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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市快报

一季度我省
营销人才最紧俏
昨日袁 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办公
室授权海峡人才网袁 发布了 圆园园苑 年第
一季度福建省人才市场供求信息情况遥
据介绍袁第一季度福建全省人才
市场登记求职者 圆愿愿员愿缘 人袁 登记招
聘职位需求 圆缘远园猿愿 个袁 人才与职位
供求比为 员援
员猿押
员遥
招聘数量排名前 员园 位的专业是
市场营销尧计算机与应用类尧企业管
理尧机械与仪器仪表类尧财会类尧信息
与电子类尧建筑工程尧行政业务尧旅游
与饭店管理尧纺织类遥 招聘数量排名
前 员园 位 的 专 业 占 招 聘 总 数 的
苑圆援
猿豫遥 在招聘需求学历层次方面袁按
需求量大小袁 依次为大专以下
渊缘远援
源豫 冤尧 大 专 渊猿园援
远豫 冤尧 本 科
渊员圆援
远豫冤尧研究生渊园援
源豫冤遥
求职数量排名前 员园 位的专业是
计算机与应用类尧 机械与仪器仪表
类尧财会类尧信息与电子类尧经济类尧
市场营销尧文秘尧建筑工程尧翻译尧化
学工程遥 求职数量排名前 员园 位的专
业占招聘总数的 远怨援
猿豫遥 在求职者学
历层次方面袁按求职人数多少袁依次
为大专渊源员援
源豫冤尧大专以下渊猿源援
怨豫冤尧
本科渊圆缘援
愿豫冤尧研究生渊园援
怨豫冤遥
根据统计分析袁第一季度我省人
才市场供求情况呈现以下特点院
员援第一季度的人才供需两旺袁人
才市场快步进入一年之中的黄金季
节袁但仍呈现出供大于求的态势遥
圆援
从招聘方面看袁纺织类人才需
求量在本季度急剧上升袁较上一季度
增加了 圆 倍还多袁由上一季度的第 员源
位上升到本季度的第 员园 位遥 从需求
学历层次来看袁用人单位对学历的要
求越来越高袁要求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源猿援
远豫袁 比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
上升了 缘援
远猿豫和 怨援
源愿豫遥
猿援
从求职方面看袁与上一季度相
比袁文秘类涨幅最大袁达 愿圆援
怨豫遥
渊赵馨冤

简历秀台

最近 袁 厦
门某企业的市
场营销部副经
理有点烦遥 一
家猎头公司找
到他袁 为他提
供了一个更好
的职业发展机
会要要到另一
家更大的企
业担任市场
营销部总监 遥
同时对方也暗
示了一个 野小
小的要求冶院要
他顺便把原公
司的客户资料
带过来遥
这可让
他犯了难袁不
去吧袁 丧失一
个等待多年又
难得的发展机
会曰去吧袁跳槽
时带走客户资
料袁 违反职业
道德不说袁更
不知道会不会
触犯相关法
律钥

本报记者 赵馨
针对这个经理的情况袁记者请教了
我市一些法律专家尧 资深猎头及职场
人士袁下面就听听他们的说法吧浴

相关实例
从事饮用水生产的 杂 公司状告其
竞争对手 宰 饮料有限公司袁称 杂 公司
原职工蒋小姐跳槽至 宰 公司时袁将客
户名单带到了 宰 公司袁然后与这些客
户联系袁压低报价袁将原来企业客户纷
纷野挖过来冶袁给 杂 公司造成了不小的
经济损失遥
区法院认定袁 蒋小姐的行为违反
了其与原告 杂 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
的约定袁构成了披露尧允许他人使用她
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曰宰 公司明
知蒋小姐行为违法袁 以不正当手段取
得并使用 杂 公司的商业秘密袁 蒋小姐
和 宰 公司的行为均属不正当竞争袁应
当停止侵害尧赔偿损失尧赔礼道歉遥 虽
然一审法院将赔偿金额由 杂 公司请求
的 员园园 余万元降到了 源 万元袁 但此判
决仍使 宰 公司处于相当不利的位置遥
正当 杂 公司以为胜局已定之时袁宰 公
司反诉袁并经法院判决袁最终获胜遥

分析
一般商业信息非商业秘密
专家指出袁 法律上所谓的商业秘
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尧 能为用人单位
带来经济利益尧 具有实用性并经用人
单位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
信息袁包括设计程序尧产品配方尧制作
工艺尧制作方法尧管理诀窍尧客户名单尧
货源情报尧产销策略等信息遥
第一袁杂 公司的客户名单制作思
路和方式极为简单袁宰 公司的推销员
每天都在外面发展客户袁 所掌握的客

户名单与 杂 公司的客户有大量重叠是
完全正常的遥
其次袁杂 公司的客户名单不具有价
值性和实用性遥 知道哪些公司是 杂 公
司的客户对 宰 公司没有任何意义袁因
为待发展的客户不管它现在是哪个公
司的客户对 宰 公司来说都是一样的遥
第三袁杂 公司的客户名单不具有
秘密性遥就本案来讲袁任何饮用水公司
都可以上门征求客户的意见袁 哪怕他
们已经是其他品牌饮用水的用户遥 也
就是说袁杂 公司的客户名单在客观上
根本无法保密袁宰 公司对此类信息的
获取完全是通过公开尧 正常的渠道取
得遥 而 杂 公司也从未对客户名单穴
名称
及价格雪
采取过任何保密措施遥
综上所述袁 二审法院认为 杂 公司
的客户名单穴
名称及价格雪
事实上只是
一般的商业信息袁 不应被认定为商业
秘密而加以法律保护遥

加密的客户名单不能带走
野上面这个例子袁说明跳槽时带
走客户资料是否违法袁确实存在着很
大争议性袁甚至商业机密的具体内容
和范围都很难界定熏操作起来难度很
大遥 冶厦门人才评荐中心刘光喜副主
任说袁随着职场竞争的加剧袁员工利
用在原单位所积累的关系和经验袁跳
槽后挖原单位的野墙脚冶显得越来越
普遍遥
一般说来袁 这仅仅是个人道德和
商业道德问题袁 并没有触犯法律遥 但
是袁如果单位与员工事前签订了叶保密
协议曳袁 并明确客户名单属于商业秘
密袁那么这一规定对员工就有约束力袁
不能泄露遥即使不构成商业秘密袁作为
员工也有义务不予泄漏遥
另一方面袁 市场竞争很多时候已
经发展到信息的争夺战上遥野我们经常
遇到有公司点名要求帮挖哪个人袁很

圆愿

多时候就是看中对方手上的资源遥冶他
介绍说袁 为了有效地保护人员流出企
业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袁 西方国家
在用人制度方面普遍应用了一种形
式袁即野竞业避止冶遥 所谓竞业避止袁是
指负有特定义务的人不得对其所服务
的企业从事具有营业竞争性质的行
为袁 其实质是禁止职工在本单位任职
期间和离职后一段时间内与本单位竞
争遥变相提高员工跳槽的门槛袁增加员
工忠诚度遥

野竞业避止冶在厦仍少见
目前袁 国内尚无专门的竞业避止
的立法袁但在叶公司法曳和一些部门规
章中已出现相关性内容袁 劳动部 猿缘缘
号文件就规定 野用人单位也可规定掌
握商业秘密的职工在终止或解除劳动
合同后一定期限内 渊不超过三年冤袁不
得到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
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遥
据记者了解袁目前真正使用野竞业
避止冶用人制度的中国企业并不多遥厦
门采用了野竞业避止冶用人制度的企业
更是非常之少遥 大家普遍的思想是袁
野他真要泄露机密袁手段可以很多很隐
秘袁你也没办法遥 冶
另一方面袁一旦野竞业避止冶用人
制度启动袁 用人单位往往得向员工支
付多出正常几倍的工资袁 或者一次性
支付其一定期限内的生活费用袁 这也
让很多用人单位宁愿冒着今后商业秘
密可能被泄露的风险袁 也不愿现在多
支付用人成本遥
厦门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钱学群
律师则认为袁对公司来说袁用野竞业避
止冶 保护商业秘密不外泄是无可厚非
的曰但从对劳动者的保护上说袁这个法
规也伤害了劳动者就业的选择权利遥
所以袁 最好的方式是应该找到一个平
衡点袁两面兼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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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姓名 黎伊伊 性别 男
身高 员远员糟
皂 政治面貌 团员
专业 国际贸易与实务
学历 全日制高职高专
获奖情况
曾获 圆园园缘原圆园园远 学年度校野二等奖冶奖学金
实践情况
圆园园远 年 苑援
员原苑援
猿员 在厦门新希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做
市场宣传员遥 在工作期袁我刻苦努力袁认真学习遥 培养了我
社会交际力袁磨练了我的意志遥 圆园园远 年 愿援
猿原愿援
猿员 在厦门亘
盛进出口有限公司做兼职业务员遥 在工作过程中熏
我认真学
习并总结经验遥 进一步培养了我的社交能力袁锻炼了我胆
量与口才袁让我学到了学校学不到的东西遥
特长爱好
能熟练掌握计算机一级操作袁 熟悉 酝蚤
糟
则
燥
泽
燥
枣
贼宰燥
则
凿尧
孕燥
憎藻
则
责燥
蚤
灶贼
尧耘曾
糟
藻
造
造等办公软件袁拥有计算机一级证书曰热爱
英语袁英语口语良好袁能基本掌握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袁能基
本掌握日常交际用语遥 爱好唱歌尧做体育运动等遥
专业技能
能熟练掌握国际贸易实务的专业知识袁熟悉外贸业务
运作流程袁熟悉国际贸易操作实务遥 基本掌握报关单的填
写袁掌握一定的报关尧物流知识袁参加过跟单员培训袁掌握
跟单工作技能遥
主修
课程
略
自我鉴定
尊敬的各位招聘人员院
你好浴 首先袁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看我的个人简历遥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在校大专生遥
噎噎
希望借您的慧眼开拓我新的人生袁希望能与贵公司共
同发展尧共同进步袁希望您能给我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袁也
给贵公司一次机会
渊有缩略冤

本期继续推出毕业生小黎的简历袁
请 酝蚤
造
贼
燥
灶 个人简历工作室渊憎憎憎援
皂赠
糟
增
糟
增
援
糟
燥
皂冤的专家何老师指导遥
何老师点评小黎简历院
许多应届毕业生都喜欢用表格形式
撰写自己的简历袁 虽然我们并不推荐使
用袁 但如果表格运用得当其实也能收到
一定效果遥 这份毕业生简历可以说制作
得比较粗糙袁有很多地方都需要修改遥

整体版面不够协调
首先袁从整体版面来看袁简历内容的
排列没有做到简洁尧清晰袁从视觉上就给
人不协调的感觉遥 要知道袁一份简历在人
力招聘主管的眼中停留的时间也许只有
一分钟袁甚至只有几秒袁如何以良好的第
一印象吸引招聘主管的眼球是至关重要
的遥 所以袁简历是一个需要精益求精的东
西袁 任何细节都应该成为求职者关注的
地方遥

混淆了简历和求职信
其次袁细看内容遥 该简历存在一个比
较严重的问题袁 那就是混淆了简历和求
职信的概念遥 在最后的自我鉴定中袁求职
者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以及标准的求职
信格式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总结和归纳遥
殊不知袁 这样的做法在简历中是非常不
妥的遥
简历和求职信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袁

将二者搅和在一起使用只能使自己的简
历成为野四不像冶遥 求职信也是交际的一
种形式袁 它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专业水
平袁求职者可以采取换位思考的方法袁通
过分析用人单位提出的要求袁 了解他们
的需要袁 然后有针对性地向他们提供自
己的背景资料袁 表现出自己独到的智慧
与才干袁使他们从你的身上看到希望袁并
做出对你有利的决定遥
针对该份简历袁 建议将自我鉴定的
内容单独成立一篇野求职信冶遥 当然在简
历中可以另外增加一栏 野技能陈述冶主
题袁用概括的尧清晰的语言对自己的能力
进行一番总结遥

教育背景别放实践经验后
野教育背景冶对于学生简历来说应是
排在第一位的重要信息袁 而对于在职工
作的求职者来说袁 则是次于工作经历排
在第二位的信息遥 这位同学明显忽视了
自己的教育经历袁 连最基本的教育起始
时间都没有体现遥
也许他认为自己的实践经验还算丰
富袁所以将社会经验放在教育背景之前遥
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让招聘单位认为他是
一个有工作经验的人袁 而这些简单的资
历与那些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的资历相
比明显相形见绌袁这是十分冤枉的事情遥
最好是在 野社会实践冶 前增加一栏
野教育背景冶主题袁将自己的教育情况详

细列出遥 教育背景中可以写进相关课程袁
但千万不要为了拼凑篇幅袁 把所有的课
程一股脑儿地都写上袁这样不是很有效袁
别人也没耐心看袁 只要选择比较重要的
或者与应聘岗位相关的课程就可以了遥

野社会实践冶要有实际内容
要想野社会实践冶部分在短时间内打
动招聘者袁 自然需要一击即中尧 一点就
通遥 该简历在野社会实践冶中的描述过于
模糊袁无实际内容袁而且行文尧语法都需
要进一步加强遥
在描 述工作 内容的 时候 建议使 用
野点句冶袁避免使用大段文字袁点句的长度
以一至两行为宜袁 句数以 猿要缘 句为佳袁
最多不要超过 愿 句遥 工作职责和成就要
尽量数字化尧精确化袁避免使用模糊的尧
笼统的词汇袁应尽量使用具体的数字袁到
底参与了哪些事项袁销售额是多少等等遥

非优势信息可删除
最后袁 该简历有许多细节方面要加
以注意遥 比如野圆园园远 年 苑援
员原苑援
猿员冶这样的
表述方式明显是错误的袁应修改为野圆园园远
年 苑 月 员 日要圆园园远 年 苑 月 猿员 日冶 或者
野圆园园远援
苑援
员要圆园园远援苑援
猿员冶遥
另外袁在野基本情况冶中袁建议将个人
身高信息删除袁因为 员远员糟
皂的身高对于男
性而言算不上是优势袁所以如果用人单位
没有明确要求袁没有必要主动体现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