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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媚的阳光洒满校园的每一角，柳绿花红，百鸟啁啾，展

示着夏日里生命的酣畅淋漓。这个夏花 为灿烂的季

节，总是迸发出无尽的活力与朝气。夏天来了，青春的气息

中，却夹杂了些许伤感；几分熟悉，几分不同。  

    这个夏天，香港大学迎来了一群陌生又熟悉的主人——一年

一度的港大WORKSHOP如期而至。教室里听金融大家解析当今格

局；金管局、港交所感受东方之珠金融气息；太平山顶上的甜蜜

合影；海洋公园过山车上的阵阵尖叫……10天太短，以至于每天

当成好几天来过，穿梭于香港的各个街头、巷子，生怕错过一个

角落；10天又如此充实，让我们对这个校园，这个城市，这段日

子，充满了情感、思绪。 

    这个夏天，又一届汇丰人离开了校园，带着对母校的依恋，

踏上了通往未来的锦绣征程。毕业季，一个充满感恩与怀旧的季

节，总是有她特有的伤感。3年同窗，是一份友谊，更是一种缘

分。对母校，对恩师，对同学，仍有许多想说。而另一边，新一

届的汇丰学子，怀揣心底的汇商梦，已经抵达了南国燕园，开启

了人生一段新旅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更是选择了一种别具意

义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汇丰生活——大运会志愿者。 

    校园里，由深港金融协会主办，各大社团携办的首届模拟面

试大赛历经半年准备之后终于华丽拉开序幕。投行、券商等6个

小组的竞赛火热展开，数十位汇商学子参与其中。且听参赛者结

合亲身经历，为您讲述面试大赛的故事。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

成都，全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激战正酣。参赛者中，有一个身

影，让我们倍加熟悉，那就是10级经济班王帅同学。作为国内

年轻的男子国际大师，让我们一起走近王帅，听他从弈者的角

度，解读生活。 

    在这流光溢彩的日子里，让我们像盛夏那样葱郁、饱满，带

着我们的激情、信念、希冀，谱写汇商人新一曲的清浅狂欢…… 

■  

文 曹姗姗 

盛夏·清浅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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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是如梦如幻的十天。是太过流

光溢彩的十天。 

 

就好像，有一个地方，它在你的

梦中流连忘返了很久。当有一天终于

抵达的时候，你的五脏六腑，连同每

一个细胞，都发出一声轻轻的喟叹。

它或许并没有你梦中想象的那样完

美，也并不都如概念中那样繁盛。可

是 吸引人的，永远是那份真实。 

 

每天不重复的美食菜单。每一个

日光沉醉的傍晚。窄而陡的小巷。张

爱玲笔下清冷的电车。欧式的建筑。

光怪陆离的夜景。 

10 Days in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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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过去了那么久。现在

想起来，涌现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

某一天早晨，睡眼惺忪的我，打开窗

帘，看到的那一片晶莹剔透的海面。

几艘扬着帆的船只，缓慢而平静地航

行。日光洒在这幅画上，渲染出一片

温柔的星星点点。 

 

只是时间终究还是飞奔而去。 

而于我而言。有这样的一场过

眼云烟，就已足够。■  

文 王嘉瑶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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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大学的校园历史悠久，具

有独特的风格。漫步于这所

依山而建的高等学府，我们被一种

浓郁的历史与人文气息所感染。这

是一种不事张扬的低调和稳重，让

整个港大校园弥漫着传奇与神圣的

色彩，处处透露出“明德格物”的

内涵，彰显亚洲大学榜首地位的高

贵气质。这里是喧嚣世界中的一方

净土，置身其中，静心研读的欲望

便油然而生。各式古老的西式建筑

令人赏心悦目，各具特色的长廊将

不同的建筑物相连到一起，游走其

中，不得不惊叹于如此别具匠心的

设计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山路十

八弯”的兜转把整个校园装扮得严

肃而不失活泼，古朴的树木，鲜艳

的花朵点 着整个校园，曲径通幽

处，俨然透出一种人文与自然相融

合的别样幽香。 
 

行
在
港
大 

封  面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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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图书馆的藏书量之大让港大学

子们在步入馆中的那一刻便能

感受到一种如鱼得水的愉悦，

馆旁那长长的阶梯与“书山有

路勤为径”的意境相得益彰。

沐浴着午后阳光，在图书馆旁

的星巴克小憩，借着淡淡的咖

啡，静静地闭目养神。看那广

场上人来人往，沉浸在空气中

常青藤的清香。 

荷花池 

夏季的荷花池绝对为同学们休

闲避暑的好去处。池边路树成

荫，池里一朵朵荷花或含苞，

或怒放。鲤鱼在池中自由自在

地嬉戏玩耍，为满池的生机再

添几分别样的活力。池旁，孙

中山先生的铜像庄严而肃穆地

立在那儿，“我有如游子归

家”，不仅道出了先生的心

声，更向毕业的校友们张开双

臂，欢迎他们常回家看看。 

本部大楼 

本部大楼是香港大学最古老的建筑

物，红砖配衬着富有文艺复兴风格

的花岗石柱，使整幢建筑显得历史

悠久而又不失风韵。拱门拱窗，加

上近在眼前的钟楼，使它看起来宛

如一座欧式的教堂，花园里那笔直

的芭蕉树，更为它增添了几分亚热

带风情的味道。大楼内的陆佑堂是

各大型活动的首选举办地点，见证

了港大学子走过的点点滴滴。■  

文  李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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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Days 
 

在 上课之余，此次Workshop安排了内容、形式丰

富多彩的参观及讲座活动。 

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高级经理李

程亮先生的讲座上，他详尽具体地介绍了“香港股票

市场运作”，让同学们从交易监管的角度了解香港的

股票市场运作情况。在港大经济金融学院院长

Professor Y.F. Luk的一场以“香港经济”为主题的

讲座中，主讲人深入浅出的剖析了一个“above the 

sea, limited; under the sea, nothing”的地方能

够成为四小龙之一的原因。而Mr. Albert Ip则从“香

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机遇和挑战”的角度阐述了香

港金融业内人士对本土金融发展的 前沿思考。 

除了理性、全面地领略到香港人是如何看待香港

经济金融之外，2011级的同学们还有幸参观了香港交

易所（HKEX）和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得以更为

直观地观察到股票交易的历史、港币蜕变的沿革。从

位于环球金融大厦（IFC）顶楼的HKMA展厅望下去，大

半个中环金融城尽收眼底，同学们在欣赏错落有致的

金融大厦间，也无不感慨香港金融之繁盛。 

此外，香港大学方还特意安排了三场港大学生经

验交流会，与同学们分享了在香港学习工作的深刻感

受。 

 

 

HKHKHK     WORKSHOPWORKSHOP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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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Notes 
 

通行证及香港身份证： 

办理学生签之前要有户口所在地的香港签。在12月和次年2月左右

会让大家分批填申请表，申请早晚无差的，有了通行证就可以申

请。填写表格到时候会有统一讲解。之后，就等待学生签label发

下来吧。贴label要去通行证签发地，可以委托他人办理。 

    香港身份证对我们来说有两个用途：收藏纪念、过关方便。先

在网上预约时间和地点（一般会预约湾仔警察局），当日去的办理

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出发前准备： 

重要是要带齐通行证和课件啦~ 

生活用品稍微带一些吧，宿舍旁边10分路程有大型的Welcome超

市，价格跟内地差不多。无线信号不错，网线可以不带。转换插头

在内地先买好吧，在香港不好买到内地转换成香港的插头。可以先

兑换一些港币，也可以到香港再兑换。平安银行卡在香港可以直接

取港币。 

 

港大校园life tips： 

    到港大的第一天，学校会安排大家参观校园、熟悉路线，灰常贴心。有探索精神的童鞋，可

以挖掘上课捷径哦~ 

也许是港大从今年起提倡节能环保，教室温度已经不像09级同学去时那么低，以防万一还是可以

备件外套的。教室里有不许吃东西的标识。教学楼打水非常不方便， 好还是自己带水吧。 

图书馆可以凭港大学生证进去。鉴于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

可以经常去坐坐、看看书。图书馆旁边有个星巴克，价钱是

打了75折的哦~ 

港大的餐厅主要有Haking Wong Building四楼的大家乐；庄

月明楼里的美心餐厅；Swire Building里面也有个吃饭的地

方。人均都在20~30港币。 

庄月明楼里有百佳超市，可以充值八达通。校内荷花池斜上

方有一条长廊，有HSBC的ATM机；在Haking Wong Building四

楼餐厅出口有中国银行的ATM机。从Haking Wong Building往

教室走的路上会经过学生会合作社，可以购买港大的纪念品

以及文具。 

 

吃玩在香港： 

关于香港攻略，专业版的请看各大网站，小编就不赘述了~提

供一条：在宿舍旁西宝城再往下走的地方有很多可以吃东西

的茶餐厅，有一家G2000折扣店，还可以在坚尼拔地站体验

“叮叮车”的感觉。■  

文  黄妙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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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这 个夏天一如既往的来到深圳，来

月间交替上演。这边怀着感伤的

边把我们叫做师兄师姐的新汇丰人已经

或许，这就是汇丰商学院的成长、传承

     忘不了毕业晚会上师兄师姐们对

一个个精心编排、饱含深情的节目，更

的殷殷嘱托……一切的一切，无不渲染

着他们对未来挑战的无所畏惧。 

    11届 先作为汇丰人亮相的场合是

抖擞，充满朝气的入场式完美展现了南

后，大运会的举办让更多的新汇丰人提

深圳，志愿者们赛程内外挥洒汗水，书

骄傲！ 

    让我们祝福明天，加油，新汇丰人

                                 

师  生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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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来到汇丰，离别和初逢的过程在七八

的心情刚刚送走08届的师兄师姐，那

经怀着憧憬和向往来到了我们身边，

承。 

对学院的一句句临别告白，忘不了那

更忘不了海老师对毕业生们如慈父般

染着老汇丰人对学院的不舍，等表达

是4月的北大春季运动会，他们精神

南国北大人的骄傲与自豪。几个月

提前来到深圳，感受南国燕园。8月

书写着青春的梦想，他们更是汇丰的

人！■ 

                   文  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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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队友形容他“思维严谨，爱好广博”； 

他的朋友称赞他“棋圣书圣球圣事事精通，心怀胸怀情怀处处

宽广”； 

他在13岁时就已成为国际象棋国际大师； 

他至今保持着国内 年轻的男子国际大师这一纪录； 

…… 

师  生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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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国象，年少成名 

    王帅5岁开始学棋，很快就显露出在国际象棋上的过人天赋，多次在同龄人的各类比赛中取

得佳绩。2001年，年仅13岁的王帅远赴匈牙利参赛，获两站公开赛冠军，一站亚军，从而成为国

内 年轻的男子国际大师，这一纪录被王帅一直保持至今。与之同时，王帅也得到了国家集训队

的召唤。然而，这份许多棋手梦寐以求的荣誉，却给了王帅带来了有些“幸福”的烦恼——他必

须要选择，是下棋，还是学业？ 终，王帅放弃了成为专业棋手，选择了继续学业。他说，他爱

在棋盘上的博弈，但他更想感知生活的丰富多彩。 

 

斑斓生活，路在脚下 

    生活中的王帅只有个普通人，没有国际大师的光环，没有世界冠军的架子。爱好广泛的他平

日里除了学业，喜欢看看书，打打球，跑跑步。王帅尤其喜欢打网球，切造诣不菲，今年更是代

表北京大学参加了大学城运动会的团体比赛。 

    虽然没有成为专业棋手，然而王帅的生活依然离不开国际象棋。本科期间，他曾多次代表北

京大学参赛，战果累累。今年他更是代表青岛队参加了中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战绩不俗，帮助

青岛队作为升班马稳居三甲。谈到自己取得佳绩的原因时，王帅给出的原因很简单——读书。

“读到让我能在更高的角度上去理解棋，也让我更能站在对手的角度上去思考，做到知己知

彼。” 

 

棋与人生，交融渗着 

    王帅说，人生与下棋，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下棋讲究战略和战术，战略是对棋局的整体构

思，战术是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而人生也一样，我们要明确自己人生的方向，也要脚踏实地去

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总而言之，战略反应了一个人的大局观，战术不能偏离战略，但在实现战

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灵活地运用各种战术。 

 

   人生如下棋，棋中有人生，这就是王帅大师。让我们一同期待他在未来，给我们，给汇丰，

带来更多惊喜。■ 

                                                                        文  曹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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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1年5月15日上午，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准

备，汇丰商学院第二届模拟面试大赛拉开帷

幕。此次大赛是由学院职业发展中心主办，深港经

济金融学会承办，各大社团共同携办。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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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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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为六组进行，每组面试官由各大

金融机构的高层、HR、以及金融行业资深人

士担任，分别是：商业银行组（汇丰银

行）、 外资投行组（Merrill Lynch）、券

商组（安信证券）、基金组（南方基金）、

VC/PE组（东方汇富）和咨询组（韬睿惠

悦）。同学们经过简历筛选进入面试环节。

从整个面试过程来看，大家都准备充分，认

真对待这次实战演练机会，面试过后还认真

听取职场人士专业且有针对性的点评和面试

建议。 

整个面试大赛得到了学院的大力支持，

作为承办方的深港经济金融学会也积极组织

协调。深港经济金融学会作为汇丰商学院

早成立的社团，在与学院共成长的过程中不

断成熟。相信汇丰商学院在以后的发展中，

会涌现出更多的优秀学生社团和精彩的学生

活动，这些都将成为汇丰商学院的宝贵财富

并且传承下去。■ 

                        文  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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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模拟面试对我来说，

与其说是一个职场练兵的机

会，倒不如说是一个与业界人

士交流的机会。感谢东方汇富

的王先生，他再次提醒我：要

选择 适合自己的道路，做

充分的准备。 

 

一次负责任的面试，首先

要学会体现一个面试人的诚

意。用看得见的交流，体现自

己为之所做的看不见的准备和

工作——你为这一次求职所付

出的所有时间、精力和心思，

这就是面试官所要求的诚意。 

 

同时，面试作为一个双向

选择的平台，也是对职业和自

己的又一次剖析：为什么是这

个行业，为什么是这家公司，

为什么应该是自己？ 理想的

求职正是达到一种职业方向和

个人特点的匹配。其实在每一

步努力之前，选对方向是更重

要的事。 

                                            

——赵珍 

VC/PE  组 

社  团  携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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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感想 面试感想 

短 短十五分钟的模拟面

试，着实让自己收获良

多。 

一、提 前 准 备。一 般 来

说，在一场面试开始前，我们

需要准备自我介绍、应聘公

司、应聘职位、为什么来这家

公司、为什么应聘这个职位、

职业规划等等问题。未经深思

熟虑临场现想的答案，无论是

逻辑性还是诚意上都会有欠

缺。关于回答为什么面试这个

职位，HR 后提醒我说，不要

太多“我觉得”，要简洁客观

地说明自己的独特性，对于公

司的价值。用她的话来说，毕

竟证券分析师是时下热门，公

司凭什么选你——这是一个虽

有“傲慢”之嫌但却实在需要

重点阐述的问题。 

二、简历要有针对性。首

先，针对应聘的公司、应聘的

职位制定简历。其次，把一段

与应聘职位不相关的经历放入

简历须谨慎。我在简历上写了

一份行政助理的实习经历，结

果被问到从一份实习经历中学

到了什么。我按以前面试的套

路答了许多，但看得出她并不

满意。而HR 后给出的建议

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要注

重逻辑性， 好分一二三点来

阐述，重点在于说服HR你具备

你所应聘职位需要的能力。 

    这是自己第一次和证券行

业的HR面对面进行交流，虽然

时间很短，但真的很感谢这次

机会。我一直用她 后对我讲

的那番话勉励自己：从面试就

能看出来你对这行的了解还不

深，所以如果真的打算在这一

行走下去的话，还要更多努

力。 

            

——解灿霞 

券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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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动态 

2011年4月14日，由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以及深圳南山区政府

共同主办，以“开启

慈善的商业模式”为

主题的第一届“汇”

慈善沙龙在深圳大学

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隆重举行。 

2011年5月29日，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主办，以

“慈善的商业模式”为主题的第二届“汇”慈善论

坛在北京市博雅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2011年7月22日，在EMBA教育中心谭伟老师带领下，

EMBA2010级3班全体同学在刘树青总经理和品质经理

的陪同下，前往深圳润谷食品有限公司参访。■ 

O n - t h e - j o b  E d u c a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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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P 动态 
2011年4月商学院私募

PE37班在北京以320余人

盛大规模开班，汇丰商

学院私募PE57班于6月11

日在北大百年讲堂再续

汇丰商学院PE神话，来

自全国各地的近200名企

业精英齐聚于此，以一

个全新的姿态宣告一个

团结奋进的班集体的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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