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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面试指导 

亲爱的同学： 

你好！首先代表瀚思国际咨询有限公司恭喜你通过了我们的第一轮审核，接下来请你仔细阅读这份资

料，认真准备我们的电话面试。面试结果将在面试后的三个工作日内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通知你。预

祝你面试成功！ 

 

1、关于面试 

瀚思国际金融实训项目组的老师会在约定的时间段对你进行大约15分钟的中英文电话面试，请保持电

话的畅通，并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接听电话。面试中，英文和中文比例大约在3：7，英文面试部分主

要强调基本沟通交流能力。 

注意：接听面试电话时请注意礼貌，同时，个人态度是面试老师考察你的重要因素之一。 

 

2、面试内容 

面试包括两部分：英文自我介绍和中英文问答。 

问答题目主要来自但不限于以下题库，希望你能够认真思考和准备，如实回答。建议你认真阅读

项目以下相关资料（可在项目官网中下载 www.hansint.com），同时仔细回忆和梳理你的过往经历，

更加深入认识和了解自我，逻辑性条理性地进行思考，以更好地回答以下问题。面试过程中约会涉及

3~4个问题，具体情况将依据实际面试效果而定。 

 

A. 常规问题 

 

 Why did you choose XX as your major?  

     Did you make this decision by yourself or by your parents?  

     What’s your future plan for the following five to ten years?  

     Can you talk about your university/family/campus life in detail?  

  

  

 /挫败感的事情。 

   

 

B. 深入性问题 

 
     Please tell me about your working/internship experience? 

     Do you want to study abroad? And which country/university do you like?  

     How about your ability to be a leader in a group/team?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something you have done?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you in your first job? And why?  

   如果让你选择，你希望成为小组中的member还是leader呢？为什么？ 

   你认为一个好的领导最重要的五项素质是哪些？  

   你如何定义成功？  

   项目中哪些部分最吸引你？有何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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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项目相关问题 

 

金融职业相关 

   你知道哪些投资方式？请选择其中一种，介绍一下它目前在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及劣势？  

   你是否有过证券投资经历？对内地证券市场有何见解？ 

   请概括一下你认为的合理的家庭资产配置比例应该是怎样的。 

   你认为中国金融行业现状如何？对金融市场不足有哪些看法？ 

   你认为与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相比，香港金融市场具有哪些特点？  

 

财务投资相关 

   什么是基金投资？它与股票投资的主要区别在哪？ 

   请介绍一下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渠道的不同之处。 

   谈谈你对私人银行的认识和了解。 

   你认为家族信托在国内的发展前景如何？ 

   你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趋势怎么看？ 

 

 

D.亚太项目相关问题 

 

   请简单描述你对日本企业的认识？ 

   作为在校大学生，您是如何看待商务礼仪在职场的重要性？ 

   请详举一例详细说明日本与中国文化方面的的不同？ 

   

   你是否了解中日大学教育的异同？ 

 

 

E. 英国项目相关问题 

 

  Is any of your family outside China now? If so, who are they and where? 

   Do you know anyone who belongs to UK? 

  Have you ever gone to any other country?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going out of the China? 

  Why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UK? 

  What will you do in the UK? 

  Do you think UK has any advantage than other countries? 

  Did you have the idea to go abroad to study in UK? 

   你都知道哪些英国大学？请选择其中一个学校（除剑桥大学外）来详细介绍一下？ 

   剑桥大学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请说出至少三点英国与中国在文化方面的不同？ 

   请从以下几个方面选择其中一种详细介绍一下：英国国旗、气候天气、节日、礼仪、活动等 

   英国的金融体系与中国相比，有什么不同？ 

   英国为什么申请脱离欧盟？ 

   英国为什么要申请加入亚投行？ 

   你最喜欢英国的那些城市？为什么？ 

   如果通过本次电话面试，你会做哪些项目行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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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香港区块链与量化交易项目问题 

 

   你认为区块链是什么？ 

   比特币与Q币有什么不同？ 

   根据你所知，区块链技术未来有哪些应用场景？ 

 什么是量化交易？ 

   除了比特币你还知道哪些数字货币？ 

 

3、评审标准 

 

 

 

 

 

预祝面试顺利！ 

 

 

 

 

 
 

 

瀚思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Hans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s Limited 

面试要素 权重%  观察要点 

综合分析 20  对问题的理解正确，分析问题透彻，谈思想谈观点有深度并有独到见解或能自圆

其说。 

言语表达 20 从清晰度、流畅度、是否符合逻辑考察。如：理解他人意思，语言清晰流畅，内

容有条理，富有逻辑性，有一定说服力；用词准确、恰当、有分寸等。 

应变能力 15 从敏锐度、悟性等方面考虑。如：分析问题客观，反应敏捷，思路清晰，解决问

题措施可行，操作得当；遇到危机状况时，情绪平稳，沉着应变、对策稳妥。 

人际交往意

识与技巧 
15 人际交往主动，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有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处理问题能够将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计划组织与

协调 
10 根据目标预见未来并做出计划；看清冲突各方面的关系；做出适当选择；即时做

出决策。 

自我情绪控

制 
10 在较强的刺激情境中或遇到较难回答的问题时，言语自然；能保持冷静；为了长

远或更高目标，控制自己的情绪。 

参与项目意

愿度 
10 参与意愿是否强烈,可以从整体面试回答以及对项目的了解程度和期望得出结

论。 

要素得分 

考官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