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日，在广汽三菱整车装
备车间一隅，一辆辆新车正驶入
出厂前最后一道工序———整车
品质检测。

“我们的生产都已标准化，
能确保出厂品质。” 正在检测工
位抽查的高涛微笑地告诉记者，
现在只要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
操作， 就能确保产品的出厂品
质。然而能实现这些，高涛功不
可没。

“那时我们面临新车型质量
问题多、品质管理与技术资料缺
乏、人员配备不足等诸多难题。”
回想6年前广汽三菱刚成立时的
境遇，高涛仍记忆犹新。2004年，
科班出身的他正式进入汽车制
造领域，在生产一线岗位上积淀
8年后， 成为广汽三菱整车品质
科品质负责人，并主动挑起了整
车品质的生产准备和品质熟成
工作。

“在紧张的日程下， 汇总了
近2000条品质安定表项目。”在
领导眼里，高涛是个典型的工科
男，话不多但做事踏实，在品质
检测尚未标准化时，利用班后和
春节假期编制并审核《整车检查

基准书》 等品质指导文件近千
份。而同事眼里的高涛，以身作
则，经常加班至深夜，“即便在放
高温假、 车间温度接近40℃时，
仍能看到他在里面埋头攻克技
术难关”。

在长达半年高强度的工作
中，高涛和团队终于实现了公司
首款新车型的按期保质SOP（量
产）。 而他自己却在最终品确会
当天躺进了医院，“医生说是过
度疲劳”。

过去一年，广汽三菱实现全
年销量121133台，同比增幅高达
93%。 在J.D.Power亚太公司发
布的2017中国新车质量研究报
告中， 广汽三菱以100分的成绩
跻身日系三甲。而高涛也先后被
评为 “广汽三菱创业先锋”、“湖
南省优秀质量工作者”、 长沙市
经开区“创业之星”。

在汽车制造业坚守14年的
高涛， 如今已进入不惑之年，面
对公司的成绩与自己获得的荣
誉，他表示“很幸福”。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黄姿 郑志 曾婉妍

春节过后， 新一波招聘
高峰到来， 求职者跃跃欲试。
为了在求职竞争中脱颖而出，
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制作精
美的简历、锻炼谈吐、置办求
职行头……许多求职者花重
金“包装”自己。那么这些求职
准备是否正是企业所需呢？

连日来， 记者采访多场
招聘会发现，在招聘过程中，
部分招聘企业与求职者之
间，产生了一些认知“分歧”。

分歧1：简历

刘沫是湘潭大学广播电
视新闻学专业的应届毕业
生，在她看来，求职简历必须
要详尽且不失针对性。此外，
记者了解到， 许多求职者尤
其是大学生求职者制作的简
历充满了“设计感”和“色彩
感”，更有大学生运用二维码
扫描向面试官展示自己的
H5电子简历。

“我不喜欢厚简历，没时
间看， 最好不要超过一页。”
香港九龙仓集团长沙国金中
心招聘负责人朱新程告诉记
者，他看一份简历快的话3秒
钟，慢的话5到7秒钟，简历上
最重要的内容应该包括：毕
业于哪所学校， 做过什么工
作；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是
否有过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其实，我非常希望应聘者能
在简历中写明， 你的离职原
因以及你本次求职意向。但
遗憾的是， 我在大多数人的
简历中， 并没有看到这方面
的内容，哪怕只有一句。”

分歧2：仪表和谈吐

“着装什么的都是些‘面

子’工程，不用太在意，把‘里
子’ 修炼好才是最关键的。”
李国明1989年毕业于西北工
业大学工程力学专业， 从事
建筑工程行业近30年的他想
找一份总工程师的工作。他
的条件符合大多数相关企业
的招聘需求， 因此显得很有
信心。至于穿着打扮等，他则
毫不在意， 穿了一身休闲装
和运动鞋便来到招聘会场。

江西宏伟环境治理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
长王家华告诉记者， 他在招
聘时确实会留意求职者的穿
着，并不是说一定要穿正装，
但是一定要穿得干净整洁，
包括很多女性求职者可以适
当化淡妆。 总之仪表仪容要
展现出一个人的精气神。

分歧3：面试准备

宋宜辉之前在深圳从事
信息管理相关工作将近3年
了， 对于求职面试他有一套
自己的“心得”。“我认为面试
过程中， 多是对自己之前工
作内容的提问， 比如遇到某
些难题如何应对等较为专业
性的问题。”

美联国际教育人力资源
负责人王先生说， 在对求职
者进行面试时， 他们通常会
问：“你对我们公司了解多
少？”“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
司？”“我们公司的哪一方面
吸引了你？”因此，作为求职
者，提前做好相关“预习”，做
到心中有数， 对未来的工作
能有所思考， 在面试时被提
问也可对答如流， 这样求职
成功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杜冰清

本报3月10日讯 今日，由省
林业厅和岳阳市政府主办的
“2018湖南护鸟飞” 行动启动仪
式在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举行，拉开全省各市州及
县市区“2018湖南护鸟飞”行动
序幕。本次活动以“携手保护鸟
类，共建生态湖南”主题，通过组
织开展“进校入村（社）宣教行
动”、“志愿者护飞行动”等活动，
进一步杜绝猎鸟、打鸟的社会陋
习，为迁徙鸟类保驾护航。

建立了38个候鸟保护站

我省位于“东亚-澳大利亚”
候鸟迁徙线路上，洞庭湖是候鸟
重要的栖息地和越冬地。候鸟秋
季由北往南迁徙，途经湖南的时
间段集中在9月初至11月底，持
续约3个月；春季由南往北迁徙，
主要发生在3月中旬至5月中旬，
持续两个月左右， 主要沿着武
陵、雪峰、罗霄山脉三条线路迁
徙。目前我省已确定的重要迁徙
通道主要位于桂东、炎陵、新邵、
新化、蓝山、隆回等地，已在千年
鸟道和洞庭湖区建立了38个候
鸟保护站，迁徙和栖息季节派人
24小时值守进行巡护值守。最近
5年， 湖南为保护千年鸟道上的
候鸟做了大量工作，保护候鸟成
效明显。

据悉， 我省共有鸟类近500

种， 占全国鸟类种数的三分之
一，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1
种，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3种。
2017年冬季，洞庭湖越冬候鸟达
到22万多只，增加了4万多只。

将组13支志愿者队伍

“2018湖南护鸟飞” 行动为
期60天（3月10日-5月10日，即
候鸟迁飞时间）。 活动将深入学
校、社区、乡村等场所，开展普法
宣传和鸟类科普宣传咨询；对候
鸟繁殖地、越冬地、迁飞停歇地、
迁徙通道和集群活动区进行野
外巡护和宣传活动，沿途深入湿
地及林区，拆除鸟网，开展打击
破坏鸟类资源的违法行为。同
时，根据我省候鸟迁徙通道和栖
息地的分布规律，组织志愿者组
成13支“护鸟飞”队伍在东洞庭
湖、西洞庭湖、南洞庭湖及炎陵、
桂东、新邵、隆回、新宁、城步、蓝
山、道县、新化、通道等地候鸟迁
徙地区，配合当地林业部门开展
“护鸟飞”行动。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
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司长杨
超表示，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启动
护鸟飞活动，为全国的野生动植
物保护工作树立了榜样， 未来，
护鸟飞工作将以常态化形式推
广至全国。
■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申福春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今日从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
解到，今年，株洲将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5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1.25万人。

2017年，株洲市新增城镇就
业5.22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1.43万人。今年，该市将推进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就业创业
工作的重点之一。 同时， 将开展
“农创株洲”工程，开辟农民工创
业绿色通道， 为农民工创业提供
金融支持、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记者 李永亮

本报3月10日讯 近日，长沙
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
罪批准逮捕了两起采取新型诈骗
方法骗取财物、 造成恶劣后果的
电信诈骗团伙，共计74名犯罪嫌
疑人。

2017年6月以来，犯罪嫌疑人
林某等人组建广州某商品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通过网络方式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冒充风水大师、算命
大师等，利用迷信心理、虚构理由
骗取钱财。经初步调查，被骗人员
达到上万人次，诈骗金额达数百万
元。现该案55人被依法批准逮捕。

2017年11月以来，犯罪嫌疑
人朱某等19人， 冒充经济分析
师， 利用手机微信向不特定的多
数社会人发布虚假信息， 诱骗他
人在虚假的投资平台上投资、买
卖外汇进行网络诈骗， 致使广大
受害人遭受重大财产损失， 该案
19人全部被依法批准逮捕。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彭鹏 罗小红 刘乐

14年如一日，守护造车品质

高涛：有了奋斗的苦才能体
会幸福的甜，有了奋斗的艰辛才
能理解幸福的来之不易。奋斗是
新时代的主题，在奋斗的新时代，
我充满幸福。

简历越厚越好？行头越贵越好？谈吐越不凡越好？
别光顾着找工作，应聘技巧你都懂吗

74名电信诈骗嫌疑人
被批捕

株洲今年将新增
城镇就业5万人

3月8日，求职者在招聘会上选择岗位。当天，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举办“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近百
家企业提供了2000多个岗位，75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易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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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护清网，让北归候鸟一路畅通
我省启动“2018护鸟飞”行动，为期60天 将组建13支志愿者队伍分赴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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