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咖啡，时尚与

文化的代名词，其

制作不仅是一种技

艺的呈现，更是一

种文化的诠释。随

着 饮 品 日 益 多 样

化，咖啡逐渐与时

尚现代生活融合，

不断带动咖啡消费

量的增加，形成巨

大消费潜在市场。

咖啡师，作为

熟悉咖啡文化、制

作方法及技巧的专

业服务人员，也渐

成一种职业进入人

们 视 线 并 备 受 推

崇。据了解，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

一线大城市，咖啡

师每年市场缺口在

2万人左右，好的咖

啡 师 一 般 薪 金 不

菲，且有众多追随

者。

本着做一杯好

咖啡，造一种文化

的理念，福建省人

才培训测评中心特

邀蓝山咖啡第一人

——楼波先生，为

咖啡及咖啡文化爱

好者，常年开设咖

啡师培训课程。

0591-87668582

18950242455 林老师

咨询电话

制一杯咖啡
造一种文化

喝茶讲究安静

的环境，常处于这

种环境中会给人一

种 心 旷 神 怡 的 感

觉，有助于使人静

心神、修身性，感觉

自身沉浸在厚重文

化氛围之中，使浮

躁的心态逐渐变得

平和、安静。

福建省人才培

训测评中心自 2017
年以来，已成功举

办 16期中高级茶艺

师、评茶员培训，旨

在通过专业的培训

学习，让学员们既

能熟练掌握茶艺、

品茶的技巧，又能

深入了解拥有悠久

历 史 的 中 国 茶 文

化。在提升个人的

气 质 和 涵 养 的 同

时，又能获得国家

承认和紧缺的茶艺

师、评茶员职业资

格证书，为自己的

人生添上鲜艳的一

笔。

福建省人才培

训测评中心常年面

对社会开展茶艺师、

评茶员培训，对已通

过培训考取证书后

的学员免费推荐就

业。

0591-87668582、
13960889936 林丹
18706026710 占鑫怡

咨询电话

静心静心
品一杯香茗品一杯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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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智联招聘发布《2020年春季白
领跳槽指数调研报告》。报告指出，今年春季
9成白领计划跳槽，7成已在行动，薪酬依然是
跳槽首因。

白领跳槽更加慎重
报告显示，当下有跳槽意愿和行动的白

领占比达到 94.59%，其中，已收到Offer与正
在找工作的“行动派”占 67.96%。整体来看，
求职行为在当下确实受到疫情影响，正在办
理离职、入职的白领比例与更新简历的白领
比例较去年均有所降低；另外 26.63%受访白
领仍处“观望期”，该群体较2019年春季扩张7
个百分点，面对不确定性，白领对待跳槽的态
度也更加保守，虽有想法但还是暂时将计划
搁置。而表示将坚守岗位的仅占1.16%，这一
比例也比过去两年逐年下降。由此，整体白
领跳槽指数从 2019 年春季的 3.74 下降至
3.66，人才流动性降低。

从行业角度来看，文化/传媒/娱乐/体
育、IT/通信/电子/互联网与商业服务（咨询/
财会/法律/广告/公关/认证/外包）行业的职
场人跳槽行为最为活跃，更新简历寻求机会
的占比分别为 68.99%、66.48%和 66.41%。近
年来，文娱与互联网行业迭代速度快、产品周
期短、职能分类丰富，加大了行业对人才的需
求与抢夺。

与去年春季相比，服务业与金融业中积
极找工作的占比分别缩减 7.9与 7.29个百分
点。报告分析，服务行业由于主要依靠线下

消费场景，受疫情打击较重，工作机会有限使
得业内人员“缺槽可跳”；而金融行业白领跳
槽动作减弱的同时，心怀意向的潜在跳槽者
占比扩张 10个百分点，表现出一种行动上的
谨慎。

薪酬依然是跳槽首因
坚守岗位的理由往往相同，而想跳槽的

人却各有各的苦衷。报告显示，白领跳槽原
因的整体排序与去年相差不大，本次调研中，
一半以上的受访者选择“薪酬水平”，这也是
决定白领去留的首要因素；而企业发展、职位
晋升与福利待遇也成为白领递上辞呈的导火
索，分别占比42.35%、35.69%与31.9%。

报告指出，薪酬越高的白领，越看重长远
的机会与发展。在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白领
中，因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而跳槽的比例分
别为71.75%与41.71%，而随着薪酬上涨，工资
不再是打动求职者的核心因素。选择“企业
发展前景不明”的白领占比与薪资成正比，在
薪资 15000~20000元区间和月入 2 万元以上
的白领中更是占到一半以上。另外，高薪白
领可选择的职业范围更广，月入2万元以上的
白领因“有了更好机会”跳槽的占比为
12.69%。

企业规模越大，发展方向越清晰，但员工
自身发展或受局限。100人以下小微企业的
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尤其是疫情影响下，因
企业发展前景不明而跳槽的占比超过一半，
这一比例是万人大企的 2倍。人才数量众多

的大企业意味着内部竞争更激烈，导致晋升
通道拥挤，白领升职空间受到压缩而选择跳
槽的比例也在扩张。规模在1001~10000人与
上万人的企业中，因职位晋升受限而跳槽的
白领占比达45%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问及疫情对跳槽是
否有影响时，表示肯定的职场者占比66.24%，
其中 52.19%的白领表示会在跳槽时谨慎行
事，9.77%愿意调低期望薪资，4.28%会对当下
工作更加珍惜。在回答“无影响”的白领中，

“个体情况因人而异”与“疫情只是暂时的”为
主要原因，这部分职场人对自我和大环境都
比较乐观。

四分之一企业有裁员动作
在疫情对行业的冲击下，裁员问题也成

为一大舆论热点。在本次调研中，24.33%的
白领所在企业有裁员现象。在裁员规模上，
27.55%的企业只辞退了个别人员；2成企业采
取 5%以内的小比例人员优化；21.49%受访者
表示，企业裁员率在“20%以上”，这一现象非
常值得关注。

此外，报告显示，担心自己失业的白领占
比 45.85%，将近一半的人担心自己失去工
作。面对失业焦虑，74.4%的白领表示将通过
提升技能来应对，69.99%通过心理调节放松
压力。工作内争取老板赏识与工作外通过兼
职增加收入也是不少白领的应对措施，占比
分别为25.25%与24.57%。

（中新经纬APP）

白领跳槽各有苦衷 薪酬是主因

反映求职行为活跃程度变化趋势的供给
规模指数显示，以2019年春节后复工第一周
的求职规模为1，第三周指数升至1.43（简历
投递量是第一周的1.43倍），随后开始下滑，
第八周跌至0.84。而2020年春节后第一周，
供给规模指数为 0.17，仅为去年同期的
17%。随后在两个月的疫情防控期内，随着市
场中更多岗位的开放与求职者信心回升，简
历投递数量激增，复工第八周供给规模指数
上升至0.88，反超去年同期，简历投递量也同
比增长4.24%。

政策红利促小微企业快速“回血”
与去年同期相比，小微企业相对较弱的

抗风险能力体现在复工后企业招聘需求的严
重收缩上，但两个月以来收缩幅度逐周收
窄。复工第八周，规模在 20人以下的微型企
业、20~99人的小型企业招聘职位数分别同比
下降27.74%、22.52%。

值得一提的是，自复工第三周起，小微企
业的招聘需求规模一直以较为亮眼的环比增
幅进行扩张，第八周招聘职位增速较第一周
更是达到1.5倍，远超其他规模企业。在一系

列帮扶政策的加持下，小微企业也在不断磨

练自身的“回血”能力，生命力恢复较快。

工业企业招聘需求增长最快
与第三产业行业相比，工业行业复工进

展迅速，受到疫情冲击相对较小。在复工八

周招聘职位数增长最快的 10大行业中，工业

行业占比最多，其中，电子技术/半导体/集成

电路、加工制造（原料加工/模具）、大型设备/
机电设备/重工业等在复工后一个月内的招

聘职位数环比增速持续处于全行业上游。

相较于第一周，第八周娱乐/体育/休闲

行业需求涨幅达242.73%，该行业的招聘需求

环比增速自第六周以来持续高于全行业平均

水平。整体来看，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招

聘需求恢复较慢。

复工后平均招聘薪酬呈下降趋势
复工第八周的平均招聘薪酬环比增长

0.48%，回升至8800元/月，同比涨幅为0.92%。

整体看来，复工后的平均招聘薪酬呈下

降走势，且后期变化幅度收窄，与人才市场的

供需关系形成呼应。通过需求规模指数可以
看出，企业招聘规模在后期逐步稳定，后一个
月变化幅度未超 0.1，因此所提供的薪资也在
第一周达到峰值后理性回落。

近六成职场人感到好工作机会变少
招聘市场逐步恢复后，职场人的跳槽计

划也被重启，复工第八周受访者中有六成左
右正在找工作。

但在企业人才需求量增长减缓、就业市场
竞争加剧的环境下，57.58%的受访者直观感到
好工作机会变少了，表示整体工作机会变少、
面试通知变少的职场人占比分别为 53.68%、
52.65%。企业除了调整招聘规模与预算外，对
人才综合能力的要求也进一步提升，促使应聘
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此外，因疫情管
控而无法参加面试的占比达21.39%。

在被问及对今年的就业信心时，持肯定
答复的乐观主义者占比 22.08%；42.54%的受
访职场人认为疫情打击下就业更困难，较上
一周缩小4个百分点；而表示还要观望的占比
则由29.71%上升至35.38%。

（国际在线）

求职信心回升 职场人积极找工作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好
转，各行各业进入了复工复产期，

“民以食为天”的餐饮业也开始招兵
买马，以优秀人才推动企业复苏、行
业发展。近日，记者从58同城获
悉，服务员求职需求3月环比增长
最快，达到178.73%；送餐员3月收
入超过7400元。

大堂经理/领班岗位需求增长最快
猝不及防的疫情给许多行业

按下暂停键，却为外卖行业带来全
新机遇，使餐饮业加快了线上化发
展速度。线上化发展路径也拉动
了餐饮行业招聘求职需求。

据 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
示，与 2月相比，3月企业招聘需求
环比增长最快的是大堂经理/领班
岗位，增幅达 92.18%；其次是餐饮
管理和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分别
增长 77.38%、50.27%；送餐员和厨
师/厨师长招聘需求环比增幅都在
50%以内。

同期，求职需求环比增长最快
的是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岗位，增
幅达 178.73%；其次是送餐员，求职
需求环比增幅 105.43%；厨师/厨师
长和大堂经理/领班，求职需求环
比增幅均在 95%以上；餐饮管理求
职需求环比增幅超过90%。

可见，送餐员和厨师/厨师长

作为疫情期间外卖业的“刚需”，前
期到岗率较高，因此后续招聘求职
需求相对较低，而随着线下餐饮门
店的开放，进入餐饮业从事服务员
岗位的求职需求大量释放。

数据还反映出，在餐饮业各
岗位中，送餐员收入最高，3 月企
业支付平均月薪为 7420 元；其次
是餐饮管理、大堂经理/领班、厨
师/厨师长，3 月收入分别为 6221
元、6085元、5657元。与其他岗位
相比，餐饮管理岗位收入环比涨
幅最高，达到 5.92%。由于送餐员
的收入与工作量挂钩，许多送餐
员每天工作 10 余个小时，计件订
单量大收入相对也高。

保姆月嫂陪护需求增长超四倍
58同城数据显示，3月以来，保

姆月嫂需求量较2月增长420%，活
跃商家量也同比增长 152%。各项
数据显示，保姆月嫂类服务的供需
量持续走高，家政类服务市场正在
向好发展。

疫情肆虐，服务行业遭受巨大
影响，保姆、月嫂作为上门服务的
类别之一，需求被极大抑制。随着
各地复工复产，人们日常生活逐渐
恢复，保姆月嫂类服务需求也在日
益增加。

（环球网、北国网）

疫情防控形势好转

服务员求职需求激增

阿里安全近日正式启动 2020
年校园招聘计划，并面向高校在
校生发布“青色计划”招募令。作
为阿里安全面向高校年轻群体的
三年人才培养计划，“青色计划”
将建设顶级安全技术发展与交流
平台，与高校通过科研、产品等多
种合作方式，培养未来安全人才。

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
场景的时代，普通人很难想象，手
机淘宝上一次普通的购物点击，
0.01秒之内都有 100多个模块在进
行实时保护。简单的动作背后，是
来自安全团队千锤百炼的能力和
经验。

然而，当下安全人才仍是稀
缺资源。统计数据显示，到今天，
网络安全人才缺口将达到 140
万。多位业内专家认为，这与网
络安全专业人才攻防历练脱离实
际场景、缺乏系统性密不可分。

有关机构发布的《2019 网络
安全人才现状白皮书》显示，培养
目标定位不准确及教学计划不合
理、教学方法单一、忽略个性培
养、缺乏教学案例等，是目前安全
人才培养存在的突出问题。

而在阿里安全，基于复杂业
务场景的攻防对抗几乎每天都在
发生。身处变化的前沿，阿里安
全团队面对的是互联网企业中最
为丰富的业态和风险。毫无疑
问，这是对检验和提升自身能力
最好的练兵场。

“我们团队所有的骨干都是校
招进来的。”阿里安全首席架构师
钱磊说，对年轻的技术人来说，最
重要的是有战斗和成长的空间，阿

里安全愿意提供这样的机会和场
地。

“当前安全行业对人才需求
旺盛，培养一个优秀的安全专业
人才周期很长，需要在丰富的实
际业务场景中经过多年体系化的
历练。”阿里安全高级专家李挺介
绍说，阿里安全在 2020 年春季招
聘中推出安全工程师、算法工程
师等多个岗位，并通过“青色计
划”与全球多所重点院校建立校
企联合模式，在科研、顶会、产品、
竞赛和人才五大领域进行深度合
作，重点培养网络安全人才的实
战能力。

在钱磊看来，和普通网络工
程师不同的是，安全工程师考虑
问题往往要先从技术和业务漏洞
出发，发现作弊行为和漏洞被“黑
灰产”利用的可能性，“我们的对
抗思路是要融入的骨头里的”。

为让更多年轻人体会这种对
抗的意涵，阿里安全自 2019年 8月
到 2020 年 3 月联合清华大学共同
举办了三届“安全AI挑战者计划”
大赛。

截至目前，比赛吸引全球超
过 200 所高校、100 多家企业的
3000 多支队伍参与，收到 2000 万
条恶意样本，沉淀 40 多个具有前
沿创新性的参赛源码和方案，激
发出高校学生在安全AI领域极大
的创造力，也为阿里实际业务问
题的解决贡献了力量。

未来三年，阿里安全将联合
高校培养未来顶尖安全实战人
才，为纾解网络安全人才困局贡
献力量。 （搜狐网）

网络安全人才缺口达140万

阿里安全发布“青色计划”招募令

菜鸟驿站 4 月 1 日发布的就
业报告显示，3月份，超过 40万人
关注咨询加入菜鸟驿站，同比上
月翻番。目前，已有 7000 户家庭
入驻，在“家门口就业”，为用户提
供便利的社区服务。

疫情发生后，菜鸟驿站发布
“3万个春天计划”，提供专项就业
扶持：开放百城 3 万个站点，降低
创业门槛，全力支持家庭创业。
除快递从业人员外，外企员工、程
序员、教授、大学生等也纷纷投入
社区服务，这成为一种新兴的创
业方式。

数据显示，3月入驻者以个人
创业为主，重庆、西安、成都、广
州、上海、深圳、苏州、东莞、南京
和石家庄等城市数量靠前。

孙昆以前在外企工作，因为
压力大、节奏快，“年纪不大，双
鬓已白”，图一份自由和成就感，
他辞职在小区开起菜鸟驿站，做
得风生水起。疫情突发，居民的
日常生活缺乏保障，他从春节前
坚持营业，每天主动为一两百户
家庭供应生活物资，邻里纷纷点
赞。

如今，菜鸟驿站已成为低成
本创业的新兴就业平台。2019年
全国日均快递量超过 1.7亿件，已
连续两年增长超 100亿，未来仍将
稳定增长。在快递最后 100米，菜
鸟驿站通过免加盟费，团购、洗衣
等多样增收方式，全程指导、数字
化提效，方便大家“拎包创业”。

（扬子晚报）

菜鸟驿站春天就业报告出炉

7000家庭家门口“拎包创业”

4月 5日，瑞幸咖啡发布“道歉声
明”，就“涉嫌财务造假事件，及其所造
成的极恶劣影响”致歉，并表示“涉事
高管及员工，现已被停职调查”。声明
一出，外界不禁追问，究竟是哪位高管
涉事？其中提到的员工，会不会是被
拉来“背锅”的？

财务造假，COO是罪魁祸首？
此前，4月 2日瑞幸咖啡（LK）公告称，

公司的独立特别委员会经调查发现，COO
（首席运营官）刘剑及其部分下属员工从
2019年二季度起从事了某些不当行为，与
造假相关的交易价值22亿元。

根据瑞幸的公司架构，刘剑是瑞幸的
首席运营官（COO）兼公司董事，从职位
上来讲，他是公司的高管之一。一般来
说 COO 就是监督管理公司每日活动的
最高官员。

早在此前，刘剑在接受财经作家沈帅
波采访时就表示，只要是跟成本和收入有
关的事务都归他管。从成本的角度来讲，
产品原材料成本、广告营销成本、门店运营
成本、公司总部运营成本都包括在内。

按照刘剑自己的陈述，结合瑞幸的公
告，显然刘剑要为此次财务造假事件负主
要责任。

但博星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投资顾
问邢星认为，从瑞幸自己发布的公告来看，
财务数据造假在 2019年 2月就已发生，所
以COO带领 4名员工伪造出 22亿元收入
的说法可信度并不高。“无论COO是否对

此事负有直接责任，瑞幸董事长以及CEO
恐怕都脱离不了干系。”

据一位熟悉瑞幸咖啡CEO钱治亚的

人表示，瑞幸的财务数据是须由多人签字

的，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就能主导的？一位

投行人士也表示，瑞幸造假数据暴露的关

键一环就是审计，如此巨大的数额，审计师

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员工是不是被拉来“背锅的”？
在瑞幸的道歉声明中，还提到涉事员

工，那么，这些员工会不会是被拉来“背

锅”的呢？

有观点认为，是刘剑指使员工进行了

财务数据造假行为，而员工可能是不知情

的；也有观点认为，依据浑水的做空报告来

看，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造假事件”，参与

财务数据制定的员工难逃干系。

上海法学会劳动法研究会理事张佶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合法尽职无责”，反

之则各担其责，如果是知法犯法，必然要受

到法律惩戒。

他解释道，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必须以

合法为界限。如果员工明知违法并进行了

违法行为，则不能以用人单位要求作为借

口而免除自身责任；但同时，用人单位也要

对劳动者的职务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

他强调，劳动者须谨记，违法的事，单

位让你干也别干，只要你是成年人，违法
责任自负。如果员工认为自身在违法事
件没有责任、不知晓违法情形的，需要自
我举证。

最终处罚或将陷入复杂局面
那么，瑞幸“涉事的高管和员工”，接下

来会面临怎样的处罚？

对于涉事的员工会怎么样？张佶解释

道，根据我国《劳动法》，用人单位享有惩戒

权，可以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根据本单位

的规章制度进行处罚，常见的有：经济上的

扣发绩效奖金、行政上的记过处分撤职降

职、直至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有证据证明劳

动者的行为对用人单位造成直接的经济损

失，用人单位也可以采取要求赔偿等手段追

究经济上的责任。而如果员工涉嫌其他犯

罪行为的，由司法机关处理，处理结果可以

作为行使惩戒权的依据。

对于涉事的高管，劳动法专家周斌表

示，目前“瑞幸财务造假事件”尚在调查中，不

能妄下判断。他认为，在国内一般案件中，公

司根据董事会的相关程序解除有关高管的

职务，是符合我国《公司法》的，但是解除职务

不等同于将会解除劳务合同。根据《劳动法》

第39条第2、3、6项的法条，如果劳动者被证

实确实有严重违纪、严重失职、违法犯罪的情

况下，用人单位是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一般来说，用人单位根据司法机关的违

法判决，可以行使《劳动法》上述条款内容，以

“严重失职”“违法犯罪”等情形，合法直接开

除劳动者，并可以就造成的经济损失追责。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件中涉及中美

跨境法律实践问题，不仅包含国内的劳动法、

公司法等，也牵涉到中美两国相关证券法律，
一切有待调查结果尘埃落定。 （劳动观察）

瑞幸咖啡“道歉声明”背后
员工是不是真的成了“背锅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