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慢生活04 ·朋友圈
2019年11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 陈志刚 视觉 青泉
图编 张路 责校 宋美妮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遗 失 分 类

奉节县九盘河流域综合规划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奉节县九盘河流域综合规划范围为奉节县九盘河流域，

流域面积756km2，流域涉及奉节县所辖的冯坪乡、长安土家
族乡、兴隆镇、龙桥土家族乡、鹤峰乡等5个乡镇，其中，鹤峰
乡只涉及部分辖区（莲花社区、青杠村1组、2组）。流域开发
治理总体方案布局包括防洪减灾、城乡供水及农业灌溉、水
资源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目前，奉节县水利
局已经组织编制完成了《奉节县九盘河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报告书”）。现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报
告书》网络公示网址：http://cqfj.gov.cn/zwgk/news/
2019-11/719_127495.shtml。《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址：奉节
县水利局办公室。公众可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
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联系方式详见网络公示网址）。

奉节县水利局 2019年11月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西部现代物流园政务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500106068257961Y）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11月
22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马云 电话：65645406 2019年11月22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重庆乾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皇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我公司与翁明东于2019年11月12日达成《债权转让协
议》,依法转让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2017 )渝0110民初
10792号《民事调解书》所记载的泸州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
对重庆乾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皇玛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债权给债权受让方。

翁明东现已成为新债权人，享有上述已转让债权以及与
债权相关的权利。请你司(们)向翁明东(债权受让方)清偿全
部债务。特此通知
联系人电话: 13908366721
债权转让方:泸州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 2019年11月13日

遗失重庆左左歌舞团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
重庆观音桥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86463401，编号：6530-01624154，
账号：310021010900018042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市尖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5002333050162814)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6000万元减至4900万
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重庆鼎铖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4MA5U7DP81D）经
公司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减少到20
万，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持有效证
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2019年11月26日

债权转让公告
杨春（公民身份号码510212197901276118）、丁星（公

民身份号码510212198301133521）、吕良梅（公民身份号码
510225196508192484）、杨 富 万（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0212195210296110）、重庆万春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6671044557W)：

现我公司将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5）九法民初
字第07678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相关所有债权已于2019
年 11 月 22 日依法转让给张真真女士 ( 公民身份号码
41272619870924494x)，请向张真真女士履行上述付款义
务，此通知发出后立即生效。特此通知

通知人：富登小额贷款（重庆）有限公司九龙坡营销部
2019年11月2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兆祥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608EUX09）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注
册资本由6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
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重庆兆祥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2019年11月26日

重庆澳成物流有限公司渝D50772营运证500110080208遗失作废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A93025运证500110052110遗失作废
重庆恒邦物流有限公司渝BD0039营运证号500222090994遗失注销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凰镇社会保障服务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5001067842184450）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
11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周海明 联系电话：023-65605031
2019年11月25日

声 明
本人陶亚楠（身份证号500235199106165349）、本

人陈贤聪（身份证号500101199611064347）因身份证
丢失，被他人盗用并注册公司，公司名称分别为重庆一
支 梅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500112MA609UG430）、重庆轻衫侧帽服装批发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60A5MU1N），
对此两家公司所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与法律责任与本
人无关，特此登报声明！

声明人：陶亚楠、陈贤聪 2019年11月26日

食品易拉盖和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项目概况：项目名称：食品易拉盖和罐生产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重庆市万州区经济开发区高峰园区檬子、石梁片区
建设内容：拟建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9栋车间（其中包括
1#~6#为标注车间、包装印刷车间、制罐车间以及剪版车
间）、1栋办公楼、1栋生产辅助用房以及设备安装及环保设
施建设。主要产品为易拉盖、制罐及印铁。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全 文 获 取 连 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bSYcVEUExtQasGYD3AkNMQ（提取码trih），纸质版
查 阅 可 向 建 设 单 位 或 环 评 单 位 索 取（联 系 电 话
15608374373、023-62345801）
二、征求意见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意见表详见：https://pan.
baidu.com/s/1HdFXIMVKs4x6CmM7HxGEIA（提取码
0V6Y），也可直接联系建设单位无条件索取。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
信函或者到项目所在地，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
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提出意见期限和公示时间
2019年11月26日～2019年12月9日，共10个工作日。

左永红,身份证号：510213196610292427,遗失华润置地
（重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B1层B108b商铺Clarks
收据1张，收据编号00096926,记载金额￥5000（POS押
金），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机器法律后果由
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通 知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回龙湾分公司员工李忞

（1985.03），因你个人原因，于2019年11月15日至今，未在
我分公司报到上班，现书面通知11月29日下班前回分公司
报到，如逾期未归，将按公司相关规定（旷工）进行处理。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6日

遗失两江新区曙光孙璐食堂2017.01.04发《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
JY35001050009267和2017.12.19发两江新区曙
光孙璐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件正副本，
编号：JY35001050064663声明作废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千裕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曹乾礼申请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
通过邮寄和直接送达你单位，现依法公告送达渝九劳人仲
案字〔2019〕第1790号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
知书等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
日内。开庭时间为2020年2月11日9时20分。地点：重
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71号留学生创业园B1栋六楼本委1
号仲裁庭，联系电话：（023）61968946，经办仲裁员：胡
勇。如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1月26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拦漏虎防水技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陶俊才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仲
案字〔2019〕第2143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
10号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劳动
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基层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
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1月26日

遗失重庆赛摩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开具给刘修林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联)，代
码 150001922060 号 码
01102689、01102690作废

声 明
李洪涛（个体经营户 女 经营地址：重庆市大足区雍溪镇

团结路93号）与重庆市铜梁区仁和酒厂签订散酒2018年仁
和酒厂分销协议于2019年10月16日终止散酒仁和酒厂分
销协议合同。终止协议合同后，该店的散酒未在重庆市铜梁
区仁和酒厂进购，望广大消费者认知。今后所卖的散酒出现
任何质量问题均与重庆市铜梁区仁和酒厂无关。

重庆市铜梁区仁和酒厂

●遗失重庆天生药业有限公司颐生堂一门示部重庆市武隆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Da0300016作废●遗失重庆天生药业有限公司颐生堂五分店重庆市武隆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Da0300018作废●遗失重庆天生药业有限公司颐生堂四分店重庆市武隆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Da0300010作废

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公告
我单位现处置2008年购置 红旗CA7204MT2轿

车 车牌号:渝D11059，有需要的单位及个人请带上相
关有效证件来我们公司办理手续，联系人:杨老师 023-
68409899公告有效期自刊登日起45个工作日

●遗失2016.12.15核发的重庆优坦学生托管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G4F4Q声明作废●遗失两江新区若行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公
章壹枚(编号5001141098396)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11月27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马应凤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YNNUY4R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莫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0114626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忆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税号500105696581148）
外经证1个，江地税外证（2015）118号，声明作废●遗失2018.5.16核发的重庆聚扬汇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X2MJ8Y声明作废●遗失双桥经开区明亮门窗加工厂公章壹
枚，编号500111100364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远硕档案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06816680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随购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8711969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黄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226304930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渝镜幕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
执，编号50011220190312045，声明作废●盛浩扬建筑起重信号工逾A032017033351遗失作废●重庆花舞网吧遗失重庆万达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据，编号00001525履约保证金，金额21622.06元，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1月5日核发的重庆维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0121698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维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国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8059895320），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05989532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爱肯拿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000MA602QMR0B）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1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永川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003832100124）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1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渝西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5003831800151）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
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 2019年11月2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庞官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9320427919E）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
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1月26日
●遗失2012年6月11日核发的重庆德渝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龙溪镇松
桥路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300044374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德渝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龙溪镇松桥路分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12597997527），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597997527）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镇卫生院遗失门诊医药费专用
收据第一二联号码：089295832、089294242遗失门诊医
药费专用收据第一二三联号码：090315859-090315966，
090315972-090315999遗失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第一二
三联号码：001752433-0017525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务实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43203256723）成
员大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45日之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市荣昌区青苔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XELCU12)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开州区树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5YMX5E3F）股
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至15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丰都县胜翔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GD1113营运证
500230006767渝GD0518营运证500230002259声明
作废。聚升公司渝BY8883营运证500110055397遗
失。重庆耀佳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U3059营运证遗
失。綦江县旭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R6512营运证
遗失。重庆稳途物流有限公司渝 D2293 挂营运证
500381024576 渝 D70115 营运证 500381021251 遗
失。玖顺公司渝BV1255营运证500110038898遗失
作废。李杰车辆渝CB2123营运证500381007849遗失
作废。李志强车辆渝CB2528营运证500381008515
遗失作废。宇晟公司渝B2377挂营运证遗失作废。渝
运集团公司渝D75548 营运证 500103033006 遗失。
万 事 达 公 司 渝 BQ1355 营 运 证 500110099390 渝
BN8676 营运证 500110078674 遗失。展平公司渝
BS1975营运证500110018966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百康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0MA5U7N0K83)股东会决定，现
将原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至1600万元。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9年11月26日

●齐文成遗失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装修保证金
收据,收据号131563222921167476,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重庆南江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050001900105,发票号码01722146,声明作废●巴区南林檬食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15001130052012，声明作废●遗失曾瑶江身份证：50010819970902171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坛湘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9月4日核发九龙坡区香味十足烧烤城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602M666N作废●重庆鑫融运输有限公司渝BQ9370、渝BR1919、
渝BR2001、渝BR1232车辆营运证申请作废注销。●遗失重庆泽昱臻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57103650）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丹妮酒店餐饮服务许可证正副本
渝餐证字2016-500109-000712作废●遗失重庆市万盛区容凤土鸡养殖场（微型企
业）税务登记证副本500110565648664作废●遗失巴南万鑫合作营业厅一联式机打普通发票代码
150001540078号码05640073、05640074、05640075作废●遗失重庆蜀州化工厂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122073568作废●褚伟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070209032作废●遗失陈群食品经营许可证JY25001030108515副本作废●重庆覃家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收据4份，编
号0007420、0007419、0007418、0007417作废●重庆稳当物流有限公司渝D83162营运证500110102267遗失●遗失邹圣轩从业资格证500115003000800594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编号:建字第500106201900035，声明作废●遗失铜梁区学士文印社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500224600113151声明作废●遗失2019.10.23核发的重庆德斯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KT364A声明作废●重庆亮珠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桃源路分公司遗失建行重庆南城支行开
户许可证,账号50001073800050205911核准号J6530045278101声明作废●遗失吉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1127027543声明作废

普顺至砚台公路（龙溪河产业快速路）改建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
垫江县兴垫交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拟在垫江建设普

顺至砚台公路（龙溪河产业快速路）改建工程，工程全长
57.289km，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双向两车道，设计车速
60km/h，路基宽度8m。项目已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对该征求意见稿
进行公示，以征求项目区公众有关项目环境影响的相关意
见，有效期为即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公众可登陆以下网站
查阅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纸质报告可电话
联系查阅），并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发表意见建议。
网址：http://www.cqsdj.gov.cn/zfxx/ggxx/2019-11/208057.html
联系方式：谢工，023-74618017，邮箱：541222483@qq.com
通讯地址：垫江县桂阳街道明月二路215号10幢2层

垫江县兴垫交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传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226MA5U380T9L）股东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康思嘉）“最美家庭”都有些什么感人
故事？日前，璧山区大兴镇妇联举办了“最
美家庭”故事分享会，给寒冷的冬天增加了
些许温暖。

据介绍，今年5月，大兴镇妇联联合该
镇宣传办公室一起开展了“最美家庭”评
选，并在推荐的14户家庭中评出了4户“最
美家庭”。为了号召更多的家庭获得“最
美”称号，大兴镇妇联在评选的基础上开展

了“最美家庭”故事分享会的活动。
在分享会上，“最美家庭”的代表与大家

分享了他们家庭生活中的点滴故事。他们
平凡质朴的语言,展现出了人性的光辉。璧
山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以“最美家
庭”故事分享会为契机，传播文明家风，凝聚
向上向善的道德能量，引导广大群众当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美
德的传承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更加
生动鲜活的形式扎根千家万户。

璧山妇联举行“最美家庭”故事分享会
供销服务能力的提升在供销综合改革与

“三社”的有效融合发展，“三社”融合发展的
基础在供销基层体系建设。为此，荣昌区供
销社不断强化供销基层体系建设，不断提升
供销服务能力。

一是改造提升基层供销社，增强服务能
力。对经营服务能力较强的供销社，按照有资
产、有能人、有产业、有制度“四有”标准进行示
范社建设，对没有实际开展经营服务活动的吴
家、河包、直升、古昌基层社，按照开放办社、“三

社”融合发展的思路，进行股份转移。
二是加强综合服务社建设，增强服务能

力。发动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等共同参与合作共建农村综合服务社
35个，建成星级综合服务社10个。

三是发展和改造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强
服务能力。按照“示范社”标准规范发展农民
专业合作社35个，注重引导与贫困户利益联
结，并对“空壳社”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荣昌区强化供销基层体系建设，提升供销服务能力

职业规划要清晰
在职场，什么样的求职者能入HR的法

眼？来自重庆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的常兆瑞做
了13年HR，阅过的简历数十万份，可谓阅人
无数。在他看来，对应届生而言，清晰的职业规
划比自身资质更重要。

“我们其实不看重求职者在这两年里干了
什么，有哪些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对方是否
有清晰的职业规划则很重要。比如，有没有对
下一份工作有清晰的思考，未来想做什么。”常
兆瑞建议求职者求职不要迷茫，首先捋一捋自
己的思路，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正确认识再
去寻找心仪的岗位。

简历细节要真实
对阅“人”（这里指的是简历）数十万的

HR来说，一张简历纸上，哪怕是角落的信息
都逃不过他们的双眼。比如两段工作经历的
时间，简历中和口头表述有几天的误差，都能
瞬间被识别。

“其实，在求职中有空档期是很正常的，比
如求职者可能有三段工作经历，其中一段只有
短暂的两三个月时间，但却模糊处理，‘巧妙’划
入另外两份工作的时间段。”常兆瑞称，或许求
职者有所顾虑，担心自己频繁跳槽不太好，或者
两三月是否证明自己试用期没过……在HR眼
里，这些都不是事儿，真实最重要。

“如果HR主动发现这个空档期再来谈，就
有些尴尬了。”常兆瑞说。

能力资源能否迁移
今天在地产，明天跳电器行业……常兆瑞

告诉记者，在招聘中，他们会高度警惕频繁跨界
的求职者。“人才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积淀。有些
8到10年或者更久工作经历的求职者在求职
中会把自己的跨界当做资本，但我们不一定这
么看。”常兆瑞告诉记者，如果跨界只是平调，或
者仅仅是经历岗位的不同，而没有自身能力、资
源等“迁移优势”，这样的求职者反而给招聘方
留下浮躁、个人能力有问题，或者职业规划不清
晰的印象。

阅人无数的HR教你

简历这样写
随着社会的发展，职场人员

流动率越来越高。每个人都会
面临找工作时的困惑，尤其是简
历投递后如石沉大海，自信心很
受打击。那么，怎样做才会让自
己获得HR的青睐？昨日，第三
届西博会重头戏之一的“2019
西部HR能力大赛”决赛在重庆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16
位HR同台竞技，展示HR的专
业风采。 支招 写简历10大技巧

◀
比
赛
现
场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 摄影报道

简历千百种，核心内
容无外乎个人信息、教育
背景、工作经历、技术技
能、求职岗位以及个人评
价等，这些信息一页纸即
可，超过两页很可能被招
聘方淘汰。即便未与招聘
方当面对话，但简历中每
个细节都在说话。当天，
记者采访了多位 HR大
咖，他们梳理出10大简历
细节，看看它们会透露什
么信息。

善用表格绘制 用表格绘制简历的人往往
会受到招聘方青睐，因为招聘方会认为你
比较有条理。
招聘截止前再发一份 简历发出后如果没
有回音，在离招聘截止前5到10天内，再发
一份相同简历。这种做法可取，透露给对
方的信息是：你比较稳重踏实。
投递结束前电话咨询 短时间内发送多份相
同简历，透露给对方的信息是，求职人自信心
不够。正确做法：一，发送一遍即可；二，参照
上一条。若不放心，在离投递结束前3天打电话
咨询结果。
只字不提薪水并不好 薪水从侧面反映一个人的
工作能力，只字不提，对方会认为你能力不足。正
确做法是，结合求职岗位下浮20%写出薪水要求。
莫要求薪水不低于×元 对方会根据你填写的经历
来推测你的能力。如果推测你确有能力，会给你面试
机会，同时对你的期望很高。如面试表现不满意，会踢你
出局，认为你自负。正确做法是，把薪水金额写成一段区间
值，比如5000-7000元，给自己留点余地。
准备针对性版本 把内容相同的简历多处投送，说明求职
人粗心，没有目标和规划。正确做法是，有针对性修改简
历，有针对性投递。根据求职方向、求职领域，多设计几个
简历模板。
写清楚实习就职单位 对方会结合你的具体经历，判断你
的信息是否真实。不填写具体单位，会认为你还没离职。
跳槽其实很常见，但会给对方一种不太安全的感觉。正确
做法是，突出你的能力、在过去工作中的业绩，是一种不错
的弥补方式。
普通职位也要真实填写 简历中只写以前工作或实习过的
部门，不写职位，对方会认为你的信息模糊，没有求职经历
或忽悠人。正确做法是，哪怕你曾经的职位很普通，也要真
实写上去，在其他信息中突出优势。
频繁跳槽原因很重要 将各种工作经历写进简历，对方可
能会觉得你阅历多、有能力，也可能会认为你不太安分，缺
乏忠诚度。正确做法是，选择几个重要的跳槽经历并写明
原因，比如因为结婚、搬家、方便照顾家人等。毕竟，家庭生
活也是重要一面。
尽量不用数字表达以前业绩 类似“曾为公司挽回损失×
万元”的描述，给对方的初步印象是，你比较有能力，但过于
强调个人作用，缺少团队协作能力。正确做法是，突出自我
能力的同时，给团队留些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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