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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攻略

黑天鹅时代

上班族可借鉴的八个洞察视角

女职工产假
有何规定？
案情回放院 汤某是一家外商投
资企业的职工遥圆
园
园缘年 员月满 圆
缘岁
后结婚熏圆
园
园愿年 愿月袁汤某临近产
期袁向单位请产假 怨园天袁单位却只
批准了 缘
远天袁 并且表示在产假期
间袁 工资将按基本工资标准的 远
园
豫
发放遥 汤某找领导反映情况袁领导解
释说袁叶劳动保险条例曳 规定的产假
就是 缘
远天袁 企业完全是依法办事遥
汤某知道自己的一个女友生育时休
了怨
园天产假袁 并且全额领到了工
资袁于是向有关机构咨询遥
问院单位的做法是否合法袁法定
产假到底是多少天袁 产假期间是否
减发工资遥
解答院 汤某所在企业的做法是
错误的袁 法定产假应该是 怨
园天袁产
假期间不能减发基本工资遥
关于产假时间问题袁 如同汤某
所在企业领导所说袁员
怨
缘
员年政务院
公布的叶劳动保险条例曳规定的女职
工产假的确是 缘
远天曰 难产或双生
时袁增加假期 员
源天遥 但是袁员
怨
愿愿年 苑
月袁国务院发布了叶女职工劳动保护
规定曳袁规定女职工产假为 怨
园天袁其
中产前休假 员
缘天遥 难产的袁增加产
假员
缘天遥 多胞胎生育的袁每多生育
一个婴儿袁增加产假 员
缘天遥 叶女职工
劳动保护规定曳同时明确规定袁本规
定自 员
怨
愿愿年 怨月 员日起施行袁叶劳
动保险条例曳中有关女工人尧女职员
生育待遇的规定和 员
怨
缘
缘年 源月 圆远
日 叶国务院关于女工作人员生产假
期的通知曳同时废止遥
关于产假期间的工资问题袁主
要分为两种情况遥 一种是没有实行
生育保险社会统筹的袁 女职工产假
期间的工资应该由企业支付遥 根据
叶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曳袁 不得在女
职工怀孕期尧产期尧哺乳期降低其基
本工资遥 也就是说袁企业在职工休产
假期间袁可以停发奖金尧伙食补贴等
非基本工资部分袁 但是不得减发基
本工资遥 另一种是实行了生育保险
社会统筹袁 企业参加了当地劳动保
障部门建立的生育保险袁 并且按时
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的袁 根据原劳
动部发布的 叶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
行办法曳渊劳部发 也员怨
怨
源
页缘
园
源号冤规
定袁女职工产假期间袁企业可停发其
工资袁 改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给
生育津贴袁 生育津贴的标准是本企
业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袁 生育津
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遥
本案中袁 汤某所在企业仍然沿
用叶劳动保险条例曳规定袁只批准汤
某缘
远天产假袁明显违法了叶女职工
劳动保护规定曳的规定遥 该企业若没
有参加生育保险袁 就应该承担向汤
某支付产假工资的义务袁 但是企业
却减发汤某的工资袁 违反了法律规
定遥
渊高律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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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尧 地震灾害尧 房市下
跌尧 奶粉事件噎噎近一年来太多的
事件告诉我们黑天鹅时代到来了袁
未知的尧不确定因素袁瞬息万变的市
场状况已经成为一个常态袁 生活在
这个时代的上班族袁你准备好了吗钥

黑天鹅时代更需敏锐洞察力
黑天鹅时代以出现突破常规
系统预测模式的新现象为标识袁在
这种情况下袁如果按照常规的预测
方法去收集资料并做深入分析袁其
分析成果往往滞后于社会现实遥 所
以袁随着黑天鹅时代的到来袁上班
族具备敏锐洞察当下社会的能力袁
将会变得越来越迫切遥
可是如何在这个 野黑天鹅冶时
代中袁把握瞬息万变的信息袁洞察
社会变化的先机呢钥 笔者梳理出了
愿个可以用来洞察社会样貌及其
变化的视角元素和分析方法院
绎畅销书籍排行榜书名及内
容 驭流行歌曲排行榜及其歌曲名
字和内容要要
要畅销书籍排行榜反
映出目前大众普遍认同的一些文
化价值观袁通过对其分析袁我们就
可最快地掌握目前大众最关注的
内容尧最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遥
绎国内电影大片的主题内容尧
表现方式尧导演风格尧相关的影视
评论及其票房主要受众群要要
要辅
助我们了解当下人们的社会价值
观取向袁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导演的
风格及对该片的设计思路与放映
之后的相关电影评论之间的差距袁
来探索这种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传

简历秀台

受偏差及其原因袁有助于探索有效
的信息传播模式遥
绎重大事件发生的地点要要
要
关注分析那些发生了重大事件的
发生地袁尝试分析事件缘何发生此
地袁有哪些内在的产生原因遥 相信
没有什么事情是纯属偶然的袁偶然
的背后一定藏着必然的诱因逻辑遥
绎社会变迁中从无到有产生
快速影响力的新事物要要
要如选秀
节目尧博客尧性文化展等袁通过探究
其得以快速流行的原因袁继而了解
到当下人们最迫切的心理需求的
聚焦点是什么遥
绎收视率高的电视节目要要
要
这些节目的定位尧选题尧表现方式
有什么特别之处钥 为什么会脱颖而
出钥 这些都有助于帮助我们具像化
地厘清一些当下人们价值观取向遥
绎流行语词的特定含义及传
播路径 分析 要要
要通 过网 络 遭遭泽论
坛搜集那些流行在不同人群中的
流行语词袁 了解其特定的含义袁并
结合这些流行语词对应其流行的

小众群体的特定生存社会境况袁可
分析得到一些当下最新的群体特
征元素的变化情况遥
绎最流行的电子产品袁 如手
机尧手表尧流行服饰要要
要除了品牌
因素之外袁那些外观款式尧功能尧使
用情境尧搭配方式等受欢迎的小细
节也值得我们关注袁这些元素折射
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塑造过程遥
绎关注最新的艺术展要要
要当
下的艺术展越来越倡导反映民风袁
这种艺术中抽离和突出表现的是
一种价值观层面的内涵袁折射的是
人们思想层面的东西遥
以上 愿个洞察视角袁其实只要上
班族能下一点工作之外的功夫袁平时
多留一点心袁 都可以提升自我应对
野黑天鹅时代冶的洞察能力遥 这样不
仅能为自己的职业尧生活规避风险袁
还可能为正处于金融危机影响下的
企业提出一些有效的策略建议遥
零点研
究咨询集团
张燕玲

姻背景

何谓野黑天鹅冶钥
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袁
生活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人们都
相信一件事要要
要所有的天鹅都
是白色的遥 那么袁见到黑色天鹅
的几率是多少呢钥 根本无法计
算袁也没有人想过要计算遥
直到 员
远怨
苑年袁探险家在澳
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袁 人们才
知道以前的结论是片面的要要
要
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遥
这证明了我们的认知多么
具有局限性要要
要虽然你是在观
察了几百万只天鹅之后才得出
了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冶结
论袁 但只需要另一个发现就能
将它彻底推翻遥 对袁你需要的就
是这样一只黑色的鸟袁 尽管有
人说它并不好看遥
野黑天鹅冶的存在寓示着不
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袁 它在
意料之外袁却又改变一切袁几乎
一切重要的事情都逃不过黑天
鹅的影响袁 而现代世界正是被
黑天鹅所左右遥 但人们总是对
它视而不见袁 并习惯于以自己
有限的生活经验和不堪一击的
信念来解释这些意料之外的重
大冲击遥

不知道如何写简历芽不确定简历能否抓住 匀砸的眼球钥 快来晚报简历秀台秀出你的简历袁有专家
帮你指导浴 到简历秀台展示自我袁让好工作自动找上门浴 展示热线 贼
藻造
造
曾蚤
灶岳员远猿援
糟燥皂

毕业生要用实践经历为简历加分
今天袁酝蚤
造
贼
燥灶中英文简历工作
室穴
憎憎憎援
皂赠
糟
增
糟
增
援
糟
燥皂雪
的何老师为
我们带来了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毕
业生简历点评院
前几日正好有一个毕业生到
我们工作室咨询简历事宜袁我们认
为这份简历比较具有代表性袁所以
本期点评我们特别把其拿出来与
大家分享袁当然因为保密性袁我们
对人物信息和时间做了相应的处
理遥 简历的一部分如下院

实践经历
中央电视台索福瑞市场调查
员渊兼职冤
长虹新型电池推销员渊兼职冤
多次承担家教工作渊兼职冤
校园活动
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干事
噎噎

这是一份一页的简历袁其他部
分做得简单明了袁格式部分也比较
美观渊因为篇幅的问题袁我们做了
省略冤遥不过在我们看来袁这份简历
却有着一个毕业生简历的通病院对
自己的实践和校园活动部分描述
太少袁使得企业 匀砸不能很好的了
解自己遥
毕业生的实践或者说接触工
作的机会本来就是较少的遥 所以袁
对于毕业生来说袁每一次的实践或
者培训活动都需要有所重视遥可能
在当时的实践过程中袁并没有学习
到太多的东西袁不过你同样也可以
通过事后的总结学习袁使你的心得
收获跃然于纸上袁这也是一样能使
匀砸对你的简历有所青睐遥

我们在通过与这位同学进行
深入沟通后袁把她有的一些想法和
收获添加到了简历中来后袁使得整

份简历能更加丰富袁 更能让 匀砸
了解她的优势所在院
实践经历
兼职单位院中央电视台索福瑞
职位院市场调查员
职责描述院
员
援
通过电访尧邮寄问卷和街头
访问的方式对在京各国使领馆尧在
京办事处袁外企驻京机构及其他在
京生活的外籍人士用英语进行访
谈遥
圆
援
调查内容涉及到政治尧文化
等各个领域袁并调查其对央视英语
类节目的看法袁 调研结果成为
悦悦栽灾原怨国际频道节目调整尧改
版的重要依据遥
实习收获院进一步培养了出色
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
能力遥
兼职单位院长虹新型电池
职位院推销员
职责描述院

编读热线院员猿缘员缘怨远缘圆愿猿 耘原酝粤陨
蕴院扎澡葬燥曾蚤
灶早猿岳泽蚤
灶葬援
糟燥皂 更多资讯请登录厦门网 憎憎憎援
曾皂灶灶援
糟灶

员
援
经培训后袁在大中电器城参
加了长虹公司举办的周末市场促
销活动遥
圆
援为潜在顾客进行产品展示
和解说袁 协助主办者开展抽奖活
动袁吸引了上百名顾客的参与遥 并
组织人员发放了近 圆
园园
园张传单和
调查问卷袁并进行回收遥
实习收获院 锻炼了协作能力尧
责任意识和临场应变能力遥
噎噎
校园活动
担任职务院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干事
职责描述院
员
援协助会长组织策划各类公
益活动袁并通过宣传推广树立学校
的良好形象遥
圆
援
负责校内志愿者的选拔尧联
系及组织工作遥
收获院增强了组织沟通能力袁学
会团队合作袁策划水平得以体现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