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六届“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

大赛赛制方案
一、大赛简介

2022 第六届“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由新浪财经与银华基金联合主办，创

办六年来，致力于为广大银行理财师及所在机构提供展示形象、提升价值的舞台，选拔并表

彰符合市场需求的优秀理财师，普及国民理财知识，推动中国理财事业健康繁荣发展。

主办单位：新浪财经 银华基金

协会支持：首都金融服务商会、江苏省理财师协会、广州市金融理财师协会

学术支持：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智库支持：美国 RFP 学会中国中心、天相投顾、高顿教育、对啊网、得珺咨询

平台支持：新浪财经 VIP、贝塔数据

二、赛制概览

大赛阶段 个人赛 团队赛

报名

6 月 15 日

-8 月 5 日

报名条件 银行在职理财从业人员均可报名参赛，团队赛需 4 人组队。

报名形式 1、自由报名：选手在报名期内可自行进入大赛专题填写并提

交报名信息；

2、批量报名：由各总、分行统一组织报名，根据主办方提供

的表单统一收集选手信息，在 7 月 15 日前反馈至大赛主办方。

直推渠道 全行发文支持的银行可推荐符合大赛直推要求的选手免初试晋

级复赛，共 50 个名额。银华基金通可推荐符合大赛直推要求

的选手免初试晋级复赛，共 10 个名额。详细规则请见下方大



赛方案。

初赛

6 月 15 日

-8 月 5 日

比赛形式 登录大赛专题进行机考答题，共 40 题，分别包含 30 道单项选

择题、5 道多选题及 5 道判断题。满分 100 分，限时 1 个小时。

其中，团队赛四位成员均需作答。

晋级人数 160 人 45 支

复赛

9 月 6 日

-9 月 30

日

比赛形式 线上面试：160 名选手以 16

人一组为单位划分为 10 组，

分别在 9 月 6 日、8 日、13

日通过线上会议系统接受评

委面试。

环节 1：主题论述

选手根据赛前公布的 10 道选

题，任选其一，陈述观点。

环节 2：客问我答

现场随机抽题，选手就客户

疑问，模仿咨询场景为客户

作答。

线上答辩：晋级复赛的 45 支团

队以 15 支一组为单位划分为 3

组，分别在 9 月 10 日、17 日、

24 日通过线上会议系统进行线

上答辩。

晋级人数 10 人 10 支

全国总决

赛

10 月 27

比赛形式 环节 1：理财开杠赛

10 位选手根据主办方赛前公

布的辩论题作准备，两两分

环节 1：理财有招

10 支团队按抽签决定比赛次

序，根据线上播放短片中主人公



日 组 1V1 辩论，两位选手分别

交替陈述本方观点。

环节 2：拜托了，理财师

10 位选手根据主办方赛前提

供 的 客 户 案 例 制 作 理 财 方

案，线上展示。

的背景及金融需求，为其推荐合

适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并陈述理

由。

环节 2：巅峰辩论赛

10 支团队根据主办方赛前公布

的辩论题作准备，两两辩论。

晋级人数 个人赛和团队赛线上角逐冠、亚、季军并颁奖。

三、报名流程

（一）报名时间：6 月 15 日-8 月 5 日

（二）报名条件：银行在职理财从业人员均可报名参赛，团队赛需 4 人组队。

（三）报名形式：

1、自发报名：选手在报名期内可自行进入大赛专题填写并提交报名信息；

专题链接：待填充

2、批量报名：由各总、分行统一组织报名，根据主办方提供的批量报名表格，统一收集选

手信息，在 7 月 15 日前反馈至大赛主办方指定邮箱：licaishi2022@sina.com。

*注：报名形式的选择可视个人和银行组织情况而定，个人赛与团队赛均适用，且两者形式

均公平有效。

（四）银行直推通道：

1、直推形式：

大赛开设银行直推通道，银行可推荐符合大赛直推要求的选手免初试晋级复赛。共 50 个名

额，第五届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个人赛全国十强选手所在的银行机构，如对大赛给予全行发

http://n.sinaimg.cn/sina_client/06ee8314/20220516/2022YinHuaJiJinBeiXinLangYinXingLiCaiShiDaSai.xls


文通知，可获得三个直推名额，非个人赛十强获奖银行机构，如对大赛给予全行发文通知参

赛支持，可获得两个直推名额；

个人赛复赛共录取 160 人，50 人归属直推通道，10 人归属合作伙伴推荐，100 人归属答

题通道，若银行推荐的选手总量超过 50 人的限定，将根据直推选手要求择优录取，若银行

推荐的选手总量未满 50 人，剩余名额将补充至初赛答题通道。

直推形式：根据主办方提供的直推选手报名表格，收集直推选手信息，在 7 月 21 日前反馈

至大赛主办方指定邮箱 licaishi2022@sina.com。

2、附加条件：

根据大赛赛制要求，个人赛需把初赛在线答题成绩带入复赛环节，占总成绩 30%，银行直

推晋级选手可通过以下两种形式获得初赛成绩（二选一）：

（1）以初赛答题通道晋级选手的分数平均数作为带入成绩；

（2）获得直推晋级资格后，完成初赛答题，以答题分数作为带入成绩。

3、直推选手要求：

（1）选手在本行举办的全国性理财师技能评选等相关赛事中，需进入决赛赛段并获得名次；

（2）选手在外部同类型全国性理财师专业赛事中，需进入决赛赛段并获得名次；

（3）选手业务能力突出，在行内获得与业务技能相关的重要荣誉称号或重要公开表彰等。

*注：银行直推晋级复赛的选手需至少满足其中一个条件。

四、比赛形式

(一) 初赛-线上答题

1. 比赛形式：个人赛和团队赛初赛考核均为在线答题，题目包含单选、多选、判断三种题

型，题量对应为 30 题、5 题、5 题，由系统随机出题，共 40 题，满分 100 分，时间为 1

http://n.sinaimg.cn/sina_client/06ee8314/20220516/ZhiTuiXuanShouXinXiBiao2022YinHuaJiJinBeiXinLangYinXingLiCaiShiDaSai.xlsx


个小时，赛前将向银行和参赛选手提供模拟答题系统，供选手提前熟悉考试题型与难度。关

注银华基金通获取。

2. 考核范围：经济学、金融学、投资学、财务管理、法律、税收、房地产、信托、保险基

础知识、风险管理与保险、财务策划与理财、金融计算、人生理财规划、收支规划、投资规

划。【2022 年初赛提纲】（可供参考）

3. 答题说明：

（1）初赛答题期内均可答题，每位选手均有三次答题机会，但系统仅记录一次有效成绩，

因网络异常、系统故障等干扰答题中断，可重新登录使用第二、三次答题机会，考卷一旦提

交，成绩立即锁定，将无法继续答题；

（2）团队赛的四位成员均需参与初赛答题，取四人平均分为团队初赛最终成绩；

4. 答题时间：6 月 15 日 10:00-8 月 5 日 18:00

5. 评选标准：答题通道选手以答题成绩为唯一筛选标准，个人赛和团队赛按分数排名分别

筛选出前 100 名和 45 组；如出现同分状况，优先选择答卷时间短的选手；若出现弃赛状况，

则视为放弃参赛资格，不再补录；晋级名单将于初赛结束后于大赛专题公布。

*注：个人赛初赛总晋级人数为 160 人，含银行直推及合作伙伴直推晋级选手。

6. 产生奖项：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全国菁英银行理财师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华北/华东/华南/中西部区域 TOP50 银行理财师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全国优秀银行理财团队

http://n.sinaimg.cn/sina_client/06ee8314/20220516/2022YinHuaJiJinBeiXinLangYinXingLiCaiShiDaSaiKaoShiDaGang.docx


(二) 复赛

1. 个人赛复赛-线上面试

（1）比赛形式：

晋级复赛的 160 名选手以 16 人一组为单位划分为 10 组，每组选手需在约定时间通过

线上会议系统进入面试房间接受三位评委的考核，会议由新浪工作人员主持，线上面试过程

不对外公开；10 组选手的线上面试将以 3 组、3 组、4 组的批次，分别在 9 月 6 日、8

日、13 日进行，选手在线面试日期和面试顺序由组委会随机分配；面试共两个环节：主题

论述+客问我答。

a.环节一：主题论述

组委会将在赛前公布 10 道考题，选手任选其一，面试时就准备的考题论述观点，限时 5 分

钟；

b.环节二：客问我答

以问答题形式进行考核，题目为理财经理日常工作会遇到的客户关于理财产品的疑问或投资

建议的咨询；现场随机抽题，选手就客户疑问，模仿咨询场景为客户做回答，限时 3 分钟，

超时随即打断；

（2）评选标准：

复赛总成绩=初赛成绩（30%）+主题论述（40%）+客问我答（30%）

（3）产生奖项：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全国十佳银行理财师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优胜理财专家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点金圣手奖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卓越沟通力个人

2. 团队复赛-线上答辩

（1）比赛形式：

复赛前将公布三组资产配置考核试题，晋级复赛的 45 支团队以 15 支一组为单位划分为 3



组，可任选一题完成资产配置方案，制作 PPT，在线上做方案陈述并接受评委的提问和点

评。答辩结束，评审老师、特邀嘉宾将开展以“理财”为主题的沙龙直播，交流从业心得、

理财投资经验，并为团队赛 45 强选手线上颁发荣誉证书。

（2）答辩安排：

答辩日期：9 月 10 日、17 日、24 日

（3）评选标准：

复赛总成绩=初赛成绩（30%）+线上答辩（70%）

（4）产生奖项：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全国十佳银行理财团队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区域 TOP5 银行理财团队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优胜理财团队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点金圣手团队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卓越沟通力团队

(三) 总决赛

1. 个人赛总决赛-理财开杠赛+拜托了，理财师

（1）比赛形式：

全国总决赛将于 10 月 27 日在线上举行，新浪财经将对比赛全程做在线直播，十强选手

需在线上进行专业技能比拼，接受评委考核，角逐冠、亚、季军。个人赛总决赛共两个环节：

理财开杠赛+拜托了，理财师。

a.环节一：理财开杠赛

10 位选手两两分组进行 1V1 辩论，两位选手分别先后陈述本方观点，限时 2 分钟；陈述完

毕进行开杠环节，通过选手举手象征开杠，每人发言结束即通过举手将话语权推向对方，开

杠部分每人限时 1 分钟；开杠结束后，两位选手分别进行总结陈词，限时 30 秒。超时将随



即打断；

b.环节二：拜托了，理财师

组委会赛前将给到 3 个客户理财需求案例，选手赛前抽签决定展示顺序和备赛案例，并根

据案例要求制作理财方案，10 位选手将按照 3 人/3 人/4 人分成三组，分别对应三个案

例，以个人为单位依次展示；每人限时 5 分钟，超时随即打断。

（2）评选标准：

总成绩=理财开杠赛（30%）+拜托了，理财师（70%）

（3）产生奖项：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冠、亚、季军（个人赛）

2. 团队赛总决赛-理财有招+巅峰辩论赛

（1）比赛形式：

a.环节一：理财有招

团队按抽签决定登场次序，上线后将在比赛时选择案例数字，播放对应情景短片（共 10 个，

每队抽到的为不同题目），根据短片中主人公的背景情况和金融需求，为其推荐适合金融产

品及服务，并陈述理由。

b.环节二：巅峰辩论赛

赛前组委会将公布 5 道辩论主题，赛前 10 支团队抽签决定辩论话题、辩论正反方和上场

顺序，两两辩论。

（2）评选标准：

总成绩=理财有招（30%）+巅峰辩论赛（70%）

（3）产生奖项：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冠、亚、季军（团队赛）



五、奖项及奖品设置

类别 奖项名称 奖品

个人组奖项 冠军 15000 元现金奖励+奖

杯+荣誉证书

Beta 理财师 App VIP 年

卡、客户池实体书籍一本

+

免试申请美国 RFP 学会

会员资格

亚军 8000 元现金奖励+奖

杯+荣誉证书

季军 5000 元现金奖励+奖

杯+荣誉证书

全国十佳银行理财师（第 4-10

名）

1000 元京东购物卡+

奖杯+荣誉证书

全国菁英银行理财师（160 名） 荣誉证书+免费获得美国 RFP 学会认证课程

最具人气理财师（10 名） 荣誉证书

最佳新锐银行理财师（3-10 名） 荣誉证书

优胜理财专家（10 名） 荣誉证书

点金圣手奖（10 名） 荣誉证书

卓越沟通力个人（10 名） 荣誉证书

区域 TOP50 银行理财师（200

名）

荣誉证书

团队组奖项 冠军 50000 元现金奖励+奖

杯+荣誉证书

Beta 理财师 App VIP 年

卡、客户池实体书籍一本

+

免试申请美国 RFP 学会

会员资格

亚军 25000 元现金奖励+奖

杯+荣誉证书

季军 15000 元现金奖励+奖

杯+荣誉证书

全国十佳银行理财团队（4-10

名）

1000 元京东购物卡+

奖杯+荣誉证书

全国优秀银行理财团队（45 支） 荣誉证书+免费获得美国 RFP 学会认证课程

最具人气理财团队（5 支） 荣誉证书

优胜理财团队（2 支） 荣誉证书

点金圣手团队（2 支） 荣誉证书

卓越沟通力团队（2 支） 荣誉证书

区域 TOP5 银行理财团队（15

个）

荣誉证书

银行总行奖项 杰出贡献培育机构奖（3 家） 荣誉奖牌



卓越理财师培育奖（5 家） 荣誉奖牌

银行分行奖项 菁英理财师培育基地（10 家） 荣誉奖牌

成功报名参赛，均可获得新浪财经 VIP 年卡 ，尊享 8 大权益，百门精选好课限时免费和 价

值 888 元 Beta 理财师 App 季度 VIP。

1、“最具人气理财师/理财团队”产生规则

（1）活动形式：

8 月 20 日，大赛专题、银华基金通服务号将同步开通“最具人气理财师”、“最具人气理

财团队”网络投票通道，每个 IP 每日在大赛专题和银华基金通服务号通道上分别可为每个

选手投一票和两票，投票时间：8 月 20 日 10:00-10 月 19 日 18:00；

票数最高的三名理财师和三支理财团队将获得新浪页面曝光机会，前十名理财师和前五支理

财团队将分别获得“最具人气理财师”、“最具人气理财团队”荣誉称号。

说明：该人气票选活动不与参赛专业成绩挂钩，不影响比赛名次。

（2）产生奖项：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最具人气理财师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最具人气理财团队

2、“最佳新锐银行理财师”产生规则

（1）评选形式

在个人赛中，晋级到复赛且从业三年以下（含三年）的理财师有资格参与该奖项的评选，评

选成绩=复赛成绩（60%）+人气投票（40%），按照成绩由高到低选出 5-10 名理财师颁

发该奖项。

（2）产生奖项：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最佳新锐银行理财师



3、“卓越理财师培育奖”产生规则

（1）评选形式：

大赛复赛结束后，将根据个人赛和团队赛中各银行入围的选手数量和选手成绩，分别按照

40%和 60%的占比综合评定，按综合成绩排名选出五家银行颁发“卓越理财师培育奖”。

（2）产生奖项：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卓越理财师培育奖

4、“杰出贡献培育机构奖”产生规则

（1）评选形式：

旨在表彰对大赛组织与举办做出杰出贡献的银行总行机构，将根据往届个人赛与团队赛十强

入围占比、叠加本届比赛个人赛和团队赛中各银行入围的选手数量（40%）和选手成绩（60%）

的综合成绩排名，分别按照往届数据 60%、本届数据 40%综合评定，排名选出三家银行颁

发“杰出贡献培育机构奖”。

（2）产生奖项：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杰出贡献培育机构奖

5、“菁英理财师培育基地”产生规则

1）评选形式：

大赛复赛结束后，根据分行个人赛和团队赛各银行入围的选手数量和选手成绩，分别按照

40%和 60%的占比综合评定，按分行的参与人数排名选出 10 家银行分行颁发“菁英理财师

培育基地奖”。

2）产生奖项：

2022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菁英理财师培育基地

六、赛事咨询



对大赛有任何疑问可咨询大赛负责人，邮箱：licaishi2022@sina.com 电话：（010）

62675456

七、往届大赛专题参考

2021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

https://finance.sina.com.cn/zt_d/yhjjlcs2021/index.shtml

2020 银华基金杯新浪银行理财师大赛：

https://finance.sina.com.cn/zt_d/yhlcs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