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了度娘后， 大家的生活的确是方便

了不少，因为什么都可以“搜”到。这不，在

如今的简历中， 大家的性格和风格还真类

似。咱们HR也不是盖的，阅过万千简历的

他们，早就发现了这其中的猫腻，70%的被

调查企业HR表示， 由于现在的自我评价

大多使用模板，“有些千篇一律的感觉，能

够得到的有效信息不多。”

是什么样的自我评价让HR们如此失

望，甚至绝望呢？记者随机点开几份简历找

到自我介绍一项，果不其然，其中的一些用

词还真是令人“咋舌”。一位23岁的毕业生

的自我评价里，有这样几句话：愿意以谦虚

态度赞扬接纳优越者和权威者， 自信但不

自负，平易近人。有的简历甚至在自我评价

中写出了“祝贵公司蒸蒸日上”的话语。

“兴趣广泛”“喜欢读书”“热情积极”

“充满激情”等内容，则是HR们最想无视

的信息。HR最看重的是可具化的评价及

介绍，而非宽泛的形象词。因此在对简历中

的无效信息调查中，83家企业选择了 “宽

泛的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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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的简历总是石沉大海？怎样写简历最容易找到工作？

大数据告诉你

企业最看重“踏实” 你却没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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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赶集网90后饭碗

报告》数据来源于赶集网

每日近千万用户访问积累

的平台数据，包括职位数、

简历数及流量供需比等；

通过在线问卷的调查方法

采集一手数据， 由北京大

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进

行数据分析与研究撰写。

调查自2014年4月1日至6

月30日，历时三个月，共回

收来自全国各地355158份

有效问卷， 覆盖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68个大中

小城市， 受访人群涵盖各

个学历水平， 全面展现

2014年应届毕业生的就业

状况。

2，成都商报联合智联

招聘对200余份应届生简

历的梳理、对100家成都企

业的调查

赶集网数据显示，应届生求职市场从年后的2月份开始

持续升温，在2月下旬达到90万份左右的峰值，这一求职热

潮一直持续到3月下旬。 可见，2014年的2-3月是应届生求

职的高峰时期。然而这一阶段用人单位却反应平平，从4月

开始，企业的人才需求逐渐增加，招聘发帖量稳定增长，且

越临近毕业招聘需求越大，到5月份仍呈现上涨的趋势。从

上半年的整体情况看， 应届生找工作的最佳时期应该是

4-5月份。而在之前两个月盲目地“随大流”找工作可能适

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更惨烈的求职竞争。

数据来源：《赶集网

90

后饭碗报告

》

为什么你投的简历总是石沉大海，为什么找工作总是屡屡碰壁？也许你不知道，你可能走入了简历撰写的误区！

由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研究撰写的《赶集网90后饭碗报告》、成都商报联合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几乎60%企

业的HR在一份简历上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1分钟。如何能在这1分钟内抓住企业的眼球，获取面试的机会，简历至关重要。

可是调查发现，企业最为看重的“稳定性、踏实”，在今年应届生的简历中却很难看到。“兴趣广泛、热情、积极”等企业

HR最“无视”的自我介绍却被屡屡提及。

六成简历

被浏览时间在1分钟内

他们为什么选择离职

97名离职者中，主动辞职占71%

� � � �更令人咋舌的是，这200份简历中，已经有101份简历

在目前状态栏一项中，没有选择“应届毕业生”，而是选择

“离职”。我们对标注为“离职”的101份简历进行了回访，

有97位接受了回访。其中，69位求职者选择主动离职，在97

名离职者中占71%；23位求职者是将实习结束未能留下视

为“离职”，占到23.7%；还有5位是一直未就业。

企业最看重的“稳定性”

简历中却没人写

数据来源：《赶集网

90

后饭碗报告》 数据来源：

200

份应届生简历 制图 余进

94%的企业看重团队协作

仅10%企业关注外语能力

数据来源：

100

家成都企业

网络游戏《枪神纪》被一款名为“钓

鱼岛”的非法游戏辅助软件盯上了。游戏

外挂软件通过删除、修改、增加、干扰游戏

公司的服务器数据，实现游戏中人物透视、

自动瞄准等游戏本身不自带的功能。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温江公安分局获悉， 王某

等3人因销售外挂软件获利，已被警方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今年6月，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到温江公安分局报案， 称该公司研发

的一款《枪神纪》网络游戏服务器数据

被他人使用计算机软件非法篡改， 严重

影响了其公司网络运营工作。“在一款游

戏辅助语音聊天软件的聊天室中， 有外

挂软件的广告！”民警称，通过广告中的

联系方式，警方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6

月19日，温江警方在重庆、昆明将3人全

部挡获归案。

民警在抓获王某时， 从他的移动硬盘

中找到一个程序源代码。 外挂软件是不是

他编写的？王某予以否认。昨日，成都商报

记者在看守所内见到了29岁的王某， 他有

一对双胞胎儿子， 目前才1岁多。“我不晓

得是犯罪！”王某称，外挂软件是一名网友

给他销售的，他又把“销售权”转包给了杨

某、何某二人，通过吃差价获利。“把软件

发给客户，确定购买就找上家拿授权码！”

王某说，外挂软件放在淘宝网上销售，分月

卡、季卡、半年卡和年卡，售价从180-600

元不等。

王某说，卖一个外挂出去，提供外挂的

上家拿60%-70%，剩余部分他与杨某、何某

平分。做了大约2个月，王某自称获利1万余

元。“王某无法说清楚给他提供软件的上

家是谁！”对于王某的供述，民警仍在进行

调查。

“外挂与电脑病毒侵入其他软件的方

式是类似的！”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即使是

销售外挂软件， 获利达到5000元也构成犯

罪。目前，王某等3人因涉嫌提供侵入、非法

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工具罪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称，该案涉案金额高

达30余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实习生 孙敏

他们为什么找到工作

168人中，51人找到工作

在这200份简历中，成都商报记者对168位求职者进行回

访，其中找到工作51人，50人在简历里用上“责任心”，43位有

实习或者工作经历，“踏实”共出现了32次，占62.75%。未找到

工作117人，“踏实”仅出现14次，占11.97%。

HR最讨厌

哪种自我评价？

兴趣广泛、喜欢读书、热情积极

就业是否看爹

父母对工作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会左

右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2014年应届生就

业情况调查显示， 应届生毕业之后的工

作意向与父母的工作性质高度相关，此

次调查数据可以明确地显示， 应届生就

业的选择基本全看“爹”，父母是做什么

的， 基本上孩子在毕业之后也会优先考

虑这类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实习生 彭何 曹

雅倩 白柳 综合报道

相关链接

网上倒卖网游外挂

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孩子上课打瞌睡，成绩一落千丈，

就连考试时都还能睡着！“孩子可能患

上了发作性睡病！”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医学中心

了解到，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极为罕见

的疾病，但今年暑期，因此病来就诊的

小孩达到了20例。其中一天，更是有7

名小孩来看病！

家长忧心

成绩考最后一名

孩子考试都能睡着

“从小学5年级开始，白天就爱打

瞌睡了。”今年17岁的阳阳（化名）读

高一，在华西睡眠医学中心就诊。谈到

儿子的病情，阳阳父亲如是告诉医生，

小学时阳阳上课睡觉的情况还不算严

重，但到了初三、高一，学习成绩明显

下降。起初，阳阳还能排在年级前几十

名， 可后来慢慢下降至年级200多名，

到最后竟考到了班上最后一名。

“初中一次考试， 在考场上睡着

了。” 医生从阳阳父亲的讲述中获悉，

他接到过老师的电话， 称阳阳上课老

趴在课桌上打瞌睡。而作为家长，他也

曾经疑惑过，孩子晚上作息比较正常，

为什么白天这么爱睡觉？ 因为对学习

影响大，他也曾带阳阳就医，这才意识

到阳阳白天打瞌睡可能是一种病症。

当时，医生开了药，最初服药时效果不

错，但到了后来，阳阳白天又开始打瞌

睡了。

医生了解到，除上课睡觉，阳阳站

着也能睡着， 一次阳阳骑车时瞌睡来

了， 他竟然下车靠着车子睡了10多分

钟。此外，有那么一两次，阳阳突然情

绪激动，躺在地上大笑，笑完后阳阳表

示腿脚很是乏力。

医生吃惊

本是罕见病

一天7个孩子来看此病

“这是发作性睡病。”在华西睡眠

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孙元锋看来， 这种

病不影响智力， 发病率是万分之二左

右，一般8~25岁的人易患病，小孩患病

的几率较小。通常，因为平时孩子要上

课，一些家长会在暑期带孩子来就诊。

“往年暑期来就诊的孩子并不多

见，但今年暑期竟然达到了20例，大多

数的孩子年龄在7~14岁。”对于就诊孩

子的增加，孙元锋也感到惊讶。

发作性睡病的病因是什么？ 孙元

锋表示，此病的原因尚在研究中。来此

就诊的小孩， 医生会对其进行昼夜的

睡眠监测， 判断其是否因晚上睡眠质

量不好，或是其他疾病导致的打瞌睡。

病症表现

除了打瞌睡

醒来还会短暂动不了

“一般患此病的孩子，晚上都和

正常人一样睡觉，白天爱打瞌睡。”孙

元锋说，一些孩子在睡醒后，也会突

然动不了。这种动不了的时间时长时

短，有时几分钟就恢复了。此外，有时

孩子的情绪会突然激动起来，大哭或

是大笑，情绪恢复后他们会感觉到腿

脚乏力。

“确诊后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缓解

白天打瞌睡症状。”孙元锋称，如果孩

子的成绩下降厉害， 并爱在上课时打

瞌睡， 家长不能一味地责怪孩子上课

没用心，一定要引起重视，带孩子及时

就诊。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找工作时间很重要

应届生找工作

四五月是最佳时期

爱打瞌睡是病，得治！

罕见的发作性睡病 华西医生最多一天看了7例

私信@成都商报 讲述身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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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是如何看简历的？ 企业又最看重什么？ 我们又是如何写简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