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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院 这是一部以寓言体的形式演绎职场
事理学的作品袁其用轻松尧谐趣的语调揭示三千年权
谋文化背景下的东方职场现象袁 并通过对西方经典
管理学的反思袁 以一只狗员工在混沌状态下的成长
历程袁阐述职场生态环境的要义与原则遥
在读本书之前袁请你先看一下下面这道题院
阿昌开了家医疗器械代理公司袁 聘用了四名刚
刚毕业的大学生院小赵尧小钱尧小孙和小李遥 作为营销
员袁四个狗的月薪相差无几袁每月都在 员圆园园耀员缘园园 元
之间袁并按销售业绩 员圆豫的比例提成遥 两个月后袁四
名营销员的业绩如下院
小赵院老实听话袁但稍一放松管理就偷懒袁来公
司时间最长袁但业绩为零噎噎
小钱院为狗聪明机灵袁表面唯唯诺诺袁其实另有鬼
主意袁在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分别完成两笔订单噎噎
小孙院勤奋耐劳袁善于死缠乱打袁惟一任劳任怨
的员工袁第二个月勉强完成一笔订单噎噎
小李院为狗心思灵活袁眼观六路袁耳听八方袁目前
正在全力推动与一家大客户的商谈噎噎
那么你认为老板阿昌会留下谁钥 理由是什么钥 阿
昌决定员工去留的标准又是什么钥
阴小赵钥 阴小钱钥 阴小孙钥 阴小李钥
答案院 如果你选择留下的员工是没有业绩和能
力的小赵的话袁这本书你就不需要看了袁你已经完成
了职场进化的全部程序袁可以纵横职场了遥
反之袁如果你选择留下的员工不是小赵袁而是其
他三个的话袁那么你的职场政治智慧还停留在蠢驴尧
野牛尧刺猬和老鼠的阶段袁你会在职场上遭遇到许多
不快的事情袁甚至会影响你的事业和前程遥 因此你有
必要阅读此书袁学习进化为一条聪明的猎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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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职业生涯兴趣在哪里？
如果有机会让你到以
下六个岛屿旅游袁 不用考
虑费用等问题袁 你最想去
的是哪个钥 可以按照喜欢
程度选出三个遥
粤岛

美丽浪漫的岛屿遥 岛上
布满了美术馆尧音乐厅袁弥漫
着浓厚的艺术文化气息遥 同
时袁 当地的原住民还保留了
传统的舞蹈尧音乐与绘画袁许

结果院
六个岛屿代表着六种
典型的职业生涯兴趣类型
穴
其中袁第一个是主要兴趣袁
第二尧三个是辅助兴趣雪
遥
选择 砸岛
类型院实用型穴
砸藻
葬
造
蚤
泽贼
蚤
糟雪
喜欢的活动院愿意从事
事务性的工作袁喜欢户外活
动或操作机器袁而不喜欢在
办公室工作遥
喜欢的职业院 制造业尧
渔业尧 野外生活管理业尧技
术贸易业尧机械业尧农业尧技
术尧林业尧特种工程师和军
事工作遥

多文艺界的朋友都喜欢来这
里找寻灵感遥

陨岛

深思冥想的岛屿遥 岛上
人迹较少袁 建筑物多僻处一
隅袁 平畴绿野袁 适合夜观星
象遥岛上有多处天文馆尧科博
馆以及科学图书馆等遥 岛上
居民喜好沉思尧追求真知袁喜
欢和来自各地的哲学家尧科
学家尧心理学家等交换心得遥

悦岛

现代尧井然的岛屿遥 岛
上建筑十分现代化袁 是进步

选择 陨岛
类型院研究型
穴
陨
灶增藻泽贼
蚤
早葬贼
蚤
增藻雪

的都市形态袁 以完善的户政
管理尧地政管理尧金融管理见
长遥岛民个性冷静保守袁处事
有条不紊袁善于组织规划遥

砸岛

自然原始的岛屿遥 岛上
保留有热带的原始植物袁自
然生态保持得很好袁 也有相
当规模的动物园尧植物园尧水
族馆遥岛上居民以手工见长袁
自己种植花果蔬菜尧 修缮房
屋尧打造器物尧制作工具遥

杂岛

温暖友善的岛屿遥 岛上

演员尧戏剧导演尧作曲家尧乐
队指挥和室内装潢人员遥

喜欢的活动院 处理信息
穴
观点尧理论雪
袁喜欢探索和理
解尧研究那些需要分析尧思考
的抽象问题遥 喜欢独立工作遥
喜欢的职业院实验室工
作人员尧生物学家尧化学家尧
社会学家尧 工程设计师尧物
理学家和程序设计员遥

选择 杂岛
类型院社会型穴
杂燥糟蚤
葬造
雪
喜欢的活动 院 帮助别
人袁喜欢与人合作袁热情关
心他人的幸福袁愿意帮助别
人解决困难遥
喜欢的职业院 教师尧社
会工作者尧牧师尧心里咨询
员尧服务性行业人员遥

选择 耘岛
选择 粤岛
类型院艺术型穴
粤则
贼
蚤
泽贼
蚤
糟雪 类型院企业型
穴
耘灶贼
藻则
责则
蚤
泽蚤
灶早雪
喜欢的活动院 创造袁喜

欢自我表达袁 喜欢写作尧音
乐尧艺术和戏剧遥
喜欢的职业院 作家尧艺
术家尧音乐家尧诗人尧漫画家尧

喜欢的活动院喜欢领导
和影响别人袁或为了达到个
人或组织的目的而善于说
服别人遥希望成就一番事业遥

居民个性温和尧 十分友善尧
乐于助人袁社区均自成一个
密切互动的服务网络袁人们
多互助合作袁 重视教育袁弦
歌不辍袁充满人文气息遥

耘岛

显赫富庶的岛屿遥 岛上
的居民热情豪爽袁善于企业
经营和贸易遥 岛上的经济高
度发展袁 处处是高级饭店尧
俱乐部尧高尔夫球场遥 来往
者多是企业家尧 经理人尧政
治家尧律师等袁衣香鬓影袁夜
夜笙歌遥

喜欢的职业 院 商业管
理尧律师尧政治运动领袖尧营
销人员尧 市场或销售经理尧
公关人员尧采购员尧投资商尧
电视制片人和保险代理遥

选择 悦岛
类型院事务型
穴
悦燥灶增藻灶贼
蚤
燥灶葬造
雪

喜欢的活动院组织和处
理数据袁喜欢固定的 尧有秩
序的工作或活动袁希望确切
地知道工作的要求和标准遥
愿意在一个大的机构中处
于从属地位遥
喜欢的职业院 会计师尧
银行出纳尧簿记尧行政助理尧
秘书尧档案文书尧税务专家
和计算机操作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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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热线院电子邮件 贼
藻造
造
曾蚤
灶岳员远猿援
糟燥皂

本周袁 资深财务人士李先生向我们投来了他的求职简历袁我
们请来自 酝蚤
造
贼
燥
灶 中英文简历工作室渊憎憎憎援
皂赠
糟
增
糟
增
援
糟
燥
皂冤的何老师
为我们点评遥 也欢迎更多求职者向我们投递简历袁我们将请何老
师为你做免费专业指导遥
姓名院伊伊伊
英文名院伊伊
出生日期院伊年伊月伊日
地址院伊伊伊伊 联系方式院伊伊伊伊
教育背景
伊年伊月要伊年伊月
伊伊大学
会计学
大专
伊年伊月要伊年伊月 伊伊计学院
会计学
本科在读
工作经验
伊年伊月要要
要伊年伊月
伊伊设备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院财务总监助理
员援
负责销售往来账目核算袁开具增值税发票袁各项销售指标核
算尧固定资产核算尧统计尧工资核算等遥
圆援
办理涉税事务遥
伊年伊月要要
要伊年伊月
伊伊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院财务主管
员援
负责工厂成本核算尧公司收支预算尧各办事处资金调用尧企
业各账目核算尧年度审计及各类报表编制遥
圆援
增值税发票开具和管理袁税务局涉税事务遥
猿援
出口退税及出口核销尧外汇收付业务尧海关报关遥
源援
编制英文报表尧协助国外审计公司的审计遥
业务技能
熟悉国家财务制度和相关政策法规曰
熟悉税务局尧银行尧会计师事务所等关联单位的办事程序曰
熟练操作和使用计算机袁 并能运用 孕韵宰耘砸孕韵陨
晕栽尧宰韵砸阅尧
耘载悦耘蕴等软件曰
熟练应用用友尧金蝶会计软件曰
本人工作认真踏实袁责任心强袁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遥

姻简历点评
何老师院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袁
本篇简历忽视了一个重要内容袁那
就是求职意向遥 虽然从其工作经历
中我们不难看出袁求职者希望从事
的是财会方面的工作袁但是求职者
自己必须将求职意向明确告诉
匀砸袁否则这份简历将不会引起他们
的注意遥
财务工作是一项相对严谨 尧
细致的工作袁 所以求职者在简历
中最好能体现出自己具备财务工
作所需要的这种品质袁 比如行文
力求逻辑思路清晰 袁 表达完整准
确袁不拖泥带水等等遥 我们来看这
篇简历的内容 袁 一个明显的不足
之处在于工作职责的描述缺乏条
理性袁而 且过于概括 袁不 够具 体 遥
在工作职责的描述上袁 我们建议
分条论述袁 每一项的职责描述必
须要 有 一个 主要 的 中心 意思 袁 但
一个 工 作不 可列 出 过多 条目 袁 以
不超过八条为宜袁 并且将重要的
工作职责放在前面 遥 比如在第二
项工作经历的野财务主管冶工作职
责描述上袁 我们可以将其整理成
以下内容院

工作职责院
员援
全面负责管理公司的日常财
务工作袁制定并完成公司的财务会
计制度尧规定和办法曰
圆援
承担工厂成本核算尧公司财务
收支预算尧企业各账目核算工作曰
猿援
编制公司年度审计及各类报
表曰
源援
处理公司各办事处的资金调
用事务曰
缘援
负责公司增值税发票的开具
和管理工作 袁 处理公司的涉税事
务袁 包括国税地税的网上申报尧出
口免抵退申报等工作曰
远援
负责公司出口退税及出口核
销尧外汇收付业务尧海关报关事务曰
苑援
编制英文报表袁协助国外审
计公司开展审计工作遥
其次袁作为一名财务主管或财
务总监助理袁最好能将其任职期间
所取得的工作业绩在简历中列出 袁
这样简历将更加有说服力遥 也许财
务工作不像市场拓展工作袁可以直
接在销售业绩上有所体现袁但只要
仔细挖掘袁值得说道的业绩应该还

是不少的遥 比如在任职期间理清了
公司历史混乱的账目曰成功配合会
计事务所完成公司审计工作曰由于
工作出色被公司委派参加重要培
训等等遥
野业务技能冶的内容也显得过
于单薄遥 求职者的求职意向如果是
野财务主管冶尧野财务经理冶等管理岗
位袁在技能描述上除了财务人员具
备的一些基本素质外袁还应当体现
出管理方面的技能遥 比如院
员援
具有丰富的外资企业集团财
务管理工作经验曰
圆援
善于沟通袁有较强的组织尧协
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曰
猿援
能独立应对财务管理上的危
机和突发事件袁并稳妥处理曰
源援
擅长开展客户公关工作袁维护
企业与服务对象的良好合作关系遥
最后袁在简历结构方面袁建议
将野业务技能冶尧野工作经历冶提前袁
对于有工作经历求职者来说 袁野教
育背景冶是比较次要的信息 袁可以
放在后面遥 另外袁在时间排序上袁应
按照野由近至远冶的顺序排列袁即离
现在近的经历应该排在前面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