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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秀出你的实践经历
专家为毕业生求职简历支招
简历秀台
本报记者 赵馨 实习生 蓝灿荣

好

野简历制作太重要了浴 冶上周
末袁 厦门市 圆园园苑 年毕业生人才
交流会上袁四万多名大中专毕业
生争抢一万多个就业岗位袁不论
是有的放矢还是漫天撒网的毕
业生们都发出感慨袁要想在简历
野海选冶中过关不容易遥

学

镜头一院看都没看
来自漳州师范学院的林同
学一脸迷惘袁野我去投简历袁他看
都没看袁 问了一下学校和专业袁
在简历上划了个钩袁就说让我回
去等电话浴 冶在他的带领下袁记者
采访了他所应聘的这家公司袁招
聘负责人苦笑说袁野前来应聘的
毕业生太多了袁 根本没时间看遥
一份简历第一眼如果不能吸引
我袁就只能滑过了遥 冶
野到现场才知道袁我们根本
没机会展示任何实力袁一切都只
能靠简历说话了浴 冶林同学为他
没有好好制作简历感到惋惜遥

镜头二院制作精美却受冷落
拿着手里精美的简历袁厦大
外语系的小张心情很失落遥 她告
诉记者袁为了这份简历袁她专门
请学美术的朋友制作了封面袁还
使用了喷绘技术遥 打开首业袁可
以看到小张的个人彩色照片和
一段英文写的卷首语遥
但是小张发现袁 这样精美又
与众不同的简历并没有为她赢
得太多的关注遥 野好几个人力资
源部经理都是看了一眼袁就丢在
旁边的简历堆里了遥 冶小张无奈
地说袁印这几份简历袁我比别人
多花了好多钱呢遥
专家支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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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 个人简历工作室专
家何先生分析说袁简历的制作有
一些通用的规则和要求袁应届毕
业生的简历尤其重要袁不仅要在
毕业生中野孕运冶袁还可能会与那些
相同学历但是有更多工作经验
的求职者竞争遥 如何在应聘中出
奇制胜袁需要在简历中下一些工
夫袁下面我们用一个具体的案例
来分析说明遥
姻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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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不知道如何写简历钥 不确定简历能否抓住 匀砸的眼球钥 担心简历和所求职位不对路钥 快来晚
报野简历秀台冶袁秀出你的简历袁专家帮你指导袁充分展示自我袁好工作自动找上门浴 展示热线院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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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生源毕业生
就业政策

专业院 新闻

姻 求职意向
媒体记者尧编辑袁杂志社尧出
版社编辑袁企业尧行政等部门相
关文字编辑尧文案策划等工作
姻 实践活动
荫 叶楚天金报曳机动策划部
实习渊园远 年 猿 月尧源 月冤曰
荫 叶海峡都市报曳时政经济
部实习渊园远 年 苑 月尧愿 月冤曰
荫 曾任校内媒体 叶文学院
报曳记者尧编辑袁主持该报言论版
两年袁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编辑经
验曰
荫 噎噎
姻 活动成果
荫 在红袖添香尧 榕树下等
文学网站上发表散文尧 评论尧杂
文等 猿园 余篇袁约 远 万余字曰
荫 在 叶中南民族大学报曳尧
叶文学院报曳 等校园刊物上发表
文章 员园 数篇袁 并曾为 叶文学院
报曳言论版撰写专栏一年
荫 噎噎
姻 特长爱好
荫 爱好读书尧写作袁尤其喜
欢文学尧历史尧哲学袁积累了较为
丰富的知识袁 有一定的文字功
底曰爱好书法袁曾练习多种字体袁
具有一定的软笔尧 硬笔书写基
础曰爱好旅游尧摄影遥
姻 自我鉴定
荫 有 圆 年以上的新闻实践
经验袁对报刊的采写编排等工作
具 有 一 定 的 经 验 技 巧 曰
荫 有强烈的责任心袁 做事
认真细致袁寻求精益求精曰吃苦
耐劳袁敢于挑战困难曰有一定的
创新意识和策划能力曰
荫 待人真诚袁 能较好地处
理人际关系袁具有强烈的团队合
作意识曰
荫 能够较好地认识自己袁
善于发现自身的不足袁不断寻求
改进曰
荫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
识遥
点评院
总体而言袁这份应届毕业生
简历写得相对不错遥 首先袁这份
简历的篇幅能够控制在一页之

简历中的实践经历虽然重要袁但也不能野注水冶遥
内袁这在应届毕业生中是难能可
贵的遥 应届毕业生的简历最多不
要超过两页为宜渊如果需要英文
简历另当别论冤袁 主要内容包括
个人信息尧学习情况尧所掌握的
技术尧社会实践尧校园活动尧个性
特征尧英语计算机水平等袁其中
各类证书和奖励列一个清单即
可袁不必每样都复印一份附在简
历后面遥 其次袁该份简历条理比
较清晰袁能够用一些醒目的标题
和符号将各个项目清晰地呈现
在阅读者面前袁这是可取的遥
当然袁该简历还有一些可以
改进的地方押
第一袁野实践活动冶应该有针
对性地加以突出描述遥 用人单位
对一个应届毕业生最关注的主
要有三点院学习情况及所掌握的
技能曰学生的性格尧价值观是否
和企业吻合曰校园活动和社会实
践实习中的工作经验及所体现
出来的各方面综合能力尧素质和
潜能遥
因此袁在这份简历中袁求职
者应将野叶楚天金报曳机动策划部
实习冶尧野叶海峡都市报曳时政经济
部实习冶等这些实习经历的实际
工作情况以及所获得的成绩更
加具体地描绘出来袁有效地向招
聘者陈述出自己从中掌握的工
作技巧以及今后的发展潜能遥

资料图

第二袁求职者的教育背景应
该突出陈述遥 对于应届毕业生
来说袁 教育情况是用人单位需
要了解的重要信息袁 应该放在
醒目的位置 渊如果求职者认为
就读的学校和自己的学历不够
出色则另当别论冤遥 另外袁一般
情况下袁 应届毕业生还可以将
主修课程和自己成绩有针对性
地罗列出来袁 前提是你的成绩
足够优秀遥
第三袁野自我鉴定冶应更加贴
近野求职意向冶进行撰写袁注重挖
掘野记者尧编辑尧文案策划冶等职
位对求职者的素质要求遥 比如袁
求职者可以着重陈述自己的文
字运用能力尧 新闻采写能力尧报
刊编排能力遥
第四袁注意个别用词的准确
性遥 应届毕业生写完简历后一定
要注意校对袁 不要有任何的瑕
疵袁因为任何不妥之处都有可能
给用人单位留下不良印象遥 比如
简历中 野发表文章 员园 数篇冶袁正
确说法应为野十余篇冶遥 另外袁简
历不需要过多主观性的夸耀袁而
是要注重列举自己的社会实践
和在实践中的成绩遥
第五袁一般工作单位都会有
外语和计算机水平要求袁可以在
简历的最后适当地写上自己所
擅长的外语或计算机能力遥

职场新鲜人

我的面试野遭遇冶
文辕
袖珍
熬了几年袁 终于拿到了大专
文凭袁我摇身一变袁从初中生变成
一名大专生袁于是感觉身价倍增袁
以为又多了一块有份量的敲门
砖遥 高兴的我袁忙辞去了原有的工
作袁 打算另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
作遥 可是袁当我加入到浩浩荡荡的
找工队伍里去时袁才知道袁事情并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遥
我写好个人简历袁开始在人
才网上疯狂地搜索着适合自己
的岗位袁然后又疯狂地在邮箱投
递简历遥 遗憾的是袁投出去四五
十份简历竟只有几家公司通知
我去面试遥 不过我还是挺高兴袁
花了一些时间好好整装了一下
自己袁第二天便信心十足地去应
聘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助理

的职位遥
也许是我野海拔冶不高的原
因袁 再加上长着一张娃娃脸袁招
聘方在看到我之后袁满脸狐疑地
问我袁你应聘总经理助理钥 我点
点头说袁是的遥 因为自己完全符
合对方的招聘要求袁我底气十足
地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历袁强调
了我的大专文凭是通过自考拿
到的袁并告诉他我认为自己可以
胜任这个职位遥
可是袁招聘方并不看好我的
野自考冶袁竟说院野我觉得你对自己
的期望值太高了浴 像你这样袁没
有做过总助袁 最好是从基层做
起袁 我们这本科生的试用期是
愿园园 元袁大专生是 远园园 元袁你觉得
怎么样钥 冶这句话无疑给我火热
的心浇了一盆冷水浴 我委婉地借
口考虑一下袁匆匆地离开了这家

房地产公司遥
由于自己喜欢写作袁我便试
着往广告公司的文案尧企划方向
走走遥 在投向几家广告公司的简
历同时袁我还附上了自己的一些
豆腐块遥 没过几天袁果然有一家
广告公司约我前去面试遥 我带上
作品袁欣然前往遥
在与招聘人简单地客套了
几句后袁对方问院野你有做文案的
经验吗钥 冶 我实事求是地说道院
野没有遥 但是我觉得经验不是生
来就有的袁 我接受能力比较强袁
学东西也很快袁我想袁只要有机
会袁我也可以做得很好的浴 冶
本以为他听到如此诚恳的
话袁会给我一次试用的机会袁可
没想到袁 他考虑片刻说院野要不
你先做文员袁 然后一边慢慢学
吧浴 文员的工作会比较简单袁所

以每天早上你要提前到公司袁
把外面的办公室和总经理办公
室都打扫一下袁 垃圾袋换一换
噎噎冶 天浴 我这是来应聘文案
还是清洁工钥 真是让我哭笑不
得啊遥
接下去的几天面试袁要么是
我嫌工资低袁或是我不感兴趣的
工作曰 要么就是对方嫌我没经
验袁 或接受不了我的待遇要求
渊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冤遥 半个月
下来袁我还是一无所获袁原本火
热的心顿时凉了一大截浴 还以为
自己拿到大专文凭后会更容易
找工作袁会找到一份待遇更高的
工作袁现在想来袁还是别抱着往
前迈一大步的希望了袁 能保个
本袁原地踏步袁我就阿弥陀佛了浴
呜呼浴 我的工作在哪里钥 我
的未来在哪里钥浴

员尧择业就业不受专业尧时间限制遥
圆尧 用人单位要接收大专学历毕业生的袁
同等条件下要优先录用厦门生源毕业生袁且
必须将需求信息在厦门人事网和厦门人才网
上发布袁否则不予办理毕业生接收审批手续遥
猿尧 到企业就业可不必办理就业审批手
续袁实行就业登记制袁报到时间自劳动合同
签订之日起算袁并可办理户口迁移落户及职
称评聘手续遥
源尧到岛外企业就业的岛内生源毕业生袁
可将户口落在岛内家庭所在地遥
缘尧参加市属事业单位招收笔试的袁可获
缘豫加分遥
远尧自主创业的袁可凭营业执照到政府所
属人才服务机构办理人事代理服务袁然后到
市人事局登记就业袁报到时间自工商注册之
日起算袁并可办理户口迁移落户及职称评聘
手续遥
苑尧厦门生源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袁除
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袁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
记注册之日起 猿 年内免缴登记类尧管理类和
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遥
愿尧到农村从事教育尧医疗尧农业技术推
广行业的袁 注册资金允许 猿 年内分期到位袁
最低注册资本可放宽到 猿 万元遥
怨尧 厦门生源毕业生自主创业有贷款需
求的袁参照我市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扶持
政策提供小额贷款服务遥
员园尧 厦门生源毕业生无固定就业单位尧
自谋职业或到外地工作等灵活就业的袁户口
可转至家庭所在地袁同时可凭劳动合同等有
效凭证到市人事局办理就业登记袁并可到政
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进行个人人事代理遥 灵
活就业的厦门生源毕业生袁在政府所属人才
服务机构办理个人人事代理的袁 还可参照
叶厦门市流动人员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暂行规定曳确认尧评审职称遥
员员尧 毕业后超过半年未实现就业的袁应
到生源所在区政府人事劳动部门登记袁区人
事劳动部门定期汇总上报市人事局遥 有就业
能力袁 但待业 员 年不来办理待业登记的袁视
为无就业愿望袁不再享受待业毕业生的有关
政策待遇遥
员圆尧将毕业生技能培训和职业见习贯穿
于厦门生源毕业生接受普通高等尧中等教育
的全过程袁参加活动的毕业生及用人单位可
享受政策性补贴等待遇遥
员猿尧今年将对厦门生源实行就业登记制
度袁毕业后 猿 个月内尚未实现就业的厦门生
源普通教育类毕业生袁可到市尧区人事部门
所属人才服务中心进行待就业登记袁由该中
心发给统一印制的叶厦门生源毕业生待就业
登记证曳遥
持有该证的厦门生源毕业生可根据个人
意愿袁将档案寄存在各级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
务机构袁持证待就业期间 圆 年内由人才服务机
构予以免费保管档案遥

信息速递

周边有三场人才交流会

泉州市新春大型人才招聘会定于 圆园园苑
年 圆 月 圆缘 日原猿 月 苑 日每天 愿院园园原员远院园园 在
泉州市丰泽区田安北路人才大厦一层泉州
人才市场举行遥
龙岩市人才服务中心定于 圆 月 圆远 日尧猿
月 员园 日尧猿 月 员苑 日举办 圆园园苑 年野蓝白湾之
春冶系列大型人才交流会遥 大会地点在龙岩
市人才服务中心渊闽西交易城 粤远 栋三层冤袁
大会场地 圆员园园 平方米袁预设展位 员圆园 个遥
由漳州人事局主办的漳州 圆园园苑 年大
中专毕业生春季供需见面会袁将于 圆园园苑 年
圆 月 员园 日尧圆愿 日 愿院园园要员源院园园 在漳州市腾
飞路 猿愿圆 号人才大楼三楼举行遥 参会对象
为 圆园园苑 年渊含历届冤大中专毕业生袁各类企
事业单位和经济组织遥
王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