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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 

应届生论坛招商证券版：  

https://bbs.yingjiesheng.com/forum-655-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2023 版-其他行业及知名企业资料下载区：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6-1.html   

  

应届生求职招聘论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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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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证券简介 

1.1 招商证券概况介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证券”）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招商局集团旗下的证券公司，

传承了招商局集团长期积淀的创新精神、市场化管理理念、国际化运营模式及稳健经营的风

格，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拥有证券市场业务全牌照的一流券商。 

 

招商证券于 2009年 11月首次公开发行 A股并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代码 600999），于 2016

年 10月首次公开发行 H股并在港交所主板上市（代码 06099）。 

 

招商证券具有稳定持续的盈利能力、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架构、全面专业的服务能力。拥有

多层次客户服务渠道，在国内设有 259家营业部，同时在香港、英国、韩国、新加坡设有子

公司；全资控股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招商期货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股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招商基金管

理公司，构建起国内国际业务一体化的综合证券服务平台。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招商证券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招商证券官方网站：

https://www.cms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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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招商证券笔试资料 

2.1 招商 2022 年暑期新鲜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04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4555-1-1.html 

这次笔试总共 90 分钟，120 题。 

题型基本是找规律，文字概括这些常规的笔试题，涉及证从的知识很少，可能今年开始取消

学生考证从了，跟以前几年说的都不一样。 

2.2 招商 2022 暑期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04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4552-1-1.html 

招商证券笔试：beisen，根据志愿包含的部分不同，我只有第一部分 

90 分钟 120 道题（行测+专业知识+时事新闻打乱顺序） 

专业知识：金融市场，证券知识，经济法等 

时事新闻：十四五，金砖会议，习总书记讲话内容，奥运会奖牌数等 

 

攒人品 

顺便求问：只有第一部分是什么部门？ 

2.3 招商证券 12.18 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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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0542-1-1.html 

120 题，言语数量推理专业知识散乱分布，影响做题速度，时间不够用……最后的资料分析

都没做完 

难度中等偏上，建议提前准备练速度！ 

欢迎同学分享经验，感谢，如有后续会评论更新。 

2.4 2020 招商证券笔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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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9540-1-1.html 

第一次发帖，回馈论坛 

参加完了笔试，感觉还行，分享一些自己复习和考试的感受，希望对大家以后复习有帮助。 

lz 截止前投的，不久之前收到的笔试。 

然后整个笔试的题型的话跟网上找到的一样，分为三个部分——行测、基础知识、银行 1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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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编辑器好难用啊，吞我的字。。。 

 

行测感觉难度还可以，主要是推理、逻辑，挺耗时间的，如果掌握技巧 a 就会快一点。 

综合知识这一块，我没专门学过金融，所以答起来感觉还蛮难的。之前虽然也跟着网课准备

了一段时间，主要还是看知识点为主，题目做的蛮少的。 

如果大家有跨考银行的话，还是建议提前刷题，多刷几遍。 

考试时间的话，题量大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做不完是正常的，不用太担心，多模拟几次，

做到心中有数。 

 

建议： 

1.再说一遍，刷题，提前练习，这个肯定是有用的。 

2.行测的话可以去视频网站上找一些技巧视频，跟着老师后面学会解题技巧，自己一个人光

是刷题的话其实很慢。 

3.考前最好把金融总额知识这块把握住。 

 

基本就是这些了，其余看运气吧，希望 

这个帖子可以给后面备考的小伙伴一点帮助，看到的朋友也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好工作呀!加

油! 

2.5 2020 春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5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9468-1-1.html 

题型跟之前分享的一摸一样 

40+80+10 

40 里各种行测题 也有跟之前前辈重复的数字推理 

80 证从考的没学过证从的我怀疑人生 

最后十道题居然考了招商证券 19 年投行 x 部排名第二？ 给我整蒙了真的 

2.6 2020 年招商证券暑期笔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5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9448-1-1.html 

刚刚做完笔试，题型和之前论坛里一样，甚至有重复的题目，怀疑这几年招商用的可能都是

同一套题。第一部分是行测，60 道题 40 分钟，语言逻辑，数字推理，图形推理，数量关系

都有，时间较紧张。第二部分证券从业题目，80 道题 40 分钟，考的非常琐碎，感觉像证从

的真题。第三部分招商证券常识题，我感觉这十道题最难。。。 

2.7 某市分公司财富顾问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0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439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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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之前有几年前的帖子说过被招商证券坑的经历，今天我去面试了财富顾问的岗位，我说

说面试给我的感受吧。 

首先是面试安排，简历要求十几份，这个我想十几份就十几份吧，可以理解，不知道有没有

同学听到要十份简历就不去的，哈哈。然后本来通知是 8 号的面试，6 号傍晚 6 点多才临时

通知说要改时间改到 7 号，这个开始让我觉得这个公司的招聘很不正规。 

不过有一说一，HR 的沟通和服务，态度还是很到位的。 

然后说说面试现场的感受，面试是半结构化，面试官没到十个，所以简历也不要那么多份了。

不知道面试官是什么领导，其中有好几个在面试的过程中有玩手机的情况，感觉这样不太好。 

最后面试完同组有人问了问题，面试官们面面相觑，有的还不好意思的笑了，隔了好一会，

才有一个女面试官回答了问题，让我有一种他们在被群面的错觉。。。 

总结一下，反正招商证券给我的感受是他们很不专业，因为面试官除年轻的 HR 以外，其他

人看起来都是懒懒散散，在他们这我感受不到活力。如果想招人的话，态度麻烦端正一点吧。

我可能不够格成为你们的员工，不过作为潜在客户来说，我以后要投资，绝对不会选招商证

券，因为它的企业形象给我的感觉是不太可以信任。 

以上纯属我个人的感受，如果有不同意的小伙伴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 

2.8 12.22 上午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2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9985-1-1.html 

分为三个部分： 

逻辑，数理 60T，40M，考的很杂，语言逻辑，追赶问题，数字推理，面积等都有，难度中

等，把握时间就好。 

证券市场部分 80T， 40M，考的相对比较容易，不难，很基础的常规知识。 

招商证券常识部分 10T。总体难度中等，听说应届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那我就来发帖

求 offer 啦~ 

2.9 招商证券笔试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0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5437-1-1.html 

上午刚考的，具体流程不说，三部分分块计时，没办法说先做那块后做哪块。 

 

证券市场部分题回忆： 

 

1. 不属于金融期货主要交易制度的是分散交易制度 

2.做市商以自有资金与投资者交易，并赚取手续费收入； 

3.100 权为单位； 

4. b 股为 t＋3； 

5. 交易所交易基金英文 etf； 

6.股债平衡型基金股票与债券配置比例 40-60 左右； 

7.有限责任公司发公司债净资产额不低于 6000 万； 

8.这题我打错了：申购股票未中签，解冻时间应该是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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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交易原则价格优先时间有限看有个鸡精写错了； 

10. 买断式回购小于中央结算公司托管自营债券总额 200%； 

11.全国性社保基金主要投向国债市场； 

12.可转换(交换？)债券可转为什么？普通股； 

13. 第一家证交所，荷兰 1602； 

14. 基金起源于英国； 

15. 非流通国债必须实名登记，不可自由流动随意转让； 

16. 证券公司是证券市场中最重要的中介机构； 

17.注册会计师可公司进行盈利预测； 

2.10 2017/11/4 刚做完的笔试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0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5426-1-1.html 

攒人品 

第一部分时间根本不够。。。记得这几道 

1，6,20,56,144，？ 

3,10,31,94，？ 

-3,1,10,11，？，232 

1,2,6,15,40,104，？ 

-2，-8,0,64，？ 

13,112,121,130，？ 

4,5,8,10,16,19,32，？ 

最后的招商题考了今年上半年业绩。。。 

2.11 招商证券 2017/9/10 刚考的应届生考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9 月 1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3540-1-1.html 

1.行测很多图形推理题目， 没有统计图表题目 

2.证券从业考试：很多关于波动率的题目（最好考前过一遍波动率）/80 道题全部都是单选

题 

3.招商证券自己的题目：有 2016，2017 的内容， 

2.12 招商证券 技术笔试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90-1-1.html 

1、String,StringBuilder 和 StringBuffer 的区别（15 分）       

2、String s = new String(“xyz”);创建了几个字符串对象(15 分)      

3、指出下面程序的运行结果(15 分) class A {  static {  System_out_println(“1”); }   public 

A(){  System_out_println(“2”); } }   class B extends A {  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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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_out_println(“a”); }   public B(){  System_out_println(“b”); } }   public class 

Hello(){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A ab = new B(); ab = new B(); } }       

4 事物的 ACID 是指什么?(15 分)         

5、根据下面的接口实现一个具体的类，要求实现整数的 LIFO 的访问方式，且各个方法的

时间复杂度都为 O(1)。(40 分) 

interface Stack{  void push(int value);    //O(1) int pop();       //O(1) int 

getMaxValue();     //O(1) bool isEmpty();        //O(1) }; 

2.13 招商证券招聘笔试完整真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88-1-1.html 

一、单项选择题 

1.公认的最早的基金机构是()。 

A.英国皇家信托组织    B.海外和殖民地政府信托组织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备考辅导 

C.英国国际信托组织    D.英国信托基金 

1.【参考答案】B 

2.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投资风险不包括()。 

A.管理风险    B.汇率风险    C.市场风险    D.巨额赎回风险 

2.【参考答案】B 

3_LOF 的汉译名称为()。 

A.指数参与份额    B.交易所交易基金    C.存托凭证    D.上市开放式基金 

3.【参考答案】D 

4.衍生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以衍生证券为投资对象的基金，包括()。 

A.认股权证基金    B.指数基金    C.交易所交易基金    D.上市开放式基金 

4.【参考答案】A 

5_ETF 的汉译名称为()。 

A.交易所交易基金    B.指数参与份额    C.上市开放式基金    D.存托凭证 

5.【参考答案】A 

6.按()基金可分为成长型基金、收入型基金、平衡型基金。 

A.投资目标    B.基金的组织形式不同    C.基金是否可自由赎回和基金规模是否固定 

D.投资标的 

6.【参考答案】A 

7.以下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特点的是()。 

A.专业理财    B.分散风险    C.集合投资    D.稳定市场 

7.【参考答案】D 

8.证券投资基金有不同的投资目的，对于收入型基金来说()。 

A.资产成长的潜力较大，损失本金的风险相对较高     

B.资产成长的潜力较小，损失本金的风险相对较高 

C.资产成长的潜力较太，损失本金的风险相对较低 

D.资产成长的潜力较小，损失本金的风险相对较低 

8.【参考答案】D 

9.开放式基金的交易价格取决于()。 

A.供求关系    B.基金净资产    C.基金单位净资产值    D.基金总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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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考答案】C 

10.将投资者、管理人、托管人三者作为信托关系当事人，通过签订基金契约的形式发行受

益凭证而设立的基金是指()。 

A.契约型基金    B.公司型基金    C.封闭式基金   D.开放式基金 

10.【参考答案】A 

11.侧重于追求资本利得和长期资本增值的基金是()。 

A.国债基金    B.股票基金    C.货币市场基金    D.平衡基金 

11.【参考答案】B 

12.可以同时在场外市场进行基金份额申购、赎回，在交易所进行基金份额交易，并通过份

额转托管机制将场外市场与场内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基金运作方式是()。 

A.开放式基金    B.股票基金    C_ETF    D_LOF 基金 

12.【参考答案】D 

13.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的关系是()。 

A.相互制衡的关系    B.委托与受托的关系     

C.受益人与受拖人之间的关系    D.监管人与被监管人关系 

13.【参考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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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招商证券面试资料 

3.1 招商 2022summer 投行委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2 年 04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5109-1-1.html 

RT，刚面完，写篇帖子当做日记了。形式是群面，面试官是两个 HR 小姐姐和一个没开摄像

头的正式工（中途退出了）。说是群面，其实就是先挨个自我介绍，再挨个问简历，简历主

要是问实习的体验，楼主实习股债都有，所以就被问了是股债都做是怎么考虑的，后续想股

还是债，最奇葩的是 HR 小姐姐看到楼主的高中还问了高考分数。。。最后会收集大家的意向

（股/债，base 地点，到岗日期） 

说是五一后会通知实习安排，希望今年的第一个 ibd 暑期面试能顺利吧 hhh 

3.2 招商证券财富顾问（北京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0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7798-1-1.html 

一组十人群面 6 位面试官（之前短信通知让带 8 份简历） 

自我介绍：进去后依次自我介绍 每人 1min 超时了也没打断。 

简历提问：对感兴趣的人随机提问简历上的问题，多准备吧，有人被问到期货定义/行研荐

股/对基金的看法/是否通过证券从业。 

行为面：如何营销让客户使用招商证券 app/客户基金亏损咋办。 

最后对感兴趣的人再问一问，随后出面试结果。 

确实是要 11 月在营业部连续实习两周，经营业部推荐后笔试。 

3.3 10.22 招商证券投行岗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3108-1-1.html 

刚刚结束了投行岗位的面试，6 个面试官，一组 8 人进行群面。每个人进行 2-3 分钟的自我

介绍后面试官会根据个人简历来提问，主要包括以前的实习怎么样、干过什么、跨专业/工

作后再考研的都会问你为什么要来金融行业，如果个人经历比较曲折面试官们会有很大的好

奇心问个究竟。整个面试大概在 40-60 分钟，给大家做个参考。 

大佬们真的太厉害了，作为陪跑员的我能有机会领略大佬们的风采实在荣幸 

3.4 招商证券财富顾问面试流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99-1-1.html 

三轮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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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营业部面试，自我介绍，根据简历提问题，对营销类工作的看法，如果要你在 6 个月

内达到 500 万的指标（有老客户名单）你打算怎么做 

第二轮分公司面试，上海分公司总 8 个营业部总坐一排，面试者坐一排，自我介绍，提问题，

以此回答 

第二轮通过后营业部实习，半个月左右总部视频面，主要还是基本情况的了解，最后一轮风

险不大。 

3.5 招商证券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97-1-1.html 

招商证券产品经理面试面试官来自业务部门，考察专业能力等各方面，比较重视学校 

 

1、面试的是总部的岗位，对简历中做的项目问的比较多，如果能回答的透彻会加分 

2、证券行业要求人外向点，最好自来熟。毕竟金融强调与人沟通 

 

问谈谈你对地方债务的看法，地方平台有哪些融资方式 

答这个问题券商的报告写的比较多。融资方式有债券（企业债等）、银行贷款、信托、融资

租赁，甚至 P2P 

问在学校有没有谈女朋友 

答这个问题其实在考察你这个人是否外向。 

3.6 投行实习生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95-1-1.html 

是小组面试，都是通过内部推荐进入的同学。面试官有两个人，一个比较严肃，一个稍微和

蔼，整个面试比较平常，在进行自我介绍之后就问了比较专业的问题，因为专业相同，所以

不难回答。整体感受还好。 

1、如果你觉得企业的计提项目有问题，但是财务总监不同意修改，你如何处理？ 

2、拿到企业财务报表最先看什么项目？为什么？ 

3、你有过什么项目经历？项目中遇到什么问题？如何处理？ 

4、对发现的问题全部都进行处理，还是在一定程度之上进行处理，如何确定边界？ 

3.7 股票经纪人面试经验(深圳)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94-1-1.html 

校园招聘中获得面试机会，填公司发下的表格，选择职位。第一次面试是 1 对 1 面试，先

自我介绍，然后提问的内容涉及你勾选的职位的专业知识和你所学的专业，再问一下你的想

法。二面是 1 对 4 面试，涉及到你的家庭环境，在校学习活动情况，对岗位的理解等。三

面首先是进行了一次人格测试和一份职业技能测试，然后是 1 对 7 谈话，总监问了关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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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发展和工作地点与户籍地不同的协调问题，经理要求介绍家庭情况，并说了他们的看法。

三面的时候，自己讲话不多，大多时间在听，并赞同的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你对证券经纪人的认识和这份工作的理解。 

2.将你放在银行，你如何去服务并且发展客户。 

3.要求你销售 500 万的资产，你如何去寻找客户目标。 

4.对老客户的维护和新客户的发展该如何做。 

5.给了数据，要求计算市盈率和市净率等 

3.8 招商证券 - 金融管理培训生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93-1-1.html 

C，周一上午十点，十点前还会发短信提醒你。首先去到营业部，被 HR 小姐姐带进一个类

似会议室的地方，另一个小姐姐拿着简历（公司自己从网上打印的）进来，然后拿着简历的

好看的小姐姐提问，另一个小姐姐拿着纸笔做记录。 

1.首先是两分钟的自我介绍。这个不用多说了，姓名籍贯学校专业求职者性质（应届生还是

往届生），我主要阐述了自己愿意为这行业贡献大半生的理想，然后吹了一通招商的历史和

文化，李中堂和盛宣怀晚清的壮举啊什么的其实想说当初你们那么革新现在怎么那么守旧没

说哈哈 不要作 显然HR小姐姐对历史文化不感冒我说了两句就说自己怎么怎么适合这个岗

位啦啦 就这样 

2.对工作的了解。拉客户吗，我懂得。 上海的生活成本较高，能适应吗？ 

对营销了解吗，你会如何做？这个我不会说，就夸大其词了一点，说些大而空的东西，什么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拓互联网社区...有点扯 

3.情景模拟 如何在地铁上要到客户电话 两分钟思考时间 我思考了一下 就想到了 利用大

学生的身份进行有偿问卷调查或者扫码网上进行获得抽奖机会的问卷调查的形式 

这个完全没有准备 说话有点吞吞吐吐..... 太自大了没有看面经 

4.实习情况，有啥说啥 

5.实事对于行情的影响，阐述两会对市场走势一些可能的预判。这个就有难度了，好久没看

新闻，没有防备，不过幸好有点积累，记得两会期间别的事，中国神华，超高分红直接一字

板 170 多万手封单，后面可能这种高市值，实际流通市值一般，有潜在股息率高的票可能

会引领一下行情......还是挺会忽悠的 比较 TGB 雪球混了些日子 然后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

回答 

6.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这个我直接说没有。有就开始就想好 没有要果断不要犹豫 

最后礼貌说谢谢 再见 小姐姐笑得很好看 

 

1.首先是两分钟的自我介绍。这个不用多说了 

2.对工作的了解。拉客户吗，我懂得。 上海的生活成本较高，能适应吗？对营销了解吗，

你会如何做？3.情景模拟 如何在地铁上要到客户电话 5.实事对于行情的影响，阐述两会对

市场走势一些可能的预判。 

3.9 2016【招商证券】面试流程与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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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91-1-1.html 

参加招商证券面试是在一天下午，我当时报考的是投行部，可以说人才济济，有点压力山大

的感觉。当天观察了一下人数，两个小组分别是 6 个人，我们就这样互相分开了，面试时间

一共是 40 分钟，至今仍印象很深。给大家介绍一下环节和一些感受吧。 

 

  首先，几乎是所有面试的必备第一个环节——自我介绍。每个人都有几分钟的时间来介

绍自己，千万不要忽视自我介绍的作用，几乎是第一印象的直观定势了，中间不会有人打断

你，所以你的情绪几乎可以一下子就听出来。 

 

  其次，当自我介绍完了以后，面试官心里基本上已经有几个印象还不错的考生了，这个

时候她可能会有针对性但看似随便的问几个问题，你在放平心态的同时也要积极流畅完美的

做答，这样一般是不会出错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被问到自己不熟悉甚至不知道的问题时该怎么办呢？就算是这样，

也千万不要紧张地说不出话，或者表现出不自信，一定要做出一定的见解，当然，平时还是

要加强学习啊，记得我当时简历上写了在备考 CPA，当真的被问起会计知识的时候还是语无

伦次，后悔啊。 

 

  再次，千万不要认为问完你问题后你就没事了，注意，在其他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你

还是很有可能被提起的，随时做好应答准备，倾听他人对话，这样的态度才能让考官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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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招商证券综合求职资料 

4.1 我的招商证券笔试和面试情况汇总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07 月 1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89-1-1.html 

上午 8 点起床，看到凌晨 1 点半招商证券发的短信要我早上 9 点半去东校区笔试。简历编

号上它的官方博客上面查搜了半天才搜到这个博客地址，是从某个人的博客上搜到的，在这

里赞一个，也顺便贴上来，如果有人有需要的话说不定可以帮到别人，呵呵。 

 

赶紧收拾东西飞奔过去中东了，路上碰到小 JJ，问了我 HS300 的一个问题，偶脑袋可能还

没清醒过来，回答得颠三倒四的。也赶时间，就没和他多聊。不要怪偶啊，偶不是有心的。

去到现场 9 点 40 分，迟到了，但发现招商证券的工作人员比我还慢，10 点才到。。。 

 

1.笔试是 30 道单选题 一道作文题，一个小时，时间足够了。 

 

2.单选题考的内容主要是管理类与行测，作文题目是“竞争会影响和谐吗？”可能题目不一样，

我们那个课室的是这个题目，看来自从 17 大报告以后，大家都很重视和谐啊。 

 

笔试快收卷的时候，工作人员在黑板上写了下午面试的时间和地点。看来潘总是在兑现她的

承诺啊。赞一个，虽然我不喜欢海笔和海面。。。 

我报的是营销策划岗位，面试的时候是群面，在上一组在面试的时候有面试官走出来让我们

下一组的每个人抽一个小纸条，每个人小纸条写的词都不一样，然后让我们准备一下每个人

一分半钟的即兴演讲。我抽到的题目是竞争，跟早上笔试的题目差不多，所以就想讲一下这

个题目。 

20 分钟后终于轮到我们进去了，3 面试官 V5 面试者。我第一个演讲，我估计讲了一分半钟

吧，但面试官还没让我停止的意思，就临时再发挥了一下，估计应该有 2 分钟了。。。（可能

估计不太准，但我感觉一分半钟很快就过了）。再编我也编不下去了，所以就说了声谢谢。

接下来到下一位演讲。等所有人都讲完之后，中间那位看起来职位比较高的 HR 就对每个演

讲者问了一个问题，问题是针对他所演讲过的内容来问的。问到我的时候那个 HR 说：你演

讲的题目是什么了，我刚刚出去了没听到你的演讲。我说竞争，我讲的是竞争与和谐的关系。

他看样子很生气的样子：不行，你这样是投机取巧。然后叮嘱旁边一个小职员说回去你查一 

下他的试卷，看讲的东西是否和他写的一样的。我 FUCK！你又没说不能讲这个话题，由我

们随便发挥的嘛，现在又说我投机取巧。。。我只能说：其实单纯讲竞争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我就把它范围缩小到了与和谐的关系上面，我当时想的是这个，所以就拿来讲了。 

我心里想说的是我讲的肯定有一点是我写过的了。。。这样都莫名其妙被说投机取巧，你当初

干嘛不和我说不能讲它与和谐的关系啊。由于考虑到求职不容易，我还是忍住了我想说的那

句话，免得被他认为我和他顶嘴。。。 

生气归生气，但我还是对潘总很敬佩，在宣讲会现场她的风采以及对中大的诚意都令我很佩

服。算了，就当做找工的又一次练兵吧，被鄙就被鄙了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8689-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招商证券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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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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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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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