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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因 人 而 异

脱 贫 攻 坚关键词

“脱贫攻坚对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发
展的深刻影响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
市场的，一个是非市场的。”高勇在主题
演讲中首先从市场角度出发，阐述了人
力资源机构和脱贫攻坚的相互关系。

“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市场潜能巨大，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可进一步加强与贫困
地区扶贫部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对
接，从而促进企业盈利发展。然而，站
在非市场的角度，我认为人力资源企业
除了股东回报，还要承载它的社会责
任。因为人力资源产业能走到今天，除

了国际化、市场化的影响，还和政府的
支持密不可分。有政府型的采购支撑，
人力资源各个产品线、各个链条才得以
做起来。”

高勇以自己公司为例，分享了人力
资源企业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此外，
高勇认为，如何从贫困地区的角度出发
引进更多人才，如何更多地把贫困地区
的人才输出，都是未来人力资源机构需
要关注的领域，希望有更多人力资源企
业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在助力脱贫
攻坚中发挥更大作用。

科锐国际董事长高勇：

助力脱贫攻坚人力资源服务大有可为

数 字 化 转 型关键词

“数字化能够改变当今人们的工作
方式。”朱锦华首先公布了普华永道的
一组调研报告，他介绍，有30%的高风
险工作将会在2030年完全被数字化、
信息化取代，在55%的人担心数字化
会使工作岗位减少的同时，有79%的
CEO担心员工缺乏核心技能。

“数据化、信息化的转型，其实是一
次革命。”朱锦华认为，转型没有一步到
位的，企业必须同日新月异的科技一同

发展升级，这不但要求企业立即行动、
最终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飞跃，更要在这
一过程中以人为本为员工投资，帮助他
们提升核心技能和创新能力，从而为企
业带来更多价值。

“因为数据化、信息化的出现，员工
可能会对自己的未来担心。所以，如果
企业已经有一个数字化转型的计划，应
该及时跟员工沟通，让员工配合公司的
发展。”朱锦华说。

普华永道全球派遣服务中国主管合伙人朱锦华：

数字化时代更需提升员工核心技能

第三届中国·重庆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举行

近悦远来 重庆人力资源市场供需两旺潜力大
本报讯 11月 26日，以“开发人

资蓝海、引领西部未来”为主题的第三
届中国·重庆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
（以下简称“西博会”）在重庆悦来国际
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西博会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中国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管委会主办。大会汇集了行业资深专
家、业界精英和企业领袖，重点围绕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与行业人力资源服务
两大方向，研讨人力资源服务业面临的
新机遇、新挑战，探索人力资源服务业

发展的新路径，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会议为期两天，共吸引
4000余人参会。

来自市人力社保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底，重庆共有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1680家，年产值300多亿元，
人力资源市场供需两旺，产业发展潜
力巨大。

已连续三届参会的杰成人力资源
集团总经理乔聪玲表示，西博会的举
办，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搭建了很好的
宣传交流平台。

王林以一场主题为《人力资源服务
业与产业经济深度融合》的演讲，拉开
主会场论坛观点碰撞的序幕。他说，人
力资源工作者是能为中国企业发展提
供弹药支撑的关键。

“当今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
局’的大背景下。”王林开门见山地说，
人力资源管理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找到新聚焦点成为目前人力资源管
理的重中之重。而为企业找到合适的
人才并帮助其融入企业，是人力资源机
构工作的关键所在。

王林根据人才的各种特点进行了

类型的归纳，并就什么类型的人才适合
什么类型的企业进行了一一分析。他
说，首先，要将常规型人才匹配到需要
工匠精神的企业里；其次，将探索型人
才应用至以产业链生产为核心的企业
里，如“一带一路”这样的大格局项目中；
第三，探索型加常规型人才具有善学习、
懂政策、高情商的特点，可以从事军民融
合、国企混改等相关行业；最后，对开创
颠覆型技术的企业则需要探索型加艺
术型方面的人才匹配。总而言之，人力
资源工作者，需要懂得如何为不同特点
的行业，匹配不同职业性向的人才。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王林：

为企业匹配具有不同职业性向的人才

本报讯 11月 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第三
届中国·重庆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以下简
称“西博会”）上获悉，2019西部HR能力大赛决
赛于11月 25日在中国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举行，16名HR同台竞技，决出了一、二、三等
奖。

据了解，该赛事是西博会的“重头戏”之一，大
赛自10月8日启动报名以来，吸引了全国用人企

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校大学生以及机关事业
单位HR从业人员共计12000余名选手参赛。经
过初赛、复赛、网络投票、决赛等环节的激烈角逐，
最终16名选手脱颖而出，获得了本次大赛的各类
大奖。

本次HR能力大赛为全国首创，比拼内容涵盖
人力资源管理各个方面，如招聘、人才培养、培训、
薪酬设计等，为全市乃至全国HR提供了一个专
业、权威的展示平台。

全国首个 HR 能力大赛举行
为全国HR提供专业、权威展示平台

本报讯 11月26日，在第三届中国·重庆西
部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上，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
《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报告（2019）》。报告显
示，2018年，全市人力资源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
服务产品日渐丰富，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人力资源
市场化配置程度不断提高，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市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达到1680家，同比增长17.89%，全市人力
资源服务业从业人员 2.46 万人，同比增长
10.31%。2018年，全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营业总
收入达307亿元，同比增长15.4%，总量处于西部
地区前列。

在产业集聚效应方面，2018年，中国重庆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实现营业收入58.55亿元，同比增
长86.7%；帮助实现就业和流动人数38.18万人，

同比增长1.34倍。据统计，产业园共入驻企业86
家，其中人力资源服务企业63家，各类配套企业
23家，服务业态涵盖人员招聘、人事代理、服务外
包、猎头、薪酬设计、管理咨询、人力资源大数据运
用等，初步形成了全业态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链。

报告指出，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面临挑
战。一是服务产品有待丰富，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二是行业认知度有待提升，服务需求有待挖掘;三
是扶持政策有待优化，监管服务有待加强。

市人力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
强顶层设计，研究编制“十四五”时期人力资源服
务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引导、带动行业发展。

《重庆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报告（2019）》发布

年营收307亿元 位居西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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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完美简历的 10大“秘诀”
在西博会现场，各行各业的HR云集。他们眼中，什么

样的简历才能获得青睐？对此，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

HR，一起来看看他们眼中打造一份完美简历的“秘诀”。

（本版稿件由记者黄乔、周尤，实习生饶桐语采写）

嘉宾观点

现场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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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历发出后如果没有回音，在离截止招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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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们认为正确做
法是：发送一遍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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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水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人的工作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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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要求薪水不低于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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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普通的职位也要真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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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给团队留些笔墨

类似“我曾为公司挽回损失xx万元”的描述，
给对方的初步印象是，你比较有能力，但存在风
险。任何一项损失的挽回，都是团队集体努力的
结果，过于强调个人作用，可能让对方认为你缺少
团队协作能力。正确做法是，突出自我能力同时，
给团队留些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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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1月27日12：00－2019年12月17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
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
进行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23-63628117。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56

19157

二、工业类

序号

土地位置

渝北区两路组团G分区G45-1-1/03号宗地

渝北区人和组团B、N分区B31-3/03（部分）号宗地

土地位置

用途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用途

土地面积
（㎡）
16659

41555

产业类别

总计容建筑面积
（㎡）
≤33318
≤41555

土地面积
（㎡）

最大建筑密度

≤35%
按规划要求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绿地率

≥20%
按规划要求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10029

7607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备注

备注

G19061

G19062

G19063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61-G19063三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江北区唐家沱组团E分区E18-1-2/05号（部分1）宗地

江北区唐家沱组团E分区E18-1-2/05号（部分3）宗地

巴南区界石组团D分区D22-1/01（部分二）号宗地

一类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制造

工业机器人制造

纸板容器制造（不涉
及造纸）

13317

23109

66866

0.7≤容积率≤1.5

0.7≤容积率≤1.5

0.8≤容积率≤1.5

≥5000

≥5000

≥6990

≥10000

≥10000

≥12000

706

1225

2508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江北区生态环境局《关
于港城工业园区A片区唐家沱组团E分区
E18-1-2/05号部分地块（1）拟出让环保意
见的复函》（江北环函〔2019〕76号）。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江北区生态环境局《关
于港城工业园区A片区唐家沱组团E分区
E18-1-2/05号部分地块（3）拟出让环保意
见的复函》（江北环函〔2019〕78号）。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关
于界石组团D分区D22-1/01（部分）宗地公
示出让环保要求的复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