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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易买得简介 

1.1 易买得概况  

 

1930 年，新世界集团开设了韩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并与韩国流通领域共同走过了长达 75 年的历史。 

  长期以来，新世界集团一直是韩国流通产业的领路人，1930 年新世界百货公司正式开业，1969 年宣布直销经

营，并引进了百货公司会员卡制度，1993 年引进第一家大型综合超市。 

  到 2005 年 6 月为止，新世界集团在韩国国内经营着 7 家百货公司和 81 家大型综合超市，目前，在中国也已

经开设了 7 家大型综合超市，是一家拥有 95 个分店的专业流通企业。 

  与此同时，新世界集团以经营百货商店和大型综合超市的新世界株式会社为中心，运营了 12 家与流通支持、

服务相关的附属企业，还拥有名牌直销企业新世界切尔西、中国大型综合超市企业上海易买得有限公司、天津泰

达易买得有限公司等海外合资公司。 

  以百货公司与大型综合超市作为主要经营项目的韩国新世界集团，到 2005 年年末为止，其销售额实现 720

亿元，纯利润达到 42 亿元，拥有 17,598 名员工。其销售额在韩国国内企业中位于第 13 名，纯利润排名第 12，股

票总额排名第 5，信用等级被评价为韩国流通企业中的最高等级 AA+。 

  到 2009 年为止，新世界集团将在韩国拥有 9 家百货公司、130 个大型综合超市，在中国拥有 25 个以上大型

综合超市，同时，到 2012 年力争实现进入世界 10 大综合流通零售企业的目标。 

 

新世界易买得是韩国最早的大型综合超市，拥有 103 个韩国国内分店与 7 个中国分店。1993 年，第一家超市开业

之后，超市的顾客流量突破 10 亿人次，卖场为顾客提供了舒适的购物环境与各种优秀的服务，到 2009 年为止，

销售额有望实现 11 兆韩元、税前利润可达 83,00 亿韩元。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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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易买得组织架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易买得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应届生论坛易买得专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2524-1.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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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易买得综合经验分享 

2.1 管理培训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46-1-1.html 

 

三个面试官，一个韩国营运部长，一个店长及一个人事经理，当时刚学校毕业，出生牛犊不怕虎，问题也不难，

如实回答即可，表示出对这个行业的热情及兴趣即可。 

管理培训 

                               

2.2 市场专员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45-1-1.html 

 

一共面试 3轮，从经理到部长一个一个面过去。主要看你的 office应用能力，在市场部中，excel是一直需要用

到的，各种公式等等都很重要，主要还是看和人沟通的能力。 

 

市场专员 

 

2.3 采购员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44-1-1.html 

 

韩企比较注重细节，韩国领导的中文水平不错，工作经历问得详细。 

最后重点了解了离职的原因，对这份工作的期待和职业规划。 

 

采购员 

2.4 迟来的二面面经 

我是 27 号上午参加的二面。大致流程：签到处报到，领表格，除了填些履历外还要写一小段个人介绍及优缺点，

志愿及抱负，还有意向部门及期望薪资。填好表贴 好照片后交回签到处，到 waiting room 等着排队面试，我们上

午是 5 人一小组。等待时间有点长，因为同一组的同学有些可能还在填表，等待的过程中可以看看大厅里的宣传

片，此外 E- mart 还很贴心地准备了水和各种小点心。离开大厅前 HR 还很 nice 地提醒我们进入面试后别急着坐下，

要先跟各位面试官问好后再坐（韩国企业里还是很注 重礼仪的哈）。组好队后被领到面试厅前继续等待。大概 5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46-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misc.php?mod=tag&id=155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45-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misc.php?mod=tag&id=2783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94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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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后开始面试。面试的时候先是每个人进行自我介绍以及优缺点，为什么选择 E-mart。然后是面 试官针对每个

人的简历提问。整个过程不是很久，大概一个组 10~15 分钟结束。面试结束后到签到处登记，领购物卡。 

    个人体会： 

    1。提前到会场。虽然每人通知的时间不同，但实际上是按照填好表后的顺序排的队。填表也要预留一定的时

间，最好去之前先想好简短的个人介绍和优缺点，提高效率。此外，还要考虑好自己要去哪个部门，否则到了现

场才临时决定，很可能错过适合自己的职位。 

    2。面试的时候放轻松，注意坐姿和表情。我们同组的一个 MM 全程微笑（面试快结束的时候面试官问到她我

们才知道的，呵呵），应该给面试官留下了很好的影响。 

    3。面试官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选择易买得，还有选择自己意向部门的理由。最好是结合个人兴趣和性格、

经历回答，如果专业背景差的比较远的，还要准备好为什么转到零售行业。 

    等待面试的过程中 HR 说结果大概元旦后出来，希望明天参加面试的 XDJM 们一切顺利啦~ 

  

2.5 惠及后来人——易买得二面详细面经 

我是今天十二点半面试的那批，到复旦皇冠假日酒店后，上二楼直走右转到了签到处。签到的时候我一看表格，

妈呀，那一页纸几十个人全部都是十二点半面的，顿觉进终面的人不会少。问了 HR，他说大概三百人左右。易

买得好像是收一百人的。 

在门口交了复印件，然后交了他让我带的六份简历，好像是易买得把我上次交的简历找不见了，所以让我自己带

了。一般同学没通知你的都不用带。 

领了一张表格和鼠标垫。表格上要贴一寸照，然后填些简历上的东西，主要的是要写期望部门和期望薪资，部门

就是公司都有的那些部分，比如人事、总务、法务、财务、市场、采购、营运、新门店开发。可以写两个。 

虽然十二点半面试的等到了一点多，但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半个小时到比较好，因为有些在通知等待面试的时候表

格还没填完，容易慌张。 

等待室里一直播放易买得的宣传片，看起来觉得易买得真不错。然后还有水果、水、饼干蛋糕之类的，饿了可以

吃。但我吃了两块好丽友，发现牙上粘色，所以就一直饿着了。 

面试时有六个面试官，两个是韩国的，汉语说得能听懂，不用担心。我们也是六个一起面的。面试的流程超级简

单的，可能因为不是专业 hr，问的问题也不知道针对啥。 

首先是六个人轮流的自我介绍，这个大家肯定都有准备的，不必太长太详细，捡重点就行了，因为我发现其实面

试官们都在看简历没怎么听。但是，我听着前面同学 介绍的时候，超级紧张的，因为听起来他们太优秀了，而我

真不知道该拿什么去比。反正整场下来每人一个问题，比如你的本科在哪儿上的？你为什么报财务部门？ 之类的，

这个也不用担心。 

建议大家在介绍或回答问题的时候把跟这个行业和你应聘岗位的优势点说出来，面试官们反正是听着做着记号，

大概像简历打分那类的。 

但我很悲哀的是，我说的时候没看到他们做任何记录，我觉得自己是被鄙视了。 

面试结束后，回到等待室，在门口的签到处会领一张卡，估计就是说的五十块消费券了吧，但卡上根本没有显示

金额，只写的是 vip 积分卡，也不知道是什么概念，是不是直接由五十块在上面的。 

这场面试我实在是觉得云里雾里，自我感觉很不好，因为没有感觉就是最大的不好。从面试问题上不怎么看得出

优劣，感觉是简历的决定性作用比较大。而我专业和实习经历都跟这个行业无关，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可能了。 

但希望大家放松心态，一切顺利啊~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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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易买得的群面&纠结 

我是前天收到易买得的二面通知的，本来群面结束之后感觉很不好的，可能是前一天刚面过上海的一家快消行业

的国企，而在易买得碰到的群面队员总体素质明显不 如前者，面试环境也有不小差别，所以面完就顶着鹅毛大雪

（呵呵，那天上海下了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场雪）去百盛逛了，直到收到易买得的二面，感觉很是吃 惊的。 

     我接下来说下对易买得的感觉吧：公司实力应该挺强的，要不也不会每年都给进终面的人发消费卡（去年据说

还发了 100 呢），本科生进去的话还是前景可 观的，毕竟还提供个海外培训的项目，这个也可作为自己以后晋升

或跳槽的一点小资本了；但个人感觉小硕进的话就有点大材小用了（本人是小硕），因为公司出钱 给海外培训，

所以要签 3 年的劳动合同。说实话我现在就及其后悔本科毕业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找找工作，其实如果想进企业

公司的话本科学历已经足够了！我作为 小硕，毕业学校也还行，学的是文科专业，如果回家的话（二线城市），

可以签个三本的大学（已经给 offer 了），待遇基本能拿 4K，可在上海，虽然也能拿到户口，但待遇最多也就 6K

左右吧（文科这个工资已经不错了），但生活质量各方面肯定不如家里的。所以，这 段时间一直在纠结…… 

     二线城市的高校老师 or 上海的企业职员，地点不一样，工作性质不同，以后也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了……到

底该怎么抉择呢？ 

     可能去了二线城市，以后想起来会觉得自己魄力不够，会有点小遗憾吧，可要是留在上海，以后可能就是后悔

的问题，当每逢佳节的时候，每当遭遇委屈的时候，亲人不在身边，身边的朋友也不是很多（本人好友大都在家

那边）…… 

P.S. 本人前几天也收到了之前那家国企的实习通知，而家那边的学校也在催着签协议，真是纠结纠结在纠结啊…… 

 

 

 

2.7 易买得管培面经~为自己积攒 RP~ 

这几天忙得来~所以面经上得晚了点儿~见谅哈~ 

 

先说些题外话，话说我原来应该是周三面试的，不过周二傍晚 HR 的电话通知被我漏接了，再打过去就没人接了= 

=！还好周三终于打通了，否则就要平白无故失去一次机会了~（教训：求职过程中，可得密切关注手机啊~铃声

神马的可以尽量调大些~别漏接就是了~） 

 

 

约了周五中午 12:45 面试，到了那儿，发现单单这么一个时间段内就有近 100 人面试，看来这次又是海面~签了到，

交了简历和证件照大家就在他家的休息室里候着了~ 

 

等到一点多，方才让我们进去面试。于是，我们穿过一个好大的办公室（目测大概有三四百名员工一起在哪儿工

作呢），来到一间有 7,8 张桌子的培训教室，8 人 一组围着一个桌子，在纸上写下名字做成名牌（汗！一开始我还

以为纸头是用来草稿的嘞~），等待 HR 发号施令。一开始，我们这一桌上大家都是傻坐在那儿，后 来 HR 过来提

醒说可以互相之间作一下自我介绍熟悉熟悉，于是，大家就开始聊了起来。没过多久，就有 HR 一桌桌地分发面

试题，我们这组抽中的是针对材料中给 出的任意一个年龄段的消费者制定某件商品的营销策略，包括：广告语啦，

促销活动啦，海报设计啦等等。于是么，就开始群殴了~不幸的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群 殴，即便是拿出在学校

上口语课侃侃而谈的架势，但面对众多看上去身经百战的组员们，我总是很难接上话茬，表现得很失水准。于是，

这个面试的结果只能说是 Just so so 啦~就当是去开开眼界好了，我也觉得自己不太像是做管培的料呃~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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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对他家面试的想法：虽然群殴是管培面试通用的一环，不过还是觉得他家的群面有些乱哄哄的，毕竟是

有 7,8 组人各自在那儿讨论，感觉很乱很嘈杂呃~ 担心在旁边观察我们表现来打分的 HR 会没法关注各人的表现

呃~其实我也只是一个群殴菜鸟啦，或许其他的群殴也都是差不多的吧，但我还是希望企业可以更加倾 注心力来

提供更好的面试方式选拔人才~感觉说那些在面试时候给我留下了不错印象的公司，他们的产品什么的我都会更加

偏爱的呢~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展示企业 形象的舞台不是吗？ 

 

最后，祝大家，当然还有自己都能尽快找到合意的工作~Best Wishes~ 

 

2.8 面经一篇 攒个 RP 

7-8 人一组，位子是随便坐的。然后自己拿白纸做名牌。 

连自我介绍都省了。。。 

题目是关于行程安排的，大概就是给个预算，给些要求，有具体机票啊什么的价格，叫你安排 3 个优秀韩国员工

的 2 天上海行。 

自由讨论 30 分钟，然后推荐一个人表述 5 分钟。 

总的来说题目不难，但是要创新也不容易的。 

有人没穿正装的，貌似也没什么关系。天实在太冷了。 

 

祝后面的筒子好运！ 

2.9 15 号 8：45 群面~ 

今天很早很早很早就出门上路了。。那地方真是远呐……= =偏偏我还是最早一批的。。。T T 

 

8：30 到那里的～一开始都找不到上去的电梯呢。。。 

 

上去之后发现已经有好多好多 TX 在那里了，然后又被要求填表，后来又说不要填了，于是这个表格就被我拿来

当后面讨论的时候的草稿纸了…… 

 

ok～～正题～～ 

 

一个大房间，里面大概有 4、5 个桌子～每张桌子 8 个人～无领导小组讨论～ 

每个组一个题目～给 30min 讨论～5min 陈述～ 

期间会有 hr gg & jj 观察～ 

然后大概 45min 之后就结束了～就各自回家了。。 

 

大概就是这样。。纯粹攒 rp~ 

希望 TX 们都好运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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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易买得管培一面 

前两天去参加了易买得的管培一面，是无领导小组讨论的形式，大概 8 个人一组，我们组的题目是要在社区附近

便利店的挑选 5 种商品出售，目标是盈利最大，社区的里有老年人活动中心，有很多年轻夫妇居住的公寓，还有

餐饮一条街。题目不算难，我们小组讨论的还是蛮和谐的。不知道发晚了没，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也攒攒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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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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版，2019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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