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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台湾地区专业人才暨大学毕业生大陆就业洽谈会上

叶公共营养师曳和叶育婴师曳

国家职业资格
渊高级冤培训班招生
上期叶公共营养师曳
全部取得优秀的成绩
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厦门 渊闽
南冤分部主办袁黛门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承办的叶公共营养师曳和叶育婴师曳
国家职业资格渊高级冤认证培训班即
将于 源 月 圆员 日正式开班袁 我们将继
续保持高授课质量袁为您精心聘请国
内知名的专家团成员袁同时还特聘知
名的婴幼儿护理及早教专家莅临叶育
婴师曳培训班院
员援师承东京女子营养大学香川
绫医学博士尧 留日 员源 年的营养学硕
士袁曾任中日港合资东山企业中国区
首席代表院陈少凡女士遥
圆援
中国保健协会讲师尧拥有 愿 年
营养临床及授课经验院耿雪女士遥
猿援
中国营养协会会员尧福建医科
大学营养学硕士尧讲师院王文祥先生遥
咨 询 电 话 院缘园源愿远源源
员猿远园远园远员猿苑缘
陈老师
培训地址院长青路长升大酒店 远
楼黛门联合机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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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大看台

宝岛人才青睐大陆就业
台湾雇主更爱“本地郎”
海峡两岸
的人才交流真
正流动起来了浴
源月 苑日袁作为
第 员员届 台 交
会的配套活动
之一袁第二届台
湾地区专业人
才暨大学毕业
生大陆就业洽
谈会在厦门隆
重举行遥近 圆园园
名来自宝岛台
湾的专业技术
人才袁以及在大
陆就学尧工作的
台籍学生尧台籍
专业人才和大
陆的用人单位
进行了亲密接
触遥 记者在现场
发现袁还有不少
台湾老板借此
机会袁前来考察
大陆的人力资
源状况遥

记者 赵馨 实习生 邢悦
洽谈会当天袁记者一大早来到
厦门市人才中心立刻感受到现场
的热烈气氛遥集美大学尧国家会计学
院尧长庚医院尧兴业银行尧宝龙集团尧
象屿集团等 缘园 多家用人单位携
源园园 多个高薪职位到场招聘袁 来自
大连尧深圳尧福州尧泉州等地的一些
企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也积极参会遥

台胞求职尧考察各取所需
记者发现袁参加洽谈会的台
胞既有以求职为目的袁 也有相当
部分是抱着在厦投资意向来的遥
陈先生曾是台湾某纺织公司
的高管人员袁 工作满 圆缘 年退休
后袁 希望在大陆投资开设一家企
业辅导类型的公司遥 他介绍说袁此
次来参加洽谈会的主要目的就是
为了了解一下大陆的人力资源概
况遥 野厦门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袁
生活条件和文化氛围也让我感到
亲切遥 以后也会让小孩过来读书袁
在厦门买房置业遥 冶
与陈先生不同袁 年轻的林先
生为求职而来遥 林先生目前是厦
门大学的 酝月粤袁并有在大陆工作
的经验遥 在谈及为什么想在大陆
就业时袁 林先生说院野大陆的就业
平台和发展空间都比较大袁 比较
容易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遥 冶
他认为袁 目前台湾岛内人才
饱和现象非常严重袁 行业可选择
度很低曰 而大陆则还有较大发展
空间遥 野厦门的气候和人文环境我
都很喜欢袁 家人也很支持我在大
陆就业遥 如果能够顺利找到理想
的工作袁我会考虑在大陆定居遥 冶

非台资企业也求宝岛人才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袁 需求台
湾人才的用人单位一定是台资企

外贸系列培训即将开班
近期袁 针对许多外贸企业提出希望提升在
职人员外贸专业素质尧 加强外贸实务技能的需
求袁共赢公司特邀请外贸实务专家袁举办外贸系
列专题培训遥 该系列培训摆脱野填鸭式冶的灌输袁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袁 让学员在充实的课程
学习中获得实务技能的全面提升遥
专题课程包括 叶国际贸易业务实战操作策
略与技巧曳尧叶国际结算及各种结算方式的欺诈
与防范曳尧叶国际货物运输与单证制作技巧曳尧叶进
出口货物通关及排载实务曳尧叶跟单员工作技能
提升与策略强化训练曳等等遥
厦门市共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厦门市最
早开办外贸培训的专业培训机构袁 四年多来已
成功地举办过十多期国际商务操作员尧跟单员尧
单证员及物流管理员等培训班袁 每年通过考试
认证的外贸学员逾 圆园园园 人遥 最新的外贸系列专
题培训班将于 源 月下旬开班袁远 月 猿园 日全国统
考袁敬请有意向者抓紧时间报名遥
另外袁共赢公司上半年的信用管理师尧公共
营养师尧 人力资源管理师等已经顺利开班袁同
时袁下半年报名工作已经开展遥 企业培训师尧职
业配色设计师尧职业店长尧职业经理人渊通用管
理能力冤等职业资格也在火热报名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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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秀台

厦门市广播电视大学

摄影 黄晓珍
业遥 但在这次就业洽谈会上记者
发现袁 参会的非台资企业有 猿源
家袁占参会企业总数的 缘园豫以上遥
而且这次洽谈会上用人单位面向
台湾人才的岗位需求更为广泛袁
主要包括医疗尧教育尧机械尧电子尧
营销等高级技术与管理人才遥
长庚医院是第二次参加台湾
人才大陆就业洽谈会袁医院有关负
责人杨玲告诉记者袁去年参会就已
经储备了一部分较为优秀的台湾
人才袁今年还打算利用这个平台寻
找一些合适的台湾人才袁尤其是语
言相通尧国际市场经验丰富尧专业
突出尧视野开阔的台湾人才遥

台湾和本土人才各具优势
在洽谈会现场袁很多企业的
招聘负责人坦言袁参加这次活动
主要是被台湾人才所吸引袁有的
企业甚至明确贴出野只招台湾人
才冶的通告遥 而另一方面袁接收记
者采访的有投资 意向 的台胞 却
无一例外地表示袁以后自己的企
业招兵买马时袁会优先选择本土
人才遥
野目前很多大陆企业的管理
方式并不规范遥 冶林先生指出袁大

陆很多企业还是以老板的意志为
中心袁运作流程并不清晰袁企业管
理中人为因素过多曰 而台湾企业
管理则比较规范遥
很多希望引进台湾人才的企
业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遥
某公司招聘负责人告诉记者袁他
们招聘台湾人才的主要目的袁是
希望能借此引进台湾先进的管理
模式袁 以改变现行的不规范经营
模式遥
在薪资问题上袁 台湾求职者
与企业 之间 还是存 在较 大分歧
的遥 但某大型地产代理公司的人
事经理坦言袁 如果台湾人才能够
给企业带来收获袁 那么薪资问题
就不是问题遥
另一方面袁 来自台湾的高先
生和谢先生表示袁 如果在大陆投
资袁 他们会优先考虑聘用当地人
才遥 野本土人才更熟悉大陆市场袁
这是我 们台 湾投资 者最 为看重
的遥 冶高先生说袁在两岸人才交流
市场上袁 台湾人才和本土人才各
具优势袁 企业在招聘时更应根据
自己的实际需要决定用什么样的
人才袁 求职者也应认清自己的优
势有目的性地求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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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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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实务

个人简历 砸藻泽怎皂藻

求职意向
荫对贵公司价值观念和事业的真正认同袁愿与公司一起发展
荫勇于承担责任袁英语成绩突出袁欲投身并推动公司贸易事业
荫坦城直率袁尊重他人袁逻辑处事袁对公司文化高度认同
荫在各方面努力培养自己的潜能袁具备良好的发展潜质
专 业
国际贸易实务
学 历
大专
学 制
圆年
主修课程 外贸英语尧外贸函电英语尧报关业务尧贸易理论与实务尧
易术语与惯例尧国际结算尧物流概论尧 基础会计等
兴趣爱好 看书袁上网搜索新闻尧阅读资料袁听音乐袁运动等
学生工作经历
荫历任院系团总支学生会干事尧院系伊伊部副部长
吟任职期间积极主动与学生会其他干事帮助团总支进行
各项团务工作遥
吟在本部门渊学习部冤负责与成员策划并成功地举办了新
老生学习生活交流袁企业家精彩视频讲座展播袁与他社合办书
法尧知识竞赛等一系列活动袁并在 猿园 份随机反馈调查中得到 圆缘
位同学的好评遥
吟每周协助老师完成院系 员愿 个班的考勤活动袁 与各班班
长规范班级上课纪律袁并获得老师的一致认同遥
社会实践活动
荫圆园园远援
园猿要园苑 厦门国际会展酒店 实习渊兼职冤服务生
吟参与酒店服务结构尧管理尧技巧培训并多次进行服务实
习袁学到如何与顾客微笑尧自信地进行交流袁注重服务与社交礼
仪袁留意顾客个人信息等遥
荫圆园园缘援
园愿要园怨 东莞禾丰皮具有限公司 仓管实习助理
吟参与仓库的贸易交易及管理袁利用贸易交易方式和物流
管理的课本基本原理进行分析袁 自身更深刻地理解了课本知
识袁理论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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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指导遥
何老师点评洪晓璇简历押
这篇应届毕业生简历条理
较为清晰尧篇幅较为简练袁总体
而言不错遥 但以下几个方面需
要加以改进袁效果会更好遥
一尧简历开篇的野求职意向冶
罗列出的四项内容袁其实与真正
的求职意向无关袁准确地说应该
称之为野技能陈述冶或者野核心竞
争力冶遥 求职意向应使用尽量简
练的语言袁使招聘官在最短的时
间内知道你投递简历的目的袁只
有这样他们才能确定是否有必
要继续阅读你的简历遥
一般来说求职意向越具
体袁简历的针对性就越强遥 如果
具体到某公司的某岗位袁 用人
单位看了简历之后至少得到这
样一个结论院 这篇简历是求职
者专门为了应聘我单位的这个
岗位而制作的袁 求职者的诚意
可见一斑遥 再者袁野求职意向冶可
以说是整个简历的灵魂袁 如果
没有它袁 整篇简历就没有了表
达的中心遥
二尧将该篇简历的野求职意
向冶标题变更为野技能陈述冶后袁

那么这四项陈述可以说毫无亮
点袁 阅读后读者对求职者的能
力还是不能有一个立体的认
识遥 比如第二条 野勇于承担责
任袁英语成绩突出袁欲投身并推
动公司贸易事业冶袁这句话的逻
辑关系实在令人费解遥 假如求
职者英语方面确实具备较强能
力袁 可以将这个优势单独列出
来并加以细化和润色袁如野英文
和语言表达能力出色袁 口语流
利袁 能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冶遥
再如院野擅长活动策划尧 组织与
管理袁完善和推广企业品牌尧企
业文化冶袁诸如此类的陈述能使
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能力有更
深刻的认识遥
三尧 简历整体版面有些地
方需要调整遥 首先厦门广播电
视大学并不是知名度非常高的
学校袁 求职者没有必要将学校
和专业名称特别加以突出袁取
而代之可以将求职者的姓名尧
联系方式等放在关键位置上遥
可以在简历中增加一栏
野教育背景冶袁将学校名称尧专业
名称尧在校时间尧主修课程等项
目归并在其中遥 另外袁整体版面
稍嫌拥挤袁 应对内容和格式再
加以修改和调整袁 使版面更加
大方和清爽为宜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