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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离职原因

求职者小陈告诉记者，他在跳

槽时，屡屡被面试官问“上一份工

作的离职原因” 。

小陈吐槽道，连马云都说员工

的离职原因无非两点：1、钱没给到

位；2、心受委屈了。 归根到底就是

工作干得不爽。 “我觉得面试官心

里其实也都知道， 偏偏大家还要

‘道貌岸然’ 地找一些借口来撑场

面，多累啊！ ”

对这类问题，贵阳市人力资源

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们常说，

面试在回答离职原因时要尽量避

开说上家的坏话、人际关系、薪水

等方面。 因为即便这些离职原因很

真实，却也会让你扣分。 说老东家

坏话、不良人际关系只能说明你在

处理社会关系方面的能力有所欠

缺，也缺乏团队合作的能力；而最

实在的“钱太少” 不能作为离职原

因的理由则是：它可以成为离职的

一方面原因，却不能是主要原因。

问题二：自我介绍

对于面试，求职者晨旭感到困

惑的是：很多面试一上来就是干巴

巴的“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 虽然

说这是个经典面试问题，但面试官

毫无表情地就让面试者这样讲述，

未免显得太枯燥，求职者回答起来

也没劲。

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

认为，面试官问这个问题的真实目

的：首先，核对你简历上的信息，重

要的是你应当在叙述过程中补足

简历中“留了一手” 而你想突出的

部分；其次，考验你的表达能力，如

果推销自己都结结巴巴，推销公司

的产品和服务， 你又怎么能胜任

呢？ 其实也无需用过于花哨华丽的

开场白表忠心，开门见山地叙述自

己的工作经验，把自己的工作经历

和对方岗位的关键要求匹配起来

就可以了。

问题三：你有什么缺点

袁少华告诉记者，他经常在面

试时被问优缺点。 在他看来，优点

就算了，问缺点叫人怎么回答？ 又

不能真的和面试官掏心掏肺，做自

我分析。 要不然等自己说完了缺

点，面试官就该欢送离开了吧。 但

如果随便回答的话，这个问题又有

什么意义呢？

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

说，这道面试题与“你最失败的经

历是什么” 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实

问题的重点并不是面试官想知道

你有什么缺点，他真正想知道的是

你的成熟度、对自己的判断和学习

改进的能力。 在谈论自己缺点的时

候，不要只停留在缺点本身，把重

点放在自己如何克服缺点的决心

和行动上才是比较正确的答题思

路。

问题四：工作经历

“说说你过去的工作经历吧。 ”

这……我不都写在简历上了！ ” 、

“可以提供一下你以前公司的方案

吗？ ” 、“你们公司在这个项目上安

排几个人？ 人员分别是如何安排工

作的？ ”……李路说，虽然自己是要

跳槽， 可涉及到公司内部信息，出

于保密和谨慎，她并不愿意告诉任

何人。

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

说，老练的面试官会在求职者叙述

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追问，来考察

求职者过去的工作经历、业绩的真

实性。 即便是你的性格较为内向，

也请不要忘记描述在以往的工作

经历中最得意的项目和业绩。 只

是，请不要过于夸大，把别人的功

劳也揽在自己的身上。 此外，不要

忘了点出自己有很强的团队协调

能力。

问题五：有何打算

张潇潇最烦的就是被问“如果

你被录用后有什么打算” ，她说，每

当这时， 自己内心的潜台词总是

“难道不是该我问公司你们录用我

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 在张潇潇看

来，这类问题对于了解一个人并没

有什么帮助。

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

告诉记者，这个问题主要考察应聘

者对新工作的计划性。 面试官问这

个问题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你的模

拟述职，了解你做事的计划性和逻

辑性， 以及你对岗位的熟识程度。

你可以先问问这个岗位主要考核

些什么，然后根据考核目标说出自

己的计划。 这个问题的回答不用太

过详细，只要根据自己的工作内容

和工作性质有条理地说出大致的步

骤就可以了。如果面试官持续追问，

你可以如此表示：“对于新工作，我

目前只是有一些大致的想法，具体

展开还要看我到岗后的实际情

况。 ”

问题六：兴趣爱好

肖晓对于面试的困惑是总被问

及自己的兴趣爱好，“你是追星族

吗？喜欢哪国的明星？最近在追什么

剧？”“我是不是追星族跟我的工作

有半毛钱关系！ 难道喜欢看英剧的

就比看韩剧的高大上吗？ ”

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说

道，面试官一般会在面试的最开头

或者最后问这个问题。 在面试的开

头问这个问题是为了调节紧张的面

试气氛，在面试的最后问这个问题

是为了侧面了解一下求职者的个

性。 面试官会通过应聘者的兴趣爱

好来判断其价值观是否与企业文化

契合，能否很好地融入工作团队。

本报记者 段筠

找工作，不要打没有准备的仗：

求职面试时 最怕问这些问题

“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谈谈你的优缺点” 、“你打算

怎么开展工作”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找工作，都要

过面试这一关， 面对公司领导或 HR 各种问题的狂轰滥炸，

很多人都疲于应付，特别是一些刁钻的问题，更是让人不知

所措。对于求职者来说，有些问题经常会被问到，但很多人又

非常不喜欢。 本期就业指南，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在找工作之前的很多年里，我

们都处于学习的状态。 刚步入职

场， 有的人认为可以不用再学习

了。 但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学无止

境，如果不学习会被人赶超，会被

快速发展的时代抛弃，工作后仍然

需要学习。 但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

信息，工作任务繁多、复杂，每天在

工作之余想要学习，却不知道需要

学什么？又该如何学习？对此，记者

采访了某公司的人力主管张先生

和该公司的优秀员工李女士，请他

们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和学习方法。

“大家在工作后学习的内容可

以从三个方面———行业、 公司、自

我来选择。 ” 张先生建议大学习的

内容要根据实际情况、自身情况来

选择。 首先可以根据行业未来趋势

学习。 如果你选择了自己所在的行

业， 并愿意作为自己未来的事业，

那么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很重要。 在

学习的过程中， 可以开阔你的眼

界，增长你的见识，也可以为目前

的工作打开思路。 其次可以从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着手学习。 当我们开

始工作时，会觉得自己掌握的知识

和技能不够用，但是又不知道改补

充哪些知识和技能，那么最好的就

是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着手，一个

知识点解答之后，带动整个有关这

方面的知识。

张先生表示，还可以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职业规划来学习。 工作几

年之后，大家逐渐形成了自己清晰

的职业规划， 不管是做哪份工作，

都要做好准备。 对管理感兴趣的

人，可以考 MBA，可以学习系统的

管理方面的课程，也可以自己买相

关方面的书， 打好这方面的基础。

一心钻研技术的人，可以一门心思

地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可以根据自

己的规划，学习相关方面的专业知

识。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

一点特长来增添生活的趣味，比如

书法、绘画等。

“其实学习的方式多种多样，

只要有学习的想法就会抽出时间

来学习。 像自己看书、报培训班等

等都是各式各样的学习方式。 ” 优

秀员工李女士向大家介绍她使用

过的几种学习方式。

李女士说，大家可以利用公司

这个平台学习。 公司会有内部的培

训方式，组织培训或者送员工去进

修，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很多人会觉得每次公司开的学习

会都很烦，但是其实是学习的绝佳

机会，自己平时忙没有时间，完全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补充知识。

另外，也可以利用公司这个平

台接触一些人员，为自己的工作和

生活铺路。

李女士称，报名参加培训班来

学习也是一条途径。 在想学习一些

技术性的知识时，大家可以选择参

加培训班，有老师教导，可以更好

地掌握。 如果没有时间也可以选择

参加网络培训班，既能灵活安排自

己的时间， 也能学习知识和技能。

同时可以通过看书学习。 书本是学

习知识的最直接的来源，现在网络

的快速发展，可以选择通过网络来

看书学习，即方便也能利用碎片化

的时间。 在看书时需要沉下心来多

看多思考，这样会学习到许多知识

和思想。 本报记者 孙征康

学无止境 工作后该如何安排学习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就业规模不断

扩大。2017年末，我国城乡就业人员

总量达到 77640 万人，比 1978 年增

加 37488 万人，增长 93%；城镇就业

人员总量达到 42462 万人， 比 1978

年增加 32948万人，增长 346%。

同时， 失业率长期保持较低水

平。报告显示，上世纪从八十年代中

期到世纪末， 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

保持在 3.1%以下， 部分时期一度处

于 2%左右的低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

来， 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维持在

4.3%至 4%之间的较低水平，2017 年

降至 3.9%，是时隔 15年后再次降到

4%以下。

此外，工资收入快速增长。 2017

年，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达到 74318 元，1979 年至 2017

年年均增长率达到 13.1%；扣除物价

因素， 比 1978年实际增长 16.7 倍，

年均实际增长 7.6%。

报告显示， 企业用工进一步规

范。国家先后针对工时制度、加班费

等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超时用

工现象得到缓解。据初步测算，2017

年城镇各类企业就业人员中周平均

工作时间在 40 小时及以下的比例

为 52%， 比 2012 年上升 4 个百分

点； 超过 40 小时的比例由 2012 年

的 52%下降至 48%， 下降 4 个百分

点。 据新华社

我国就业规模扩大 总量达 7.764 亿人

本期《人才周刊》，岗位仍

以呼叫岗位居多，但也有少量办

公文员、 送货员等传统岗位出

现， 月薪水平虽然普遍不高，但

不少企业提供优厚的福利待遇。

本期人才周刊，安邦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需求车险客户

经理 100 人，本科 3400 元 / 月 +

五险一金 + 业绩提成，大专 2800

元 / 月 + 五险一金 + 业绩提成、

本科实习生 120 元 / 天，专科实

习生 100 元 / 天，福利：带薪培

训 + 提供住宿 + 激励方案 + 周

末双休 + 节假日福利 + 每年体

检。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需求月休六天客服专员 50

名,月薪 3500 元以上，提供免费

住宿和员工餐， 宿舍有空调、洗

衣机、无线网、床、私人柜子等，

全部免费， 不收取任何费用；交

五险一金等。

其他岗位方面，世纪恒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还需求前端工

程师， 月薪 5000-15000 元；net

后台开发人， 月薪 5000-15000

元 ；Java 开发工程师 ， 月薪

5000-15000 元；项目主管，月薪

6000-9000 元； 产品助理月薪

5000-15000元。

贵阳润康食品饮料有限责

任公司诚聘直销部副经理、业务

员、送货员。 本报记者 陈问菩

薪水虽不高

福利还不错

上周，《人才周刊》收到近百

名求职者的求职电话， 大型企业

受到不少求职者的信赖和关注。

贵阳吉利发动机有限公司是

吉利集团下属子公司， 可以提供

丰厚的待遇 + 良好的职业发展

平台 + 五险一金 + 餐补 + 住房

补贴 + 话补 + 定期体检、节日福

利、 员工生日会、 员工购车优惠

等。 该公司需求培训与发展主管

/ 专员、 人力资源合伙伙伴

（HRBP）、 人 力 资 源 规 划 岗

（COE）、接待岗（英语）、商务岗

（采购方向）、后勤管理、档案管

理、保卫等。 一周时间 12 人电话

咨询，7人面试。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需求车险客户经理 100 人，本

科 3400 元 / 月 + 五险一金 + 业

绩提成，大专 2800 元 / 月 + 五险

一金 + 业绩提成、 本科实习生

120 元 / 天，专科实习生 100 元 /

天，福利：带薪培训 +提供住宿 +

激励方案 + 周末双休 + 节假日

福利 +每年体检。 一周时间 5人

电话咨询。 本报记者 陈问菩

大型企业

受关注度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