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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野注水冶简历
打湿你的前程

职场看对眼
秀出你的简历袁专家帮你点评袁吸引企业
眼球遥 展示热线院电子邮件 贼
藻造
造
曾蚤
灶岳员远猿援
糟燥皂
毕业生求职压力大袁 希望简历能够出彩
的心理可以理解袁但是在为简历野润色冶和野注
水冶之间袁该怎么把握呢钥 下面就请 酝蚤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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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冤的专家何老
师教你一些应对之道遥
何老师院初出茅庐的应届毕业生袁因为与
社会实际接触得少袁 与那些有相同学历但是
具有丰富经验的求职者竞争起来袁 确实处于
明显的劣势遥 所以在应届生简历中修饰润色尧
突出重点就显得尤其重要遥
然而袁很多应届毕业生误将野作假冶当作
野修饰冶袁为了博取招聘单位的好感度袁在自己
的求职简历中频繁注水袁殊不知袁这恰恰是求
职简历中的大忌遥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如何
把握毕业生简历野修饰冶尺度的问题遥

注水被揭将失机会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袁 在简历中胡编乱
造袁添加一些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的内容袁是
万万不行的遥 因为作假的内容一旦被识破袁依
靠蒙骗而获得的野真实冶也将不复存在袁你丢
失的将不仅仅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袁 更是
你弥足珍贵的诚信和品格遥
有这样的例子院 用人单位在面向某高校
招聘某岗位时袁 发现来应聘的某系学生会副
主席的人数达到 员园 人之多袁可以想像那将是
如何尴尬的局面遥 可想而知袁那些不够诚信的
毕业生袁在这次原本应该是公平的竞争中袁输
掉了属于自己的机会遥

强调优势要因岗而异
类似的袁 毫无章法地堆砌自己的所有优
势也是不可取的遥
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袁 对你的简历进行科
学取舍袁适当突出重点尧合理扬弃遥 这样袁既可
使你的简历更加吸引人袁 同时又保持了真实
性遥 比如金融系毕业的小王袁在简历中反复强
调自己 野科研能力极强冶尧野银行实践经验丰
富冶尧野专业成绩出类拔萃冶袁 而他应聘的职位
是银行客户经理遥
针对他的求职意向袁野科研能力冶 其实不
需要成为他修饰的重点遥 除了实践经验尧专业
成绩外袁 他还可以重点强调自己的沟通表达
能力尧客户服务意识等袁列举自己曾经成功参
与的校园项目袁接受过的相关培训等遥

描述要考虑逻辑常理
此外袁 应届毕业生尚未经历过谋职的挫
折袁往往自我感觉都比较好袁在求职简历中容
易把语言组织得很张扬袁甚至是夸张遥 事实情
况却是袁 过度的自我赞誉有可能会引起用人
单位的反感遥
比如小张的简历中提到她在某报社实习
的情况袁实习时间不过短短半个月袁而她已经
野掌握大量实际操作经验袁 能够独立进行采
访尧摄影袁并能撰写出高质量的新闻稿件和社
评文章袁 良好表现获得报社上下领导的一致
好评冶遥 根据常理逻辑推断袁这种描述无疑是
言过其实的遥 简历需要展现自己尧亮出自己袁
但一定要把握尺度袁有时候袁中肯尧稳重的描
述会为自己的简历加分遥

用实际所学掩学历劣势
最后和大家探讨一下很多求职者普遍遇
到的情况袁 即你已经具备了相关专业技能条
件袁但却没有良好的学历袁在简历中如何描写
自己的教育背景钥 最聪明也是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袁仅列出你接受到的教育和培训的内容袁
以及受训后取得的知识和应用到实践中的实
绩袁而不表明你是否具备相关的学历和学位遥
这样做既无不诚信之嫌袁 又可以避免你
在审查个人学历这一关便被一票否决的厄
运遥 如果你能顺利通过初审袁在面试环节中一
旦被招聘人员认可袁 他们将会忽略你的学历
而认同你的能力袁 甚至或许会帮助你向老板
申请破格录用遥

调查显示院近 员辕猿简历存在不同程度野注水冶
曾经看过
这样一幅漫画院
企业人力资源
负责人要坐在
船上招聘袁因为
一打开求职者
的简历袁就是一
朵朵 野浪花冶涌
来要要
要注水浴随
着人才市场竞
争的加剧袁找到
一份好工作的
确不易遥于是有
人在简历上动
起了脑筋袁轻者
野锦上添花冶袁重
者 野改头换
面冶遥
那么袁简历
注水是否就能
野芝麻开门冶钥招
聘企业如何看
待和甄别注水
简历呢钥记者就
此采访了有关
专家和企业招
聘负责人遥

本报记者 赵馨
最近袁厦门人才评荐中心的刘
光喜副主任很忙袁 忙着给客户寻
找野猎物冶袁忙着对 野猎 物冶的 简历
进行审核袁野在厦门找一个合适的
优秀人才本来就不容易袁 更难的
是要在耶水货爷与耶真货爷之间作出
判断袁稍不留神袁就会被耶水货爷给
蒙了遥 冶

中高级人才爱夸大业绩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袁有近三分
之一的求职者对他们过去的业绩
略有夸张袁其中超过 员园豫的人在他
们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中夸大
其词袁尤其是申请市场营销和高级
经理人职位的遥
前几天袁 刘主任参与了某企
业招聘一位副总经理的工作遥
野乍一看简 历袁让 企业 一阵欣 喜袁
觉得 这个 职位简 直非 他 莫 属 袁 从
学历尧 资历到工作背景都非常符
合遥 冶刘主任说遥 按照操作流程和
职业习惯袁 刘主任对其背景做了
调查袁却发 现这个 有着野 精彩 冶简
历的经理人袁 其工作业绩却有严
重野注水冶遥
比如简历中说袁候选人进入某
企业后袁把别人好多年设计不出来
的东西都设计出来了袁 他离开后袁
该企业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接
替他的工作曰候选人进入另一个企
业仅半年袁 该企业的所有产品设
计袁 老板都要先征求他的意见袁再
决定是否推向市场袁等等遥
野乍一看袁你觉得他挺牛袁但仔
细一分析袁漏洞就有了遥 冶刘主任
说袁首先他说的第一家企业袁据我
了解主要做代理产品的销售袁基本
上并不自主设计什么产品袁即使有
也是很简单的设计袁并不存在他所
说的野几年设计不出来的产品冶遥 其
次袁如果真如他所说的袁他进入半
年就能完全把关企业的产品设计袁
那为什么只待了半年就走了呢钥 老
板能放他走么钥
刘主任介绍说袁中高级人才的
简历野注水冶主要集中在夸大业绩
方面遥 典型如野求职者在前一家企
业袁 帮助其销售额提升了 员园园豫等
等遥 冶野 这 员园园豫的 说 法 就 有 玄 机
了遥 冶刘主任表示袁且不说是否真的
提升了 员园园豫袁即使真的有袁也要考
虑这 员园园豫是具体怎样来的遥 是你
一个人的功劳袁还是团队乃至整个
企业的功劳曰 如果原来企业很小袁
销售额只有 圆 万袁 现在变成了 源
万袁也是 员园园豫曰还可能是整个市场
环境提升了 员园园豫啊遥
对策
背景调查很仔细
野招聘中高级人才时袁我们都是
比较谨慎的袁 通常都会进行背景调
查袁除了自己调查外袁很多时候还会
聘请猎头公司进行调查遥 冶福建电信
厦门分公司人力资源部邹主任说遥
猎头调查一般会通过电话咨询尧问
卷调查和访谈三种方式袁 初步得出
候选人的基本情况遥 还会向学校尧历
任雇佣公司尧 档案管理部门进行公
函式的调查袁 求职者分辨文凭和职
称真假袁确认人品和表现等遥
主要调查对象包括候选人的
直接上司尧人事部负责人尧下属尧工
作联系密切的同事等遥 必要时还应
涉及候选人所在公司的其他人员尧
客户公司尧竞争对手以及其他相关
人员遥

资料图
调查的时间袁 长则一两个月袁
短则一两天遥 尤其对招聘的高级主
管袁有些企业还会跟踪其与原单位
的工作交接情况袁并将其视为判断
该候选人人品和职业素养的重要
依据遥

毕业生简历野浪花冶朵朵
野现在毕业生的简历少有不
耶注点水爷的 袁我 都怀疑 自己 以前
的简历拿到现在可能找不到工
作遥 冶厦门某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
陈先生说袁 尤其在担任的干部头
衔和实 习经历 上袁经 常是 野浪花 冶
一朵朵遥 最典型的是一次某高校
招聘会袁简历递上来袁一下来了好
几个宣传部长尧外联部长的袁让人
摸不着头脑遥
在实习经历上袁一些毕业生也
很野善于冶夸大其词遥 前不久的北京
毕业研究生双选会上袁有一份毕业
生简历说自己参与国家级课题
野愿远猿冶计划袁清华同方公司对其非
常感兴趣袁结果一核实袁这位毕业
生只是给野愿远猿冶某一部件写过 圆园园园
字的说明而已遥
最夸张的莫过于被报道的自
考生刘志刚袁在求职时冒充北大博
士熏
在简历中编造虚假信息熏
被郑州
航院以高薪聘用遥最后熏
刘志刚以涉
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遥 编造虚假求
职简历被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袁
这在全国也很鲜见遥
对策
基本只看推荐表
对于越来越普遍存在的毕业
生简历野注水冶现象袁陈先生坦言企
业人力资源部门已野见怪不怪遥 冶现
在毕业生求职有两股风潮袁一是求
职简历包装的豪华风袁二是求职简
历的内容野注水风冶遥
野因此袁对应届毕业生的简历袁
我们主要只看几个东西遥 冶陈先生
说袁第一袁专业与招聘需求是否合
适曰第二袁学习成绩如何渊很多毕业
生误解说袁找工作时成绩没用冤曰第
三袁在校期间得过什么有权威性的
荣誉袁最好要校一级的遥
基于上述三点袁 一般来说袁对
毕业生的简历主要看推荐表就够
了袁 这个表是经过学校盖章的袁一
般不会做假遥 有时也会了解一下袁
他的毕业论文写什么遥 至于让人眼
花缭乱的实习经历袁除非你能说明
你确实经历过袁 并学到了什么袁否
则就不能确认你是不是只去公司
开了个实习证明而已遥

姻 专家说法

野注水冶简历签订
劳动合同无效
有的人抱着侥幸心理袁野注一
点水没关系袁求职者那么多袁你能
一一去核实么钥 冶对此袁刘主任坦
言袁 企业确实无法对每一个求职
者的简历都进行核实遥 通常这种
花费时间和成本的背景调查只会
用在中高级袁尤其是高管身上袁对
普通求职者的野注水冶现象理会不
多遥
可是袁 这并不代表你就可以
肆无忌惮地野注水冶袁甚至造假遥 毕
竟袁 简历注水透支的是你的职场
诚信度遥 哪怕你只是个应届毕业
生或者普通员工袁 但你的每一次
野注水冶都会为你的简历和个人诚
信度埋下野定时炸弹冶遥 一旦你迈
进中高级求职者行列袁 或某一次
被背景调查到袁 它们就可能随时
引爆遥
更关键的是袁 根据劳动法的
规定袁 简历造假者采取欺诈方式
订立的劳动合同自然就无效遥 这
对于造假者就没有任何好处了袁
劳动合同尚未履行的袁不得履行袁
劳动合同正在履行的袁 也立即终
止遥 造假者已经在用人单位取得
的工资尧保险尧公积金等一切酬劳
等都得返还给单位袁户口尧档案都
得退回原籍袁 还得赔偿单位由此
造成的损失遥

姻 相关链接

人事经理如何
筛选求职简历

员援
那些毕业一年半不到袁开价
猿园园园 元以上的统统过滤遥
圆援把那些职位与学历不对称
的统统过滤袁如大专或函授学院毕
业时间不长袁但想应聘做技术开发
的遥
猿援把那些职位与经历不对称
的统统过滤袁 毕业没有几年工作
经验袁 却要做管理部门经理或者
总经理助理的肯定不行曰 因为管
理上经验毕竟是很重要袁 而不是
看了几本书就能解决什么问题
的遥
源援
把条件合适袁但开价较高袁
本公司暂时付不起高薪的人统统
过滤袁这些人条件虽然不错袁但也
暂时无法考虑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