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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袁准备好了再就业浴
我市首届大型大学生就业指导巡回公益讲座即将开讲
出国动态

英国调整留学政策
吸引更多中国学生
英国教育及就业部长布莱克斯近期
对媒体表示袁英国留学政策从今年 缘 月份
开始实施新一轮调整袁奖学金也增加了发
放的力度袁努力吸收更多的海外学生来英
国留学遥 英国文化协会报告预计袁实施新
政策后袁圆园圆园 年在英国的留学生人数将
达到 愿苑 万名遥
据了解袁关于新政策的具体变化以及
调整袁主要体现在 源 个方面院
第一院提供一年的工作时间
所有在 圆园园苑 年 缘 月 员 日以后袁 在英
国受承认的高等教育机构毕业并取得任
意专业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的留学生袁毕
业后均可留在英国一年找工作袁没有任何
成绩的限制遥
第二院打工时间可增加
只要拿到 远 个月以上的学生签证袁每
周可打工时间由原来的 员缘 小时提高到
圆园 小时 渊英国最低小时工资 缘 英镑冤曰暑
假尧圣诞节尧复活节这样的假期可以全职
打工遥
第三院推出留学新模式
除了提供常规的本硕学习模式外袁伦
敦城市大学还新推出一个全新的学习和
工作模式 野猿垣员垣员垣员冶 即学生先学 猿 年本
科袁工作一年袁再学一年硕士袁再工作一
年遥 这种全新的模式将使中国学生获得两
个学位和两年的国际工作经验遥
第四院两年制将施行
英国政府将首次在德比大学尧利兹城
市大学尧北安普敦大学尧斯特福德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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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五所大学试行野两年
制冶本科袁以后英国将有更多院校加入野两
年制冶本科的行列遥 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
野两年制冶 本科意味着更高的要求和更大
的考验遥
增加千名奖学金
英国将增加 员园园园 个奖学金名额袁使
每年可以申请留学的海外奖学金名额达
到 猿缘园园 多个遥 伦敦城市大学还特别设置
了野英华奖要要
要要
要中国学生特别奖冶袁这个
奖学金每年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全额奖金袁
获奖者可免一年不少于 员园 万元的学费遥

信息速递
近期人才交流会安排
缘 月 圆缘 日 渊星期五冤 上午 愿颐
园园 要
员猿颐
园园袁在厦门人才市场再次举办厦门生
源毕业生人才专场交流大会遥 本次招聘
会是公益性的活动袁对参加的招聘单位
和应聘人员一律免费袁
缘 月 圆远 日渊星期六冤袁厦门市人才市
场举办常规综合类人才交流会遥
缘 月 圆苑 日渊星期日冤袁厦门市人才市
场举办野星期天高层次人才冶专场交流
会遥 参会人员为持有工程师尧经济师尧会
计师等中高级职称的各类专业技术和
经营管理人才曰本科毕业两年尧大专毕
业三年以上各类专业人才曰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人才遥
远 月 员 日渊星期五冤上午 愿颐
园园原员猿颐
园园袁
在厦门人才市场举办野英才天地冶房地
产尧建筑尧园艺尧家居装饰行业专场人才
交流会遥
远 月 猿 日渊星期日冤上午 愿颐
园园原员猿颐
园园袁
在厦门人才市场举办 野陨
栽 藻族冶 计算
机尧网络尧通讯尧软件行业专场人才交流
会遥

戴尔招聘工程师
缘 月 圆远 日袁戴尔将举办公司专场面
试会遥 提供技术支持工程师渊面向台式
机袁笔记本冤等职位遥 有意者可在 缘 月 圆缘
日之前袁将简历投递至指定邮箱袁之后
人力资源部将通过电话具体通知面试
时间及地点遥

简历怎么
写才能在野千里
挑一冶中脱颖而
出钥 面试时如何
给考官留下最
好的印象钥 职业
发展规划应该
从何做起钥 面对
日益严峻的就
业形势袁这些都
是困扰高校毕
业生就业的难
题袁也是他们进
入社会前就应
该解决的问题遥
但长期以来的
事实证明袁毕业
生普遍无法在
学校就完成高
校人转变到社
会人的所有准
备遥

本报记者 赵馨
那么袁 谁来给大学生补上这一
课钥 单靠高校自身的资源和力量显
然是不够的遥 只有整合社会资源袁让
真正招人尧 用人的企业单位来为学
生野补课冶遥 为此袁在即将到来的 远
月袁 厦门市思明区人才交流中心将
和厦门晚报叶职场考场曳周刊牵头发
起袁 由厦门共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承办的主题为野校企对接扩大就业冶
的巡回演讲公益活动遥 据悉袁这也是
我市举行的首次针对大学生就业指
导的大型公益巡回讲座遥

揖困扰问题铱

从 员怨怨怨 年以来袁随着全国高校
的大规模野扩招冶袁大学毕业生数量
越来越多袁 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也
显得日益突出遥 专家分析发现袁导致
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
方面院
员援
毕业生求职的信息和企业的
需求信息的对接不畅遥
圆援
毕业生求职缺少更适应市场
经济的职业指导遥
猿援
高校在人才培养尧专业设置

上与社会的人才需求脱节遥 供求不
一致导致高校作为野人才产品冶的生
产基地制造出来的产品与社会 野人
才产品冶的需求不一致袁导致野人才
产品冶滞销袁表现出来就是毕业生困
难袁而企业找不到人才遥
市场经济的发展袁 本身也要求
人力资源的配置也应当由市场来配
置袁 高校人才培养要以市场的需求
为导向遥 如何更好地将市场人才的
需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的信息怎样
更加有效地实现对接钥 高校的人才
培养类别如何更加吻合社会市场的
需求钥 这些都是整个社会尧企业尧学
校以及我们的大学生们需要深思的
问题遥

揖解决方案铱
通过与社会资源对接袁 让厦门
地区优秀的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到各
大院校和学生进行 野亲密接触冶袁让
他们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袁 为毕业生
提供符合实际的就业指导袁 帮助广
大毕业生解决就业过程中遇到的一
系列问题袁使他们尽快融入社会袁顺
利走出象牙塔步入社会袁 完成其从
学生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遥

授课老师来自包括外企在内的
我市各大集团企业的相关人力资源
专家袁职业规划咨询专家等袁主要课
程包括院叶厦门高校就业政策与毕业
生就业交流曳尧叶大学生的就业观与
择业观曳尧叶如何从高校人走向社会
人曳尧叶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素质
提升曳尧叶如何成为企业青睐的优秀
人 才 曳尧 叶 就 业 前 的 准 备 与 面 试 技
巧曳尧叶职场生存与发展策略曳等等遥

揖行动起来铱
为了让以上方案得以落实袁由
厦门市思明区人才交流中心尧 厦门
晚报主办袁 由厦门共赢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承办的主题为 野校企对接扩
大就业冶 的巡回演讲公益活动将在
圆园园苑 年 远 月拉开帷幕遥
为了做好这项活动袁 我们将于
近期组织一场专题座谈会袁 欢迎有
意向的高校 和毕业 生代 表前来 参
加袁 就本次公益培训的主题内容和
时间安排等进行探讨遥
有兴趣的高校及相关负责人袁
毕业 生代 表袁 可 联系 电话院园缘怨圆 原
缘愿远园猿苑圆袁缘愿远园猿苑猿曰 传真院缘愿远园猿苑远袁
陈先生遥

认证大看台

首期职业配色设计师培训火热报名中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 个视觉
感受的时代遥 企业对配色的需求
日趋强烈袁因为色彩可以给企业
带来商业附加值袁也成为企业制
胜的有效工具遥 可是企业缺乏大
量专业的配色人员遥
职业配色设计师就在社会尧
企业与个人对配色尧色彩的需求中
孕育而生遥 新的商用配色系统不
要求学员有设计和配色的基础袁
这也使得广大色彩爱好者对此颇

简历秀台

为青睐遥 职业配色的学习袁使专业
的设计师或者美术工作者掌握配
色原理袁 制作出更多令人赏心悦
目的艺术成果袁充实职业生涯袁展
示专业形象魅力曰 使业余爱好者
充实生活袁运用色彩的魔力袁尽显
个性风采袁让生活真正充满色彩遥
本期职业配色设计 师培 训
正在火热报名中袁 近期即将开
班遥 敬请广大色彩爱好者和相关
从业人员抓紧时间报名袁或者到

共赢公司详细咨询遥 职业配色设
计师培训采用了国际领先的量
化色彩教育方法袁 用逻辑的尧科
学的尧实践的尧循序渐进的色彩
训练方法袁该方法并不需要学员
有色彩基础遥 只要按照教学要求
完成作业袁就可以轻松胜任各行
业的色彩设计和色彩咨询工作遥
共赢公司同时接 受以下 职
业资格培训认证院 信用管理师尧
公共营养师尧 人力资源管理师尧

企业培训师尧职业经理人尧职业
店长尧国际商务操作员尧跟单员尧
单证员尧物流管理员尧心理咨询
师尧理财规划师尧职业秘书尧电子
商务师等遥

咨询电话 缘愿远园猿苑圆缘园源愿愿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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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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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何老师指导大家如何写好求
职信遥

如何写好求职信
在求职材料中袁求职信渊或
称自荐信冤与简历一样是同等重
要的组成部分袁是求职者与雇主
双方沟通的第一道桥梁袁一封求
职信的好与坏绝对影响求职者
能否得到面试的机会遥 接下来与
大家交流求职信的写法遥
求职信主要包括简单 介绍
自己尧 陈述自己的优点和技能尧
请求给予面试机会等等遥 一般来
说袁求职信开篇首先需要明确你
来信的目的袁表明你对申请的工
作很有兴趣袁如院野我在伊伊人才网
得知贵公司正在招聘法律专员

职位袁在认真了解贵公司的经营
理念和服务内容后袁我对此很感
兴趣冶遥 随后介绍与申请岗位有
关的长处和优点袁陈述的时候需
注意条理性尧突出重点袁例如刚
才的法律专员岗位袁 可以围绕
野扎实的专业技能尧 丰富的行业
经验尧 优秀的逻辑分析能力冶等
方面分别介绍自己袁说明自己能
为公司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遥 最
后袁感谢对方的阅读袁并希望对
方对自己的应聘予以考虑袁 如院
野感谢您抽空阅读我的求职材
料袁如果可以袁我愿意随时和贵
公司约定面谈时间冶等遥
当然袁想要在云云应征者中脱
颖而出袁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遥
员援
求职信的内容应尽量简明
扼要袁用简练的语言把你的求职
想法以及个人特点表达出来袁切

忌堆砌词藻遥 求职信不是你显示
文学才华的地方袁 最好用平实尧
稳重的语气来写遥 尤其是应届毕
业生袁 容易走进卖弄文采的误
区袁 想办法堆砌华丽时髦的词
藻袁结果往往弄巧成拙袁使人反
感遥 因此袁求职信不在于长而在
于精袁精在内容集中尧明确袁语言
凝练明快袁篇幅短小精悍上遥 同
时袁 求职者也不可妄自菲薄袁谦
虚过度袁要把握好这个野度冶遥
圆援
求职信要野投其所好冶遥 野投
其所好冶的意思是说求职信千万
不可千篇一律袁用一篇野放之四
海皆准冶的求职信到处投递只能
说明你没有诚意遥 所以袁求职者
在写求职信之前一定要深入了
解应聘岗位的特点和职位要求袁
并在陈述自己的优势时尽量贴
近岗位需求遥

猿援
求职信要注意版面的整洁
和美观遥 注重美观并不是说要使
用花哨的信纸来书写袁也不是使
用奇特的字体袁而是强调要使对
方收到信有舒服整齐的感觉遥 如
果你对自己的书法很有自信袁可
以用亲笔书写的方式袁一般来说
打印稿是可以的袁但最好要亲笔
签名袁以示庄重和诚意遥 另外袁求
职信的篇幅要长短得宜袁字体清
丽袁行距适中袁力求尽善尽美遥
源援
求职信需要反复校对遥 不
论你的求职信写得如何突出熏
如
果没有小心校对袁很小的一个漏
洞或不当之处都有可能使它减
分遥 所以你要再三阅读你的求职
信袁确保没有错漏袁才能将信寄
出遥 对于一些不太确定的用词要
特别小心袁避免用错词语使你原
有的意思被误解而贻笑大方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