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眼又到了招聘热季转眼又到了招聘热季，，好多小伙伴开始找好多小伙伴开始找
工作了工作了，，但是投出去的简历犹如石沉大海但是投出去的简历犹如石沉大海，，完完
全没有回应全没有回应，，为什么别人的简历可以得到面试为什么别人的简历可以得到面试
机会机会，，而你的却无人回应呢而你的却无人回应呢？？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一份好的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一份好的
简历简历。。

一份好的简历一份好的简历，，只有两个目的只有两个目的：：一是拿到一是拿到
面试面试，，二是在面试时有谈薪资的资本二是在面试时有谈薪资的资本。。

标准的简历样式很简单标准的简历样式很简单，，只有只有44块内容块内容，，包包
括教育背景括教育背景、、专业技能专业技能、、实习经历实习经历、、项目经验项目经验。。

教育背景教育背景：：这个不需多解释这个不需多解释，，只要把大学只要把大学
教育经历写上就可以教育经历写上就可以，，例如专业例如专业、、毕业时间等毕业时间等
等基础信息等基础信息；；随着经验的增长随着经验的增长，，学历就变得不学历就变得不
再那么重要了再那么重要了，，所以对于工作所以对于工作 55年以上的求职年以上的求职
者来说者来说，，也可以把教育背景放在最后一个也可以把教育背景放在最后一个。。

专业技能专业技能：：对于一些从事技术研发类工作对于一些从事技术研发类工作
的人非常重要的人非常重要，，技能是敲门砖技能是敲门砖，，一定要写清楚一定要写清楚，，
建议根据心仪职位的招聘要求填写建议根据心仪职位的招聘要求填写，，把工作需把工作需
要的重要技能写在前面要的重要技能写在前面，，基础技能往后填写基础技能往后填写，，
如果有证书及专利优先体现如果有证书及专利优先体现，，让让HRHR一眼看到一眼看到
重点重点。。

项目经验项目经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大部大部
分面试都是从项目经历开始提问的分面试都是从项目经历开始提问的，，具体该怎具体该怎
么写呢么写呢？？这里推荐这里推荐 44个原则个原则：：在什么情况下做在什么情况下做
的这个项目的这个项目，，为什么做这个项目为什么做这个项目；；具体做的什具体做的什
么内容么内容；；你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做的；；结果如何结果如何，，这部分最好这部分最好
用数字来量化用数字来量化，，展现项目成果展现项目成果。。

每个项目都按照这个思路来写每个项目都按照这个思路来写，，逻辑清逻辑清
楚楚，，这会大大提高面试的成功率这会大大提高面试的成功率；；现场面试时现场面试时，，
可以将自己的项目经历做成可以将自己的项目经历做成 PPTPPT打印出来附打印出来附
在简历后面在简历后面，，这样面试时候这样面试时候，，可以对着可以对着 PPTPPT来来
讲解讲解，，效果会更好效果会更好。。

实习经历实习经历：：这个基本只有应届生会用到这个基本只有应届生会用到，，
如果实习有项目经历如果实习有项目经历，，可以按照上边可以按照上边 44个原则个原则
填写填写；；没有项目没有项目，，可以添加一些在学校的获奖可以添加一些在学校的获奖
情况等情况等。。

最后最后，，一定要针对不同职位准备不同的简一定要针对不同职位准备不同的简
历历，，因为大部分企业要招的因为大部分企业要招的，，不是不是““最优秀最优秀””的的
人人，，而是而是““最合适最合适””的人的人。。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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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两个月，临近试用期
结束，却被公司告知自己不胜任
工作，无法转正。这样的场景对
于新入职的职工并不少见。公司
这样做是否合理合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
定，员工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需要支付
经济补偿。

因此，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辞退
员工，需要证明员工不符合录用条
件。据一位金融公司的人力资源负
责人介绍说，用人单位在招录用员
工时应该首先向员工明确录用条件

是什么，然后还要明示考核依据和
考核办法，实施具体的考核行为，这
样才能充分证明员工是否符合录用
条件。“必须有双方认可的考核方
式，而不是任由用人单位解释员工
试用期是否符合录用条件。”

法律界人士认为，根据相关
条款，意味着公司在试用期内不
可以任意解雇员工。如果用人单
位违法解除与试用期员工之间的
劳动关系，应该支付劳动者赔偿
金；如果用人单位除依据不符合
录用条件之外的合法理由解除
的，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
金。 （知乎）

经合组织（OECD）14日发
布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
为 6.8%，环比持平。同期，韩国
失业率为 5.4%，环比上升 0.9个
百分点，创下 1999年 10月以来
的最高纪录。

受疫情影响，经合组织成
员国平均失业率去年 4月飙升
至 8.8%，之后逐渐下降。美国
去年 4月的失业率高达 14.8%，
今年1月降至6.3%。

与此相反，韩国失业率从去
年 9月以来一直上升。尽管韩
国失业率在经合组织27个成员
国中排名第18，但是从年龄段来
看，1月韩国青年（15至24岁）失
业率高于美国（11.2%），在 25个
国家中排第15位。

按性别看，韩国男女失业
率分别为 4.9%和 6.1%，差距高
达 1.2个百分点，高于经合组织
平均值（0.4个百分点）。

（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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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失业率环比升0.9%

创21年来最高值

咖啡，时尚与

文化的代名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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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职场社交平台“脉脉”的数据显示，
今年2月在脉脉平台上的人才活跃度整体较
去年同比增长46.9%。新经济下多个领域均
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其中通讯行业人才活跃
度同比增长超过45%，领跑其他各行业；新医
疗健康行业人才活跃度同比增长紧随其后。

“到手的钱”更被看重
职场“短期主义”占上风

向“钱”看、向厚赚，是职场人的一句调
侃，在一部分人眼中，到手的真金白银，比有
待兑现的“钱”途更加重要。

脉脉《人才流动与迁徙2021》报告中的调
研结果显示，在影响职场人择业选择的种种
因素中，按照重要性排序，“薪资收入”排名第
一，其次是“个人发展提升机会”。在“向钱
看”还是向“前（前途）看”的较量中，前者更胜
一筹。位居第三的为“稳定性”，即“不随意裁
员，不会突然失业等”。

细分来看，基层和中层员工对薪资收入
尤为看重，高层则把个人发展提升机会放在
第一位 。

同样是“银子”，妥妥到手的钱，比靠拼才

会赢的钱，更具诱惑力。在“高底薪和高奖
金，哪个更吸引人？”的问题中，62%受访者投
票给“高底薪”，远多于选择“高奖金”的24%。

仅15%受访者不接受降薪跳槽
较去年更为宽容

2021年，职场人对降薪跳槽的容忍度继
续上升。面对热爱的岗位，18%的受访者直接
说“行啊”；60%表示“降幅小会去，降幅大就不
会去。”这意味着，今年有78%的职场人对于降
薪跳槽是“可接受”的态度，高于去年的 64%。
2021年，有 15%的人选择“不接受”降薪跳槽，
而2020年2月所做的调研中，说“NO”的职场
人为25%。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降薪跳槽的容忍度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00后的职场人中，有65%
的受访者“视降幅而定”；而70后做此选择的仅
有39%。显然，生活的负担和疲惫的身体让职
场中年们无法不讲实际，去追寻诗和远方。

正确识别“钱途”或“前途”
专家建议跳槽前提前了解职场真相

在脉脉职场专家看来，从职场人择业选

择的几组数据来看，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职
场人对于短期利益更加重视；对奖金以及未
来前景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更为强烈，导
致在做职业选择时，对于确定性的短期回报
更为看重，也是希望能跳槽不踩坑。

随着“金三银四”求职招聘旺季的到来，
脉脉职场专家建议职场人通过提前了解真实
的职场信息，做到跳槽不踩坑，更加高效地转
换跑道。

除了解信息之外，专家建议，职场人在跳
槽前与行业内人士建立联系，了解行业趋势、
企业信息等，甚至寻求内推帮助，更加高效地
进行职业选择。

脉脉职场专家建议称，在择业时向钱
看、注重到手的真金白银固然重要，但从长
远发展和个人品牌增值角度来看，向前看、
进入一个有前途、前景的行业和公司，才是
长期主义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跳槽之前提
前了解真实的职场信息，避免短期化、简单
化决策，是在努力之外，于职场中不断进阶
的必要行动，有助于职场人稳中求“金”，拥
有更好的钱途与前途。

（潇湘晨报）

对降薪跳槽容忍度上升

职场人择业心态较去年更趋求稳
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和减

税降费政策红利的落地，餐饮美
容、商超卖场等企业逐步恢复发
展，拉动消费回升和经济发展，同
时带动招聘与求职需求提升。3月
15日，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生活
服务业就业数据。数据显示，2021
年 2月，生活服务业企业招聘需求
环比上升 25.2%，求职投递需求表
现为同比、环比双上升。美容师、
足疗师、按摩师为求职热门职业
TOP3，其中按摩师平均支付月薪
为11307元。

求职方面，数据显示，2021年2
月，生活服务业招聘需求环比上升
25.2%，求职投递次数表现为同比、环
比双上升，环比增速明显，将近
65%。这表明今年在各地积极响应

“就地过年”的倡议下，生活服务业作
为保障人们衣食住行的关键性行业，
招聘求职需求两旺。生活服务业在
每年3月份和9月为招聘高峰，求职
投递高峰出现在3—4月和7月。

从城市活跃度上来看，2021年
2 月，生活服务业招聘活跃城市

TOP10分别为重庆、成都、深圳、上
海、西安、广州、长沙、北京、杭州、
太原。

数据显示，2021年 2月，保姆、
足疗师、美容师、按摩师、发型师为
生活服务业招聘活跃度前五名的
职位，其中保姆不仅招聘需求同比
增速最快，其平均支付月薪同比增
速也最快，为15.52%，达到9251元，
说明学生放寒假叠加春节时期保
姆需求量较大，雇主或通过提高薪
资吸引求职者。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享受生活、健康生活的意识也逐
渐提升，足疗保健、美容按摩行业
快速发展。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
布的生活服务业数据显示，足疗
师、按摩师已经成为求职者争相投
递的岗位，求职投递同比增速均在
40%以上；其中按摩师平均支付月
薪为 11307元，足疗师平均支付月
薪也在 10000元以上。此外，除足
疗师、按摩师外，美容师、发型师、
美 甲 师 也 跻 身 求 职 热 门 职 业
TOP5。 （砍柴网）

什么是生活服务业求职大热门？
美容师、足疗师、按摩师为TOP3

近日，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
了女性职场人求职大数据。2021
年 1、2月份，女性求职同比均为上
升趋势，分别增长 7.01%和 10.01%；
从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业成吸纳
女性求职者主要阵地；在年龄分布
上，95后占比最高为28.7%，偏好护
士/护理、教师/助教和幼教相关职
位；近 52%的求职者期望薪资在
5000元以上。

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0 年女性求职投递同比上升
8.23%；2021年1、2月女性求职同比
均为上升趋势，分别增长 7.01%和
10.01%。从月度求职趋势上看，每
年 3月和 7月是求职高峰，春节过
后的就业季和高校毕业季，将有大
批女性求职者涌进人才市场。

从求职城市活跃度来看，2021
年，女性求职热门城市分别为北
京、成都、深圳、重庆、上海、广州、
长沙、武汉、杭州、西安。

数据显示，2021年，女性求职热
门TOP5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制造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2020年女性在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求职投递同
比上升最快，增速25.38%，其次在制
造业同比增速也较快，超过13%。

从具体职位来看，2021 年，女
性求职热门TOP10职位分别是文
员、普工、店员/营业员、服务员、收
银员、前台/总机/接待、会计/会计
师、淘宝客服、教师/助教、保洁。
2020年女性在普工求职投递同比
上升最快，增速超过80%，其次为保
洁，同比增速 45%左右，店员/营业
员同比增速达26.12%。

学历和工作经验是求职的两
大法宝。数据显示，2020年女性求
职者中，大专学历者占比最高为
27.81%；具备1—3年或3—5年工作
经验的求职者占比均在 20%以上。
在期望薪资方面，50%以上女性求
职者期望薪资在5000元以上，期望
薪资12000元以上的达20.59%。

在女性求职者的年龄分布上，
80和 90后占比均在 20%以上。此
外从 80 后到 00 后，女性求职者的
求职偏好也从传统职业向知识型、
技能型岗位转移。 （金融界）

文员、普工成女性求职热门

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6岁及以上）已经
超过六成，位居世界第一，远高于世界其他各
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平均水平（48.5%）。前程
无忧对13个大行业的职场女性进行工作压力
调查及访谈显示，55.2%的受访未婚女性认为

“结婚或生育会影响个人的职业上升”，这个比
例在已婚女性中达到41.4%。工作与家庭的平
衡依然是职场女性首要的焦虑来源。

职场版“男耕女织”，办公室里女性多

51job.com数据显示，男女性存在较为明
显的职业倾向差异。从行业分布来看，职场
女性在互联网/电子商务、医疗/制药、教育/
培训/院校、快速消费品等行业从业基数占比
较高，而男性在能源/化工/原材料、机械制
造/电气、交通/物流/运输等行业的劳动参与
率则明显高于女性。

从岗位分布来看，虽然近年来，尤其是90
后新生代，女性开始涌入高级/专业技能、产
品、管理等岗位，但多数职场女性在选择岗位
时仍倾向行政、运营、市场等岗位。近年来大
火的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相关岗位为例，诸如

图像识别、架构师、AI智能等岗位的从业女性
仅约2成左右。

不愿为工作或者婚姻委屈自己

“30+”正是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但也恰
逢女性的婚育高峰期。据统计，2019年我国初
婚年龄大约为25—26岁，城市人口达到27岁。

本次调查显示，超半数的受访女性表示曾
在应聘过程中被问及结婚或生育情况，未婚女
性求职者最常被问及“未来1—3年内是否考虑
结婚”，而已婚女性求职者则会被问及“未来几
年是否有生育计划”。在一线岗位中，女性求
职就业中感觉到“性别劣势”并不多（11.7%），
但是在管理岗位的应聘和晋升中，由于产假期
间企业不得裁员、减薪、停缴社保，女性感觉到
性别不公的比例高达56.7%。

在 26—30岁和 31—35岁的受访女性，无
论是否婚育都感受到浓浓的焦虑和压力——
不结婚会被认为“性格有所缺失”。而已婚育
的女性在家庭中职责要求往往大于职场，特别
是在孩子教育方面，63.2%的已婚女性感觉心
力交瘁且成果不佳。但即便如此，仍有44.0%

的女性表示不会在工作和家庭中做取舍，不愿
意为满足家人或上司要求而委屈自己。

寻求更平等的职业晋升和职场资源

超过半数女性表示，数字化转型让女性
在职场上更缺乏话语权。近 8成的受访女性
认为，由于大量前端、重复性的工作由女性承
担，在被自动化替代的过程中，女性可能会首
当其冲。

分别有41.4%、40.8%和40.6%的受访女性
表示，相比同级别男性同事“升职缓慢或没有
升职希望”“工作上的职权更少”和“更缺乏上
司和高级主管的支持”。

调查发现，近8成的受访女性所在公司中
高层管理者（总监及以上）男性居多。部分工
作年限 5—10年的女性在访谈中表示，“职场
前三年的菜鸟期，男女之间并无太大区别。
但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3—5年、5—10年以
上工作年限的男性在晋升方面更容易获得先
机”。同时，超过60%的女性表示，虽然对升职
并没有强烈愿望，但是在一个岗位“久而不
动”被裁员的风险会很高。 （搜狐网）

过半受访未婚女性认为

结婚生育会影响职业上升

2021年春节后全面复工的第
二周，就业市场上的招聘职位和求
职人才持续增长，求职人数增长更
快，求职竞争渐趋激烈。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21年春
招市场行情周报。

近6成感觉竞争激烈

当被问及节后开工所在企业
的人员流动情况时，31.5%的受访
者回答“人员流失严重”，17.4%表
示团队人员换血，11%表示成功纳
新，扩大团队。

从求职者端来看，第二周调研
中，57.4%的求职者表示“竞争更激
烈，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25.6%
认为和往年差不多，仅有 17%的受
访求职者表示疫情恢复后市场回
暖，对找工作进展充满信心。

互联网/电子商务、房地产/建
筑/建材/工程仍是节后招聘需求
最高的行业，招聘需求规模分别占
11.8%、11.7%。中小学课程辅导一
职上升四个名次跻身招聘需求
TOP20职业。

应届生招聘需求同比增长

节后第二周，应届生招聘职
位数同比增速 121.1%，高于全平
台 10.9 个百分点，企业纷纷开放
更多岗位机会以吸收新鲜血液；
同时，随着考研成绩公布，更多应
届生流向就业市场，同时间内应
届生求职行为更为踊跃，求职人
数同比增速 143.1%，远超全平台
的 106.6%。

在招聘需求最高的前 20个职
业中，销售类岗位为大学毕业生开
放岗位多，销售顾问一职招聘需求
独大，其应届生招聘职位数占比

25.8%，并且比该行业在整体招聘
市场的职位数占比高出 11.4%，而
房地产交易以 6.3%的招聘职位数
占比排在其后。

在更青睐应届生人才的岗位
中，管培生/储备干部招聘需求占
3.7%，高出总体 2.7%；中小学课程
辅导、教务管理等岗位随教培行业
的火爆，也在积极进行更多青年人
才储备。

不过，79.1%的应届生表示竞
争更激烈，难以找到合适工作，这
一占比高于社招群体。具体到求
职困难点，应届生认为首先是缺乏
岗位相关实习或工作经历，占比
85.3%，其次是缺乏岗位要求专业
技能，占比 48.5%，学历偏低、毕业
院校普通等因素也占4成左右。

平均招聘薪酬小幅抬头

节后第二周，全国平均招聘薪
酬有所提升，由第一周的 8993元/
月环比增长2.1%至9186元/月。可
见随着春招的全面开展，越来越多
优质岗位进入市场，拉动整体招聘
薪酬上涨。

从行业角度看，位于排名前列
的基金/证券/期货/投资和网络游
戏行业与上一周名次保持一致，在
节后第二周的平均招聘薪酬分别
达到 12540 元/月与 10999 元/月。
此外，专业服务/咨询（财会/法律/
人力资源等）行业以 2.7%的增速新
晋上榜。

全国38个核心城市中，平均招
聘薪酬最高且过万元的仍是北京
（12137 元/月）、上 海（11628 元/
月）、深 圳（10850 元/月）、杭 州
（10230元/月），较上一周均有小幅
上涨。 （腾讯网）

节后第二周平均招聘月薪小幅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