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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JPG格式照片*

曾用名名*

英文名拼音名*

出生地点

籍贯* 婚姻状况*国籍(地区)*

民族* 宗教信仰 是否毕业生入职*

户口类型* 户口所在地*

政治面貌* 加入日期

特长信息

加入工会日期参加工作日期

健康状况 健康说明

家庭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否是是否有独生子女证

招聘渠道*

身份类别 工人 干部

姓*

出生日期*

拼音姓*

性别*

加入集团部室或利润中心日期 加入华润集团日期

证件信息*

国家/地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否是是否首选

国家/地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否是是否首选

地址信息*

地址类型* 省

详细地址*

邮编市

地址类型* 省

详细地址*

邮编市

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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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日期 毕业日期 教育形式

学校 其他学校名称

学历* 学历编号学位 学位编号

国家/地区

第一专业大类 第一专业类别 第一专业

第二专业大类
第二专业第二专业类别

是 否是否最高学历*

第一专业描述

第二专业描述

以前工作经历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单位名称

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最后职务 是否相关经历

国家/地区 单位所在省 单位所在城市 离职原因

最后月薪 货币类型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单位名称

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最后职务 是否相关经历

国家/地区 单位所在省 单位所在城市 离职原因

最后月薪 货币类型

家庭成员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单位类型 职业/职务

设为紧急联系人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单位类型 职业/职务

设为紧急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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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联系人*

姓名*与本人关系* 是 否是否主要联系人*

首选联系电话* 其他联系电话其他电话类型

语言证书

语言*

证书颁发日期*证书名称*

备注

阅读能力 口头表达能力 写作能力

分数

职称

专业*专业类别 职称等级*

发证日期* 证书号码 证书到期日期

备注

职称类型*

职称名称

专业*专业类别 职称等级*

发证日期* 证书号码 证书到期日期

备注

职称类型*

职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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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日期：

声明：1、凡本登记表所需填报之资料皆属实，且本人并无隐瞒不报。
               2、在上述有关资料发生变化时，本人将及时通知人力资源部。

员工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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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独生子女证
身份类别
证件信息*
是否首选
地址信息*
学习经历*
是否最高学历*
以前工作经历
家庭成员
紧急联系人*
是否主要联系人*
语言证书
职称
填报日期：
声明：1、凡本登记表所需填报之资料皆属实，且本人并无隐瞒不报。
               2、在上述有关资料发生变化时，本人将及时通知人力资源部。
员工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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