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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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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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城控股简介 

1.1 新城控股概况介绍 

新城控股集团 1993年创立于江苏常州，现总部设于上海。经过 29年的快速发展，成为跨足

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的综合性房地产集团，截至 2021年底，公司总资产达人民币 5342.93

亿元。 

2015年，新城控股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实现 B转 A的民营房企，

股票代码 601155.SH。 

2021年，实现销售金额约 2337.75亿元，销售面积约 2354.73万平方米。 

截止 2022年 5月 25日，新城控股集团已进入中国 140个大中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

重庆、杭州、南京、苏州、济南、西安、成都、长春、常州等，开发中或已完成项目超 700

个。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新城控股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新城控股官方网站：

https://www.seazen.com.cn/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www.seazen.com.cn/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新城控股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4 页 共 12 页 

第二章 新城控股面试资料 

2.1 新城控股 2021 新睿 法务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5150-1-1.html 

10.15 初面 1v1 可能是负责法务部招聘的 hr 小姐姐 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律师和公司法务

的工作有什么差异？为什么不选择做律师？为什么想来地产？以及一些家庭情况的问题。 

10.22 终面 1v1 法务总业务面，也是终面 hr 小姐姐带我去的时候还提醒我说问专业问题

的时候想好再回答 lz 本来是两点半的面试 本来准备到早了会等一会儿 结果法务总当时有

空就直接面了毫无缓冲有点猝不及防 问了一下家庭情况 就业地域选择 然后几个专业问题：

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及后果，是否区分有偿和无偿？定金的分类？合同的确认解除和判令

解除怎么区别？抵押的不动产在处分的时候需要什么程序？答得不太好……到后面出了一

脑门的汗…… 

等结果中，感觉会凉 

顺便问一句有没有同学收到 offer~  大家加油！ 

2.2 10.17 新城控股上海融资管理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1232-1-1.html 

公司安排的上午 11 面试，结果我 9:30 就到了，面试官按照签到顺序先安排我面试了。候

场的时候会有一张宣传材料，介绍新城控股的情况、新睿计划的介绍等，可以浏览一下，面

试也许用得到。 

面试问题： 

1.自我介绍    2.聊一下你最近一份实习（我三份实习分别在期货、行研、基金），其中你

参与度最大的是什么工作 

3.你投递了证券类公司吗    4.你投递了其他地产公司吗 

5.你觉得投资和融资有什么区别    6.你觉得地产的融资管理主要是干啥的 

7.你觉得目前对地产来说比较重要的融资渠道有哪些    8.你对新城控股有哪些了解 

9.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2.3 10.17—上海总部财务岗—初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1219-1-1.html 

时间线：10.10 网申——10.11 通知笔试——10.13 完成笔试——10.14 通知初试——10.17

初试 

面试形式：2v1 人力面，到场后先签到，然后在会议室等着叫名字去面试。 

面试情况： 

hr 态度很专业，先是自我介绍，学习成绩情况，家庭情况，为什么选择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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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经历方面问了是实习期间最大的挑战，为什么要选择那份实习，学生会期间主办的活动。 

其他问题：如何看待财务部门的作用的。 

面完之后觉得自己还是准备不够充分，需要继续努力 

 

此外：新城的效率真的太高了，hr 态度很专业，赞赞 

2.4 上海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0874-1-1.html 

2对 1人力面，常规问题 

自我介绍，实习情况，实习中贡献最大的工作，职业规划，城市的选择，想问的问题 

我简历比较单薄，实习经历少且没内容，看的出来 hr 没啥兴趣，面试结束的很快……建议

还是想办法丰富下自己的简历 

夸一下 hr小哥哥态度非常和善，声音也很好听 

2.5 新城控股法务一面二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42482-1-1.html 

昨天刚刚面完新城二面也是终面，上来发个帖子造福后人，也希望来个 offer 

 

新城的速度很快呀。lz 是 11 月 15 日（周五）收到的面试通知，要求 18 号下午面试。法务

岗好像都是单面，没有群面（当然也有可能是 lz 自己错过了群面，之前有一个就是没有参

加群面直接单面的）。 

一面是三个面试官一起面，在一间比较小的房间里，但是基本上都是坐中间的那位面试官在

提问。面试内容包括简历，为什么选择房地产法务，为什么来上海（因为 lz 本科和研究生

都是在北京，家乡也在北方），问了几个专业问题：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虚假陈述（估计

是因为 lz 考过证券从业资格证）、建筑施工方的优先权。应该都在常规面试范围内，气氛非

常和谐。但是 lz 专业问题答的不好，只答对了一个半吧，剩下的都是胡扯。 

最后是经典问题，有什么要问面试官的。这个 lz 就比较随意地问问了他对秋招有什么建议

巴拉巴拉。 

 

之后一度以为我的一面已经挂掉了，没想到周三的时候收到了终面通知，约的时间是周六上

午 10 点，但是因为到的比较早，所以提前了，大概 9 点 40 就开始了。时间半个小时，是

老总单面，没有问专业问题（可能因为我是北大的），专门强调了工作地点问题，很难留在

上海，但是可以办上海户口。哎感觉对 lz 一个女生来说不是很友好。 

大家最好不要迟到，因为都是一个人一个人下去接的，所以感觉迟到会挺明显的。结果在下

周四左右会出。 

因为时间问题，lz 放弃了上海票据交易所的笔试，希望能够拿到 offer 吧。 

祝大家秋招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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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城集团总部人力资源岗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05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3389-1-1.html 

今年秋招季真的太难了，尤其对本科生来说，投了好几家地产，很多都是一轮游，有些甚至

简历关都没有过，伤心    新城我报的是集团总部的人力资源岗，10 月 20 号初面，群面，

14 人一场，先每人自我介绍，时间 1 分钟内，尽量不要超时，我有看到 hr 在计时。无领导

小组讨论是分为两边进行辩论，先小组内进行各自观点阐述，再在大组内进行辩论，群面后

有 hr 进行提问，我有被问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于人力资源这个岗位怎么看，另一个是在

辩论双方中各选出一个我认为表现最好的并说明理由。群面后的提问并不代表初面一定过了

或没过，有可能是出于对你感兴趣而提问，也有提问一些群面中没怎么发言的同学。 

 

    初面过了没几个小时就接到邮件第二天去复试，复试是高管一对一面谈，过程没有很大

的压力，虽然不是完全专业的业务总面但也会问到一点点专业问题，我被问到一个和人资相

关的理论，一时有点没想起来，简要地说了下，顿时觉得自己要凉。面完面试官说三天内会

有后续通知，结果等了三天也没有，以为真的凉了，结果又过了一个礼拜，10 月 30 号接到

电话说第二天去终面，非常激动，感觉离胜利一步之遥！ 

    终面的时候是一对三，进到面试会议室看到三位公司高管坐在对面感觉好有压力，三位

高管中有一位是复试时碰到的。问题基本都是围绕简历，和岗位相关的实习会问的比较细，

问你做事的逻辑和方法，其中问到了一个理论问题，也问到别人对你的优缺点的评价，你对

岗位的理解之类的，全程大约半小时不到，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面试官的表情也是捉摸不透

的感觉，有点压力面的氛围，让人心里有些没底。 

    至此新城是我第一家走完终面的房企，对新城也是有些特殊的感情，距今终面过去了三

个工作日了，希望可以等到好消息！据说在 bbs 发面经会有好运，玄学祈祷一波 offer！！ 

2.7 新城控股 2020 校招上海站住开营销策划岗面经～希望

对大家有帮助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9229-1-1.html 

坐标上海。不得不说，新城效率很高，网申后几个小时就收到了线上测评邮件，第二天收到

初试通知，10 月 20 日上午九点新城控股大厦。之后的复试、终试也都是在这里。 

初试人特别多，但现场秩序还算有条不紊吧，签到后等叫号，等候场地有茶歇，但我都没吃，

担心口红花掉哈哈。初试无领导小组讨论，一组十二人，按次序入座，单双号分别在面试官

的左右手，也就是正反方。初试正式开始前，依旧是一分钟自我介绍。我是 9 号，听了前面

几位小伙伴的学历和经历介绍，emmmm 我又佛了，反正我参加的地产公司面试，我就是

那个学历最低、专业不对口、实习经历也没多出彩的人……这么想，状态反而轻松了。 

现场有四位面试官，三位男面试官负责介绍规则、记录和提问，一位女面试官应该是在电脑

前记录吧。整体给我的感觉是，HR 团队很专业也很敬业。初试题目是正反双方辩论，中国

电影应不应该实行电影分级制，正方观点：应该像国外那样实行电影分级制；反方观点：中

国不应该实行电影分级制，而是延续审查制。 

规则跟其它无领导小组相似，正反方内部分别讨论后达成一致，依次陈述自己观点，然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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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双方进行辩论，最后双方派出代表分别总结我方观点。我是反方，支持不应该实行电影分

级。个人感觉反方观点有更多论据可供支撑。当然这场辩论的目的也并不是 HR 真的想要看

哪一方能赢，而是通过我们的现场表现，评判我们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我又要感慨了，群面的队员真的很重要啊！好队员、靠谱队员真的可遇不可求！感谢幸运之

神的降临，我所在的反方，有两位应聘工程管理的同济大佬，思维敏捷条理清晰。一位复旦

法硕小姐姐从法律视角切入，我这个本硕 211 新闻传播学渣渣以自己的传播学专业所学去

反驳对方辩友，还有一位小姑娘一起打配合，我边上的白富美小姐姐最后总结，总结提纲是

最先提到的大佬给的笔记，简直了！给大佬打 call！这场真的是我经历过的最棒的一场无领

导小组讨论。小组内部六人讨论全程和谐有序，围成一个圈，先个人陈述自己的观点，然后

定下主论点和分论点，最后还留有时间，站在正方的立场思考正方如何反驳我们，并提出一

二三几点反驳。超赞的有木有！ 

在个人陈述观点的过程中，注意听团队和对方的观点，并做好记录，非常重要，因为群面不

是你一个人在作战，而是整个团队一起，如果不是 leader/reporter，并且现在越来越多无领

导小组讨论完全不需要 timer，大多数人能够做好的就是 member/idea supporter，为团队

提供或补充关键/重要观点，打好配合，推动团队讨论和总结。现在复盘总结，我认为我们

组的表现亮点就在于，首先，我们能够结合每个成员的专业/特点，既各自准备观点，又能

相互配合。比如，1 号大佬逻辑思维强，全程记下小组重要观点，派出白富美代表我方总结

的时候，直接递出稿纸，以团队利益为重，不抢功，其实在场四位 HR 都看在眼里的；3 号

大佬（单双号分组，3 号其实是我队第二位队员哈）思维灵活，喜欢条分缕析，但也导致一

分钟时间过去了，他的观点并没有陈述完全，这个时候，我作为团队第五位发言者，在复旦

法硕和白富美小姐姐的个人陈述后，很自然地接过 3 号大佬没有说完的部分，进行补充，体

现我们的团队意识。从这点看，群面真的考验临场发挥，并且时机可遇不可求。最后由我们

团队颜值担当、海归白富美小姐姐作总结，小组分工真的超赞，噢我真的非常喜欢我们这个

团队了。 

事实证明，我们反方的表现确实比正方要好太多。辩论的过程，也还算有秩序，大家都是有

文化有理想的成年人哈哈，虽然两方观点不同，但真的也能够做到比较心平气和地针对双方

主要矛盾点依次进行反驳，而不是像之前看过一些面经那样，两队吵起来……现在回想，正

方气势上其实弱了，更准确地说，正方没能稳住，大概论据不足导致有点虚？有位辩友面红

耳赤，相比之下我们小组就显得比较淡定自若了……俗话说，输人不输阵，辩不过也不能露

怯! 

辩论结束，然而面试并没有结束！这也是新城控股初试的特色之一？有两位面试官对我们进

行提问……提问了三位小伙伴吧，同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对方，怎么反驳？我队只有法硕小

姐姐被提问，因为之前小组讨论已经考虑过这个，所以这问题也算有所准备了。也不知道是

不是面试官在听我们组内讨论的时候决定提这个问题 emmm…… 

最后面试官直接告诉我们，今晚九点前会通知到进入明天复试的名单。其实当天我面了三场

了已经，真的很累，也就没有在意晚上九点了有没有通知……直到快九点了，收到通知复试

的短信，才反应过来。 

复试时间是在下午，我提前了一个小时到，但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等到面试。据说是因为现场

HR 人数少，原定安排四位 HR 同时面试，但有位面试官有事不能到场，就变成了三位，加

上面试的人多，听到这我也是有点心疼面试官啊，这一面就是一整天，太辛苦了。复试 HR

面也还算愉悦，就是深挖简历，针对简历上的实习经历，分析你所具备的能力，以及地产公

司的常规问题：为什么选择进入房地产行业？有无男朋友？意向城市？家在哪里？父母从事

什么行业？最后，问我有什么想要问他的。 

当晚收到了第二天终试的通知，唉现在想想，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其实新城复试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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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面完另一家地产的终面，被区域总和营销总伤得体无完肤……就在想，HR 是帮我呢，

还是给我造了一个梦，让我去体验下终面，让我撞撞南墙，自己感受下距离成功只差一步却

不能。 

新城终试，1V1，至今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也没有啥自我介绍，神秘？哈哈反正习惯了

也就还好，就自己在那里自我介绍。说完后面试官还算语气温柔地来了句：你说的这些能力

我这边都能刚看到，包括你之前的面试表现，都有记录，不用你再多说了。我：？？吓一跳

好吗，所以我刚刚说了一堆在你看来全是废话？哎。 

之后还是深挖简历，针对我最长的一段实习，追问了细节。面试官提问一直面带笑容，但眼

神却让我很有压迫感……传说中的压力面？？好吧，我还是太年轻啊，扛不住这种，现在复

盘，有几个问题都没有回答好，估计要凉凉。然后又问我为什没有去地产实习，哎又是这样，

都到最后一步了，我还是不行啊，就很丧。安慰自己，都是经历吧。 

现在复盘，写下来发出来，希望能对正在求职的小伙伴们有所帮助呀，真的，大家继续努力，

都能有 offer 的～我现在一个 offer 木有，漫漫征途还需要更加努力啊～也给自己加油！大

家一起加油继续向前冲呀！ 

2.8 2019 住开营销策划岗一面等结果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0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6018-1-1.html 

LZ 985 新闻系本硕，11 月末投的简历，看网上 2019 校招流程基本 11 月初都结束了，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往 HR 邮箱里塞了封简历，第二天就收到回复说转给了业务部门，隔了几天收

到了面试通知，感动。 

今天上午一面刚结束，来发帖求平安。 

 

形式是 HR 一对一，不像面经上说的群面，可能因为投太晚了没跟上大部队，所以跳过了群

面吧…… 

上来就问秋招战果，但 LZ 前期因为种种智障原因错过了秋招，所以只能老实回答只有实习

单位的 offer，面试官又追问为何不留，总之比较尖锐。 

大概问题有以下这些。 

 

1. 自我介绍 

2. 在实习单位做了什么 

3. 为什么选择离开实习单位，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秋招 

4. 现阶段求职意向，准备如何找工作 

5. 投了哪些企业，接到了哪些 offer 

6. 对房地产项目流程的认识 

7. 对营销策划岗的认识 

8. 觉得自己更适合营销策划细分下的哪个岗位 

9. 谈一下此前在今日头条的实习经历 

 

最后一题没有准备过，答得比较混乱，不过末了面试官还是轻轻夸了我一句思路清楚，如果

顺利通过的话下一面是业务总，希望后续有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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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19 校招商管新睿面经【GZ 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2 月 0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9704-1-1.html 

【11.2 号群面】8v8 分组对抗辩论形式，先读题然后分小组组内讨论，再进行轮流辩论，我

们小组是关于国内电影应该继续审查制还是采用分级制，材料会有背景介绍，提论点的时候

把握自己的持方，尽量找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就 OK 了，我主要在自己组内讨论的时候发表观

点多一点，后面开始自由辩论环节我印象中是几乎没找到机会说话（慢热型选手的痛!!），

都在旁观双方辩论和想观点中度过…………就是在最后我们小组负责总结的同学讲完之后还

有补充时间，我赶紧站起来说了一下，也算是前面大家没涉及到的角度吧。（前面大家都围

绕电影内容对青少年观影者的危害 or 电影艺术性表达来说，我后面补充了从电影行业发展

和资本逐利性角度说了一下） 

【11.3 一对一面】面试官很 nice，会挖一下实习经历，实习刚好有接触过商管的工作，主

要聊一下参与了什么工作，对品牌对招商运营怎么看，喜不喜欢逛街，也有问到如果招商过

程遇到一些难题怎么解决这类型情境题，最后也跟我介绍了很多新城目前商业板块的特点和

前景，总体很愉快~ 

【视频终面】大概 10 分钟，主要聊一下从什么途径了解商业地产，对新城商业的了解，认

为国内比较知名的商业地产开发商有哪几个，万象系跟新城吾悦系的区别认为在什么地方，

emmm 都是要求对这个行业有所认知和关注吧，也有提到认为自己从事这个岗位的优势（几

乎终面都会问……），最后也拿到 offer 啦 

发个面经求锦鲤附体吧~~ 

2.10 2019 新睿计划 11.1-2 一面至终面面经 求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1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8289-1-1.html 

由于楼主是海外党，之前面试集中的时候刚好是 final 最紧张的时候，所以在国外错过了好

多公司宣讲面试时间。今年地产非常难，还得辛苦飞回来面试，还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

唉…… 

 

新城是我回国了以后再投的，赶在杭州宣讲会前一两天。11.1 一面小组面，6 人一组讨论。

签到的时候看到同场伙伴们的学历，清一色双 985 和海外名校硕士，仅次于中海选拔的阵

仗，心里就很方。好在之后小组面试发挥不错，题目是怎么整治外卖产业乱象。然而当天晚

上等到凌晨都没有复试通知，心凉凉的时候在上午接到了复试电话。所以我也不清楚第一天

晚上没收到通知是怎么回事…… 

 

下午到复试现场，结构化面试也是寻常，专门问到了抗压问题。面试完了我才听说新城上班

比较忙，压力可能比较大的传言。不过在专业问题 住宅景观有什么要注意的点 由于之前没

准备到，答得不是太好，全靠现场反应。不过面试完之后面试官让我外面等一下，等了一个

小时左右，就到了人力总监的终面。 

 

唉终面其实我觉得发挥的不算差，但是由于我是景观设计狗，但只有在设计公司的实习，并

没有地产的实习，然后人力总就说我这个情况设计院可以看看，可以去地产实习一下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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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说完这句话我就觉得我要凉凉了呜呜呜呜呜呜呜……然后由于我硕士学的是地产，也

有学规划的课程，面试官就问我景观是不是好久没碰了。说实话我本科也才毕业一年，四年

的设计基础也没那么容易生疏，而且为了找工作一直在温习。但是我当时没反应过来这几句

话没想出来，只是说硕士在规划方面帮我有梳理。我都怀疑我硕士没有继续学设计画图真的

成为了一个求职阻碍…… 

总之面试的时候有些问题出乎意料答得不是太好，总感觉人力总对我的硬件条件不太满意，

虽然态度非常和善一直在笑，最后我问到实习期的时候还很耐心地回答了，还说试用期是不

会裁人的。 

还有很坑的一点。虽然我在面试期间礼貌还算周全，但我在临走前回去看看有没有落下东西，

然后转身走人准备开门的时候，似乎听见有人在身后说再见，还说了两次。因为当时是在一

个大会场里有很多组在面试说话，而且我想人力总也不会这么客气，在我已经转身走人了还

会跟我说再见，就觉得不是在跟我说话，就头也不回的走了……然而出了门一想，这十有八

九是面试官在跟我告别啊……这下是真的要凉，希望面试官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计较，我真不

是故意的啊呜呜呜呜…… 

终试的时候说是一周内给回复，官网说是 7 个工作日之内。明天就是面试结束的第七个工作

日了，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已经收到了 offer。新城是我很渴望的公司，我手上暂时也没有

offer,非常希望能有幸得到新城的青睐！新人第一次发帖，希望对小伙伴们有帮助，顺便给

自己求 offer，也祝大家秋招心想事成!! 

 

2.11 新城控股 2018 年秋招（上海） 一面-二面-终面 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1650-1-1.html 

第一次在应届生上发帖，之前看过不少帖子都很有用，觉得要回馈一下。新城的面试给的非

常早，也是最早走过全流程的公司。 

LZ 报的是总行资管部门，一面的在新城总部大楼，场里全是同济，当然 LZ 也是同济的--。

形式是 1 分钟自我介绍+辩论+半结构化挑人问问题，主要是辩论，两个面试官，一场 14

人，分两组。首先讲规则，拿到辩题后每人看 3 分钟，关于“地段对地产开发是否是决定性

因素”，然后面试官指定你所在的座位是正方还是反方，自由讨论后每人轮流发言 1 分钟，

开始辩论，最后每组选一人总结发言。LZ 觉得还是在小组讨论和辩论中要尽力有所贡献，

有观点、有逻辑，比较重要，好像说话少的后来确实都被刷了，我平时话不多，但小组讨论

还是尽量积极发言的。我们组大家很和谐，我大同济男生还是很谦让有礼貌的，对方组有个

男生在学校打辩论的，所以我们组越到后面越不如他们。LZ 觉得自己后来辩论的时候贡献

不多，前面小组讨论，个人发言和自我介绍还可以，觉得不是很稳，惴惴不安，还好当晚收

到了第二天二面的通知。 

二面是 HR 面，一对一，自我介绍、HR 针对简历问你问题，都是问简历上的东西，也会问

你为什么报新城报这个岗位，还有你的建模能力，LZ 觉得需要结合例子来讲更有说服力，

回答的节奏和感觉把控的不错，都讲清楚了。我觉得 HR 面的时候还是要淡定，然后针对问

题讲清楚，表现出真实的自己。HR 人也很好，二面面的很顺利，是周六面的，说下周会通

知。 

周一接到电话约在周五终面。终面是总裁面，资管的总裁和另一个资管部门的人，HR 带我

进办公室。先自我介绍，然后针对简历上的经历，问一些资产管理和估值方面的问题，挺专

业的问题，我确实没准备好，现场发挥回答，心态没调节好，感觉没有讲出逻辑性，也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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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出真正的实力，感觉回答的专业性不强，也没展现出我的问题解决能力，后来的几个问题

比较 general,问你的职业规划和你在新城最大的优势等，这些回答的还不错。我自己觉得终

面的两个专业问题我应该提前准备准备，回答的时候淡定和逻辑性强一些，终面的回答肯定

是有缺陷的，不知道两位终面的总裁感觉如何。 

出来以后看到等候处一个男生在等，不知道他回答的是不是会比我专业哈哈。HR 还挺好的，

说需要一周左右出结果，现在是整整一周了，还没接到电话，还是非常希望能拿到新城的

offer 的。据说应届生发帖能拿 offer 哈哈，保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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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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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