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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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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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第一太平戴维斯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3 页 共 8 页 

第一章 第一太平戴维斯简介 

1.1 第一太平戴维斯概况介绍 

第一太平戴维斯成立于 1855年，总部设在英国，是世界领先的房地产服务提供商之一。我

们拥有全球经验和专业知识，在美洲、欧洲、亚太地区、非洲和中东设有 600家分公司。 

我们具有全球视野、本地洞见，我们为提供一流的建议而倍感自豪，我们帮助个人、企业和

机构做出更合理的房地产决策。 

专业建议 

我们在全球 70个国家/地区拥有 3.9万余名员工，竭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本地化服务。 

定制服务 

我们广涉各个房地产领域，从资产管理到税收税务，为您提供特别洞见和专业建议。 

前瞻性市场研究 

我们拥有对整个行业的深入研究。我们洞察市场趋势，精准预测未来发展，帮助您做出正确

的房地产决策。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第一太平戴维斯的概况，你可以访问第一太平戴维斯官方网站：

https://www.savil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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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太平戴维斯面试资料 

2.1 深圳第一太平戴维斯管培生群面二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2 月 0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09566-1-1.html 

第一太平戴维斯 

群面 1119 

书面翻译 

自我介绍 

群面案例 

- [ ] 购物中心 a 繁华地带，人流量大，但无效益，无停车场 

- [ ] 购物中心 b 偏远，效益好 

- [ ] 提出解决方案 

- [ ] 英文问题三个，一个必答，两个选答 

- [ ]  

- [ ] 一个是是问了怎么面对批评 一个是评价队友 一个是自己的相关经历 

二面 

128 

一对 7 有 5 个部门主管 hr 

1.中文自我介绍 

2.英文自我介绍(不熟悉，需要多做练习) 

3.会粤语吗 

4.最想去哪个部门，简历中的作品链接有没有涉及到保密内容吗 

5.对零售铺的了解 

我从行业趋势了解 

6.另外一个男的主管问我港中文的旅游研究在学什么 

7.对职业规划有什么了解，地产咨询这块 

8.反问 

目前的管理培训生是可以完整做一个项目还是只是轮岗 

 

风格轻松，有一个女主管比较冷 

2.2 第一太平戴维斯 Savills HK，business valu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07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1210-1-1.html 

港硕，现在已经完成了所有课程，在官网申请了 business valuer。 

时间线：7月 18号完成网申--7月 19号收到面试邀请--7月 24号 D面。刚刚面完 KPMG香

港所 ITA的 m面试，自我感觉不太好, 来这个神奇的网站发面经，顺路把前几天 Savills

面经也发一下，求好运，拿到 Savills的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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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面全程 

很早到了太古广场，紧张的坐了很久，按照约定时间 10点准时开始。全程只有将近 20分钟，

lz慌张啊，哭哭。 

一个男 D面的，英语 self-introduction，接下来的问答都是普通话。没有针对简历来发问，

1.我自己介绍中谈到了做过恒大的财报分析，问了几个恒大的问题，财务状况如何 balabala。 

2。问内地房地产市场怎么样。3.问了一个会计的问题，支支吾吾 lz没有答出来。D说没关

系以后慢慢学，不是说自己是 fast learner吗。 4.薪资期望 5.职业规划 

然后轮到我问他问题了。1.入职之前需要学什么吗，lz非 finance背景？D说慢慢学啦。2.

我问他 savills的晋升路线。然后就送我出电梯间 say goodbye了。 

 

 

2.3 2020 Savills MT offer gz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01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3615-1-1.html 

自己求职的时候经常在应届生论坛看面经，自己收到了 offer 就想回报一下平台，这个贴会

简单介绍一下 timeline 和一些感受。 

 

时间线：2019.11.05 参加宣讲会 & 笔试（15 分钟的英文小笔试） 

  2019.11.6 收到第一轮面试邀请 

2019.11.20 第一轮面试（群面，自我介绍+提问+群面 case） 

  2019.11.26 收到第二轮面试邀请（邮件包括 Presentation 的题目三选一，要在一周之内完

成 pre 的 PPT 并发送至 HR） 

2019.12.4 第二轮面试（5min 演讲，Savills 给的 pre 题目可以展现面试者的 PPT 制作能力

和逻辑能力以及演讲能力） 

  2019.12.9 收到第三轮面试邀请 & 线上测评（这是最后一轮面试，华南区副董事长的一对

一面试，比较惊讶的是行测居然这么晚才让面试者做） 

2019.12.26 第三轮面试（持续时间约 20 分钟的一对一面试，董事长非常 nice） 

2020.1.8 收到 offer 

总体感受 Savills 的面试相比起戴德和 JLL 会轻松很多，氛围不会非常紧张，HR 和考察者可

能更偏向于从面试者的言谈中细微观察。公司对于校招还是比较重视的，比如第二轮咨询报

告演讲环节，整个广州公司的高管全部都到场了。五大行的竞争相对来说比较激烈，宣讲会

能去就去，我同一份简历投了深圳和广州的 Savills，因为深圳没去宣讲会就没收到深圳的面

试邀请。个人特别喜欢第二轮面试对于项目演讲的考察，一份项目咨询报告能体现一个人的

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这对于咨询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平常要多培养自己对于问题的分

析能力，用逻辑化的思维解决问题，逻辑真的对于咨询公司来说很重要！ 

 

最后，找工作这个事感觉还是比较靠缘分，希望没收到 offer 的童鞋们不要灰心，干巴爹！ 

2.4 Savills 管培生北京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0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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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92546-1-1.html 

一面是在上个月，去了之后就是一套翻译题和性格测试，大概用时 1.5-2 小时吧。做完之后

hr 的小姐姐会一个一个的面试，面试其实挺常规的，就是问一下你的基本情况，以及你的

职业规划，然后还顺便介绍了一下入职之后岗位工作的情况。hr 小姐姐人挺爽快的，当时

就告诉我了二面的通知时间，说是成功与否都会通知。月初接到电话说月底（下周）终面，

我看邮件上面说是一个小组讨论的形式 

------------------------------------------------------------------------------------- 

更新： 

已经拿到 offer 了 过来分享一下经历 终面一开始跟我们说的是录取 5 个人 但是最后比这

个数量多 因为本来去的人就不多所以淘汰率还算挺低的 终面的群面大概是 1.5 小时 就是

求职者坐一排对面面试官坐一排 先是一一自我介绍 然后抽签分小组 两个小组分别讨论不

同的题目 最后选人做汇报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长时间阐述自己的观点 当然 因为问题本

身对于还未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应届生是比较难的 主要是听思路 每个人都会有说话的机会 

如果没有说话 人力会对你个别提问让你有机会展示自己 群面结束之后是和部门负责人的

单独面试 这个没有太多技术问题 主要是负责人介绍部门情况和未来工作职责 聊一聊看你

适合不适合这个岗位等等 至于和哪个部门面貌似是群面的时候哪个部门的负责人提名要面

你你就去面哪个部门 总之很多惊喜 感觉像拆礼物（？）大概一周左右会打电话确认意向 面

试难度虽然大但是淘汰率低 可能是我们这次本来人就比较少造成的 

------------------------------------------------------------------------------ 

更新： 

已经签约了再回来讲讲后来又想起来的内容 群面的时候一起去面试的人基本都是美国或是

英国回来的硕士毕业生 以会计金融类专业为主 人力小姐姐跟我透露说来这个公司其实最

欢迎的是城市规划和房地产专业 我自己是城规的 当时一面的时候跟我说的是没有意外城

规专业应该是直接会进下一轮面试的 不过其实后面的工作也很可能和城规也没什么关系 

第一年给的工资并不多 13 薪 对于非本地的朋友在北京生活稍微有点拮据 这边还是非常

尊重你个人对岗位的期望的 会根据评估定岗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想去的部门他们是一定会

参考你的想法的 公司部门真的非常多 所以来之前一定要了解公司到底有哪些部门 具体是

做什么的 并且找到一到两个自己愿意去的部门（虽然面试的时候不一定会问你想去哪个部

门）另外就是群面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对于话题不是非常有把握 不必强行发言 但你一定

会有发言机会 不管是主动给的还是被动的 话题一定是你不太懂的内容 主要是听思路 如

果没把握不要说太多 显得沉默一点比露出破绽要强 

 

2.5 深圳 MT 二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9553-1-1.html 

今天下午參加二面 

估計一面有一半進了二面 

在最大的會議廳  一進門那裏 

三女一男  基本每個 hr 或者 manager 一個問題 

問得都是簡歷或者 behavior 

問我沒有 mt 願意不願意調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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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跟我說我們學校有一個校區的樓是他們管的 

和我們的關繫不錯 

 

男面試官一路沒表情 我回答問題的時候習慣眼神接觸 

女面試官們都很不錯 

 

求人品 求進終面 

2.6 深圳 MT 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2 月 1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34227-1-1.html 

今天廣州的深圳分公司一面 

一半海歸吧～大部分英國 

一個美國 

大部分研究生 

 

一面一開始中文自我介紹三分鐘 

然後一個 case 特別短。個人三分鐘 

小組討論八分鐘 總結四分鐘 

 

最後英文的 why savills 

三個 behavior 的問題舉手回答 

每次三個人  

 

就這樣 這週末給通知  

聽說還有二面和三面 

週一全週第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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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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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