添富产品经理助理笔试&一面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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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6781-1-1.html 

刚刚面完一轮，写个热乎的经验攒人品~笔试是行测，题量比较大，也有一定难度。 

面试我也不知道总共有几轮，我面的是专业面，三个面试官，问的问题都很细很专业，主要

围绕之前比较相关的实习经验来问。先自我介绍，之后根据之前实习的经历问问题，觉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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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之前实习的东西是否真正理解，也问了一些课本上的知识，比如 CAPM、有效边界之

类的，也问了对这个岗位的理解。觉得面试之前要熟悉自己简历上写了什么东西。总共面了

15 分钟左右，但是整体感觉好漫长，因为被问了挺多问题，可能是我每个问题回答的不多

而且语速较快吧。话说汇添富还挺人性化的，投递的上海的岗位，但人不在上海，他们统一

安排了视频面试~哦对了还问了关于意向工作地点类的问题。祝顺利~~另外想问一下有人

知道他们总共几轮面试嘛？以及实习考察要多久？差额比例多少？ 

3.7 产品经理助理 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03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7616-1-1.html 

面试的人很多，平均每个人面十多分钟。单面，三个面官，面官比较和蔼。面试内容比较随

意，据说有的人是围绕简历问问经历，楼主好像没有怎么问到经历，可能因为之前经历跟公

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问了楼主为什么想做公募，以及为什么能胜任这个职位，问了问楼主

平时的兴趣爱好。 

 

感觉一面还是很随意的。祝大家 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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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汇添富基金综合求职资料 

4.1 汇添富 产品经理助理 OT+一面+二面 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3 月 2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7949-1-1.html 

得益于BBS中各位大神大佬们经验分享的帮助，算是比较顺利的面完了产经助这个岗位吧。

现来好好聊一聊，回馈给大家，也给自己攒攒人品。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点思路和想法，也

尽量做到不误导大家。 

1. 首先是申请和 OT：经过这几轮面试下来，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在申请前，一定要好好的了

解下各个岗位都是做什么的。如果网上查不了，就尽量去 Linkedin 什么的找找学长学姐，

好好了解下内部情况....明确自己的意愿。比如产品经理、基金经理、渠道岗、投研岗等等，

他们到底都干什么，相互之间什么关系，自己的性格和背景到底适合哪个岗位？这样在后续

的面试中，你会感受到了解清楚的重要性。其次，OT 就是行测，我也看了下其他人的反馈，

普遍还是觉得蛮难的。95 分钟分两部分，70 分钟 70 道题的行测，25 分钟 12 道的行为心

理测试。主要还是前 70 道题，前期好好练练行测，网上都还蛮多的，集中火力猛练一下，

会很有帮助的。然后便是做题过程中，一定要分配好时间，从自己最拿手的开始做，不必按

顺序。我自己感觉真的难，而且数学逻辑什么的单拎出来，可能觉得还好，但是放在这样的

大背景下，就蛮容易慌张的。所以，提前多练练，相当的有效。 

2. 一面：这一次我遇到的情况是先业务部门面试。面试官算是蛮多的，问题围绕简历展开，

中文面。只要你写了的东西，都会问。拿产品经理助理这个岗位来说：能进到面试，说明背

景是基本符合他们职位要求的，那么必定在计量、金数等方面是有涉猎的，简历中多半也会

有比较多的类似经历的描述。那么请一定要把所有涉及的名词、概念、项目、内容和结果，

都一定要摸透，因为他们真的都会问的，而且是会细到你自己都想不到的程度（千万别以为

他们每个人只会面 15-20 分钟，因为我感觉他们挑出来面试的，就已经不多了，他们很愿意

多花时间来多了解你）。所以，没做过的事情，不要为了简历好看就写上去，一旦被问到却

答不上的话，很容易露馅。但是对于问的问题，你真的不明白的话，就大方的解释一下，他

们完全不是凶神恶煞的压力面，而是类似于和你交流学习和生活经历的感觉。总之，真实和

详尽，这两方面很重要。还有一点，也是上面提到过得，对岗位职责一定要弄清楚，他们绝

对会问的，如果答得模模糊糊，必定会减分。 

3. 二面：第二轮是 HR 面。我觉得这一轮面试是另一种有趣的感觉，气氛非常放松，但却

一点都不轻松。行为问题、专业问题、兴趣爱好等等….所有关于你的情况，都会和你探讨

探讨，相当于是全方位的了解你。需要注意的是：专业问题，了解得一定要过硬。特别是公

司金融里面的经典知识点，请务必再好好巩固一下。其他的，那就得是看大家各自平时的积

累和准备了，这个我也就没有太多的建议能给到了。 

 

总结而言，专业知识过硬且能面面俱到，岗位职责深入了解且能侃侃而谈，面试过程热情大

方且能来者不拒，再配点兴趣爱好。他们不想要你都难（这些我都没能做得太好，所以也只

能提示给大家，能做到的话，绝对非常加分） 

 

最后，祝自己能收到后续通知吧…..希望会有好运！大家如果对上面我说的有什么疑惑或者

不同意的，欢迎评论或者加微信讨论讨论。也祝各位好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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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财富管理经理助理 OT+初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3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5597-1-1.html 

时间线：2 月 24 号提交申请，30 号完成 OT，3 月 9 号收到电话通知，10 号 QQ 视频面。 

笔试：行测+性格测试，行测好像是 70 分钟 70 道题，有言语理解，逻辑分析，数量关系，

数字推理，图形推理，资料分析，应有尽有，题目不难，就是时间紧做不完，我是把数学题

先跳过，先做不费时间的题型再回头啃数学题。 

视频一面：1v1 部门面，面试官是个很 nice 的小哥哥，先自我介绍，问了些简历上的实习

和校园经历，用几个词形容下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个人特长。面了 12 分钟，估计前面

面的时候比较久（比约定面试时间推迟了 50 分钟才开始）所以加快进度了，整个过程还是

比较轻松愉快的（部门面每个人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啦）。 

希望能进下一轮！！！论坛保佑！！！ 

4.3 春招营销助理岗笔试+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3 月 0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5111-1-1.html 

新鲜出炉的笔试+一面分享！ 

楼主看好像没有这个岗位的分享，所以贡献一下自己的经历。 

我是 2.27 网申的，29 号收到行测链接，基本上是语言逻辑，计算，图形推理，资料分析的

题，时间很紧很紧，差不多 1min1 题的样子，做完还有性格测试，这个就还好。 

本来以为行测做的挺烂收不到面试邀请了，但是昨天（3.3）收到今早面试邀请，炒激动呢！ 

一面应该是 hr 面，远程面试，首先是自我介绍，后面结合我的经历问了一些具体的经历，

最成功的和最挫折的一件事，还有父母的职业，星座（我也不懂居然还要问这个 hhh），用

3 个词总结自己，还有目前有没有其他的 offer，大概是这些吧，最后就是我还有什么问题，

差不多整个面试花了 25min。 

hr 小姐姐说如果今天面试通过会发邮件让做更与专业相关的笔试题，之后可能还有 2-3 轮

面试才决定，如果有后续我会继续来更新哒， 如果没有那我也会继续加油哒，希望我能有

好运！也祝福大家收获好的 offer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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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楼主来分享后续啦！首先说一下楼主申请的岗位是营销经理助理哈，题目可能没写清楚，是

运营管理岗。 

4 号一面结束之后晚上收到笔试题目要求对公司推出的一款产品撰写宣传软文，6 号前提交。 

昨晚收到今天下午 QQ 视频面试邀请，1v1 部门面，首先自我介绍（强调 1min 以内，后面

还提醒我时间），然后问了简历相关问题，觉得自己相较于其他候选人的优势在哪里，金融

相关知识（什么是 CAPM，会计三张表的关系），最后让我估算东方明珠的重量，当时脑子

一片空白，答了一个很奇葩的思路，我感觉面试官笑了，结束之后我才想起来可以怎么回答，

害，心情很复杂...总共面了差不多 20min，最后没有和我说什么时候通知后续，是不是代表

凉凉了...祝大家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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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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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