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田的简历
(更新于 2014-07-01，点击此处查看英文简历)

工作年限： 八年

学

位：

联系电话： (86)186 1008 2615

电子邮件：

本科（西安科技大学）
jervis.yutian@qq.com

关 键 词： 项目管理、敏捷开发、Web 系统开发、桌面开发、C#、ASP.NET、PHP、SEO
应聘方向
求职行业： 互联网、计算机软件
应聘职位： PM、Team Leader、高级软件工程师
求职地点： 北京市
到岗时间： 面议
薪资要求： 面议

工作经历
2014-03-now

龙湖集团
所属行业：房地产
公司介绍：龙湖地产 1993 年创建于重庆，发展于全国，是一家专注
产品和服务品质的专业地产公司，业务涉及地产开发、商业运营和物
业服务三大领域。2009 年，龙湖地产有限公司（股份代码：960）
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截至目前，集团拥有雇员 10000 余人，业
务遍布中国西部、环渤海、长三角、华南和华中 21 个城市，累计已
开发项目超过 100 个，建筑面积超过 2000 万平方米，待开发土地储
备约 3949 余万平方米，年销售额突破 481 亿元人民币，经营规模和
综合实力居中国房地产行业领先地位。
信息主管
工作职责：
1. 负责集团物业收费系统开发和运维工作，确保系统支撑全国 150
多个物业项目的日常运转。
2. 负责微信生活平台业务的财务接口工作，确保集团可以从财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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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新业务单元。

2012/08-2014-02：

雅虎北京全球研发中心(on site)
所属行业：互联网·电子商务
公司介绍：雅虎北京全球研发中心成立于 2009 年 6 月，是由美国雅
虎公司全权负责运营的研发机构。作为雅虎全球创新引擎，雅虎北京
全球研发中心致力于为雅虎公司的全球业务提供面向未来的创新技
术、一流产品和卓越的开发平台。其四大研发方向分别为科学驱动的
个性化、广告、移动和云计算。在雅虎公司现有的研发体系及未来发
展蓝图中都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用源自中国的智慧帮助雅虎公
司为全球的 8 亿用户提供最佳的产品体验。
软件工程师
主要职责：制定 WBS，和印度 dev team 和美国 marketplace 沟通，
参与需求功能开发，协助测试和上线。

2011/12—2012/08： 文思创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互联网·电子商务
公司介绍：文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纽交所上市代码：VIT）成立于
1995 年，是一家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及在中国居领先地位的离岸软
件开发公司之一。文思是第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中国软件服
务外包企业。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统计, 以 2007 年销售额衡量,
文思信息技术在为欧美市场提供离岸软件开发行业中位居中国第一。
Team Lead
主要职责： 负责与客户沟通产品需求和定期提交，制定工作计划并
分配给 team。因项目是 Offshore 的，鉴于特殊的情况，制定了系列
工作流程，包括源代码管理流程、打包部署流程和质量保证流程。
2008/11—2011/12： Ancestry.com
所属行业：互联网·电子商务
公司介绍：Ancestry.com Inc., formerly The Generations Network, is
a publicly traded Internet company (NASDAQ: ACOM) bas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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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o, Utah, USA, that is the largest for-profit genealogy company
in the world. It runs a network of genea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cord
websites focused on the U.S. and nine foreign countries, develops
and markets genealogical software, and offers a wide array of
genealogical related services.
IT 软件工程师
主要职责：网站产品 www.jiapu.com 开发和功能维护、手机产品服
务器端 API 开发、开发和维护国际产品的中文版（重在消除文化差
异、处理产品功能诧异、优化性能）、独立于国际产品服务的新产品
研发、数据迁移、产品的 SEO 优化、销售光碟软件的开发和部署
2006/07—2008/10： 群硕软件开发(北京)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计算机软件
公司介绍：我们客户的业务领域涵盖嵌入式系统、工具软件、企业软
件和用户解决方案，涉及高科技、金融、电信、运输物流、酒店和人
力资源等行业。 全球研发中心，员工大多为中国本土人才。我们设
立于美国硅谷、中国上海、北京及武汉的研发中心拥有一流的研发人
员及研发环境。 （摘自公司网站）
研发部软件工程师
主要职责：通过公司的综合培训、参与开发某基金财务系统的 B/S
版、参与 Vista 系统 Gadget 工具开发

项目经验
2014-03-now

新物业收费系统整改
项目描述：集团在全国共有近 200 个物业项目在使用该系统进行日
常工作，比如费用收取、工程报事、会所管理、发票管理等等。由于
集团是强财务业务，所以系统更多地被赋予了财务系统角色，通过系
统实现集团在物业层面的财务管控。
责任描述：
1. 整改负责人，首先是处理掉影响业务运行的系列报事，紧密结合
项目出纳和其他相关系统负责人（如角色权限系统、人资系统）
，
对已存报事进行系统完善。同时，对于物业公司刚接手的新的项
目，进行协助初始化项目相关数据，主要是和地产 CRM 系统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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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数据。
2. 针对实际情况，创建了物业收费系统的运维体系流程，成功引入
redmine 系统和 RTX 服务，新的运维体系运转良好，获得项目出
纳一致好评。
2012-08-2014-02：

Global Marketplace Dashboard
项目描述：为雅虎 global marketplace 开发 dashboard，主要从各个
层面分析数据，并以表格、图表等形式呈现，覆盖所有主要的 metrics，
比如 revenue, searches, clickes, PPC 等。项目分 2 阶段，第一阶段
是基于 MicroStrategy 平台研发 dashboard，第二阶段是脱离第三方
平台使用 PHP & MySQL 开发 dashboard。
责任描述：
项目才有 scrum 的形式推进，
每个 release 需要制定 WBS，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需要和印度 team 和美国那边的 marketplace 沟
通。同时参与 dashboard 功能和方法的开发，协助测试和上线。

2011/12—2012-08： 在线软广告管理系统（PHP B/S）
项目描述：一个基于 B/S 的在线软广告管理系统，主要管理用户，
销售，Listings，统计&报表以及与此相关的。
责任描述：Team Lead，负责与客户沟通产品需求和定期提交，制定
工作计划并分配给 team。因项目是 Offshore 的，鉴于特殊的情况，
制定了系列工作流程，包括源代码管理流程、打包部署流程和质量保
证流程。
2011/02—2011/12： 手机客户端应用服务 API 开发（PHP B/S）
项目描述：开发和设计公司手机端产品（Android、Symbian）的服
务 API，框架是基于网站产品的，这样便于保持业务逻辑的一致性。
同时，与手机开发团队协调 API 定义并测试。
责任描述：项目 API 负责人
2010/06—2010/10： 网站 SEO 项目(PHP B/S)
项目描述：在不改变现有网站业务逻辑的前提下，重构网站，着力于
搜索引擎优化，以期从搜索引擎获取较好的排名和流量。
主要处理了以下部分： 网站 URL 策略调整、简化并增加关键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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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导航结构调整、页面 META 信息设置以及管理、站点地图自动化
工具、提升页面信噪比、处理服务器状态，尤其是对 301 状态的处
理、优化页面 HTML 语言结构
责任描述：项目核心负责人
2010/02—2010/06： 电子家谱 CD 安装版（C# Client）
项目描述：公司的盈利产品之一，主要功能是制作老家普电子书以供
客户使用。按照图书馆扫描的老家谱图片存放目录，检索出对应家谱
的图片，并做图片格式转换。针对家谱图片，进行纸质书本的阅读体
验开发。软件部署包的制作，针对不同家谱和客户打包制作。 客户
最终得到产品是一个 msi 安装包。
责任描述：项目核心研发工程师
2009/05—2009/12： 网站在线 IM 系统（FLEX JavaScript）
项目描述：为了提高与网站访客的在线及时互动，而增加的 IM 系统。.
该系统采用 XMPP 协议开发，服务器采用 OPenfire 服务器。实际项
目中结合了开源的 XIFF 框架开发底层负责通讯的 swf 文件，客户端
则采用 JavaScript 进行独立封装，以便最终前端 HTML 页面调用。
责任描述：IM 核心通讯框架设计和开发
2009/01—2009/03： 市场部推广活动数据分析(C# Client)
项目描述：该系统是基于 C#开发的数据分析和报表应用，包括以下
功能：针对市场部的推广活动，结合用户对于产品的输入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和挖掘、根据市场部的需求 产生各种类型的报表文档
(WORD 格式) 、软件自动化处理，不干扰线上产品、处理完毕后邮
件自动发送文档报告到相应人员。
责任描述：参与系统的设计，项目负责人和推动者
2008/02—2008/10： 某大型国外寻根网站系统本地化(ASP.NET B/S)
项目描述：将某大型国外寻根网站系统本地化，主要涉及到如下： 翻
译、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组织开发适合中方用户体验的功能 、与
国外团队协调开发底层服务体系
责任描述：Team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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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2008/01： 某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系统(ASP.NET B/S)
项目描述：开发某基金公司内部系统，主要结合基金公司部门员工日
常工作所需要处理的基金数据，分析基金指数并产生数据报表。
责任描述：工程师
2007/02—2007/05： Vista 系统 Gadget(ASP.NET B/S)
项目描述：为国内某大型社区开发 Vista 系统下面的 Gadget，主要
是为用户提供在线视频方面的服务。Gadget 的运行数据服务全部来
自远程的服务器。
责任描述：工程师
2006/02—2006/05： 煤矿通风管理系统(C#

Client)

项目描述：管理煤矿通风数据并提供预警功能
责任描述：该项目实为我的本科毕业设计作品，为了毕业后更好地适
应和过渡，特选择了这样的开发系统来提升自己。系统分为以下几个
模块：用户及部门管理、通风运行数据录入和导出、井下气候条件预
测、瓦斯预测数据管理、网络分支、安装风机管理、系统数据备份和
恢复、系统设置。
2005/02—2005/10： 大学生综合测评管理系统（VB、ASP）
项目描述：计算和管理学生综合测评。只需要将学生考试分数输入，
便根据学分梯度自动产生考试学分值，这样彻底改变了某些院系班长
完全用笔头计算的痛苦。再将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等级考试等资
料编辑，便立即产生综合测评结果，并且产生报表上交学校教务处。
同时，还有 web 查询功能。
责任描述：负责产品设计和开发

教育培训
2002/09—2006/06： 西安科技大学

地理信息系统 本科

专业介绍：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简称 GIS)
是一项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新兴技术，围绕着这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和
应用形成了一门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是管理和研究空间数据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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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系统，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它可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或空
间位置进行各种处理、对数据的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体及相互
关系。通过对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它可以迅速地获取满足应用需要的
信息，并能以地图、图形或数据的形式表示处理的结果。

语言技能
外

语：

英语：熟练

自我评价
资深软件工程师，06 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市大型企业（集团）从事软件开发和项目
管理工作，熟悉常规 WEB 项目系统应用开发流程以及产品推广过程，对互联网产品和方向
充满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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