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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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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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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多期中高级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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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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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发布

一季度全省人才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记者 周丽华

综合中国海峡人才网网络招聘、现场招聘会和

报纸招聘三方面的数据，2020年一季度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共在全省发布提供294017个需求职位数，登

记求职者达212449人次，求人倍率1.38∶1。与

2019年同期相比，本季度需求职位数下降23.02%，求

职人数下降11.85%。数据表明，受疫情影响，全省人

才供求总量同比均下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2020年伊始，全国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延长春节假期，各地企业延后开
工，多数市场需求因疫情发展而受到抑制，企
业的招聘计划随之调整或延期；加上对疫情形
势尚不明朗，许多中小企业的现金流也出现紧
张态势，导致用人需求短时间内急速降低。不
过，疫情也给一些行业带来了新机会，一批企
业在疫情之下“逆势”招人。一季度全省人才
市场主要呈现出如下热点和亮点。

▲热门职业：
“常青树”市场营销类跌下榜首

从图1来看，本季度技工/普工类、市场营
销类、建筑施工类、文体/教育类、计算机类、
电子商务类、房地产/物业类、酒店/宾馆/餐
饮旅游类、机械/机电/仪表类和电子/电气/
电器类等职业需求较为旺盛。需求排行榜前
10 名职业的人才需求量占总需求量的
49.89%。

与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上榜职业有四
个不同，即文体/教育类、酒店/宾馆/餐饮旅
游类、机械/机电/仪表类和电子/电气/电器
类，取代工业/工厂类、行政/人事类、财务/审
计/统计类和客户服务类上榜；市场营销类在
榜上领跑了十几年后，首次被技工/普工类挤
到榜上第2。

需求排名前10的职业中，本季度技工/普
工 类 需 求 大 涨 ，增 长 近 3 倍 ，同 比 上 涨
294.69%，高居榜首；文体/教育类、酒店/宾馆/
餐饮旅游类、机械/机电/仪表类和电子/电
气/电器类的需求也分别同比上涨 66.4%、
20.3%、28.6%和39.62%，分居榜上第4、8、9、10
位。市场营销类、建筑施工类、计算机类、电
子商务类和房地产/物业类需求则分别同比
下 降 31.74% 、23.55% 、46.89% 、27.4% 和
34.41%，分居榜上第2、3、5、6、7位。

▲求职热门：
大部职业求职人气下挫

从求职意向职业排行榜看，财务/审计/
统计类、建筑施工类、计算机类、行政/人事
类、经营/管理类、文体/教育类、文秘类、市场
营销类、电子/电气/电器类和电子商务类是
本季度的求职热点，人气相对较旺。排名前
10的职业求职人数占比达68.21%。与去年同
期相比，本季度文体/教育类和电子/电气/电
器类求职人气略升，取代房地产/物业管理类
和物流/采购类上榜。求职人气排名前 10的
职业，因受疫情影响，其余 8个职业求职人气
均不同程度下降。

▲热门行业：
电子/微电子技术业首上榜

从图2看，本季度职位需求量最大的纺织
品业成黑马，需求最旺。需求较大的前 10个
行业依次是：纺织品业、房地产/物业管理业、
互联网/电子商务业、生产/制造/修饰加工
业、机械制造/机电设备/重工业、教育/培训/
科研院所、建筑/装潢业、电子/微电子技术
业、快速消费品业和金融业的职位需求量也
较为旺盛。需求排行前10名行业的职位需求
量占总需求量的59.14%。

本季度排行榜可谓让人大跌眼镜，多年
来纺织品业首次上榜首，一直稳居榜首的房
地产/物业管理业屈居第二；电子/微电子技
术业也首次上榜，一上榜就取得榜位第8的好
成绩；而计算机业则首次跌下榜。

需求排名前 10的行业中，与去年同期相
比，本季度纺织品业用人需求暴涨，涨幅高达
263.84，榜位创新高，从第 10位飚升至榜上首
位；其次是生产/制造/修饰加工业、电子/微
电子技术业、快速消费品业，增长均超1倍，涨
幅分别为 151.3%、140.91%、117.54%，榜位分
居第4、8、9位；机械制造/机电设备/重工业和
教育/培训/科研院所用人需求也较大幅度增
长，分别上涨59.23%和54.08%，榜位分居第5、
6位。而房地产/物业管理业、互联网/电子商
务业、建筑装潢业和金融业，用人需求则分别
同比下降 39.32%、5.37%、12.54%和 24.95%，榜
位也随之下降，分居榜上第2、3、7、10位。

技工/普工类需求大涨近3倍
“点对点”接返缓解“用工荒”

一季度用人单位对技工/普工类需求大
涨，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3倍，上涨 294.69%，高
居全省需求职业排行榜榜首，取得有史以来
最好的榜位成绩。

福建是农民工输入大省，在闽农民工总
量达1158万人，超过全社会从业人口的40%，
其中外省籍农民工就有 300多万人。受疫情
影响，一季度全省企业复工复产面临严重的

“用工荒”，尤其是各类生产制造企业。为保
障企业复工复产，“点对点”运送员工返岗到
岗务工应运而生，各级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用人单位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通过铁路、公路、航空三方式从家门直
达厂门，据统计，一季度全省接回返闽返企农
民工7万余人。

同时，全省企业尤其是大中小型制造业
企业，在复工复产中存在“技工荒”。一方面，
由于教育结构严重偏差，技能型人才出现很
大缺口；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水平需进一步提
升。

近年职业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
重视。自 2016年以来，“工匠精神”年年被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发布的《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头第一句话即写道：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
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谈及我国职业教
育改革。他表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举措，要
让更多有志青年成长为能工巧匠，在创造社会
财富中实现人生价值。中国技能型人才缺口
高达 2000万，要发挥好全国 2000多家技工院
校的作用，通过扩招培养更多社会需要的技能
人才。

纺织业用人暴涨居榜首
一线操作人员需求超五成

纺织品业是本季度最大的黑马，用人需
求暴涨，涨幅高达263.84%，榜位创新高，从去
年的榜上第10位飚升至榜首。

截至目前，全省纺织产业已形成化纤、纺
纱、织造、染整、服装、纺机等完整产业链和产
业集群发展格局。今年一季度，因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都在积极地行
动，推动已出台的惠企援企政策落地，帮扶企
业转型转产、稳定经营，一些纺织企业也通过
转产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维持了正常的运
营，其中化纤产业产值一季度增长12.8%，全省
纺织产业去库存加快，行业用人需求骤增，需
求主要来源于莆田、福州和泉州。

海峡人才网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省纺
织企业大量紧缺的是技工/普工（基层操作人
员），占需求人员总数的53.2%，接下来紧缺的
依次是生产技术人员、营销人员、管理人员和
设计人员。在学历要求上，用人单位要求“初
中以上”占比为33.7%，要求“中职/中专”占比
为 19.5%；对大专学历需求占比最高，达
46.9%，对本科及以上学历需求仅占4%。由于
工人紧缺急需，其中89.8%的需求职位对工作
经验不作要求。

用人单位对技工/普工类需求有明确具
体起薪的职位中，提供起薪3000元/月的职位
占比为50.4%，占半壁江山；起薪4000元/月的
职位占比为 27.5%；起薪 5000元/月、6000元/
月、8000元/月的分别占比13.4%、5.3%、2.5%；
起薪万元以上的仅占 1.1%，主要是市场营销
类和管理类职位。

电子行业涨势喜人
集成电路人才受青睐

一季度电子/微电子技术业需求较去年
同期大幅上涨，涨幅达 140.91%，首次进入全
省需求行业排行榜前 10，而且一上榜就取得
榜位第8的好成绩。

海峡人才网的数据显示，本季度电子/微
电子技术业人才需求主要集中在专业技术类
岗位和技工/普工类岗位，需求地区主要来源
于莆田、漳州和福州。技工/普工类岗位薪酬
一般在3500~6000元区间，学历要求一般只要
初中以上。

专业技术类岗位中各类工程师的起薪一
般为 6000元，最高月薪可达 15000元；学历一
般要求本科或以上，行业门槛较高，好一点的
技术岗位一般最低要求硕士毕业，还有部分
岗位特别注明“应届毕业生条件可放宽”，欢
迎毕业生加入。其中尤其是与集成电路相关
的岗位，融合了电子信息、物理、化学、材料自
动工程等多种科学技术及工程领域，用人单
位对这些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一般要求具
备综合知识背景。

中兴事件以后，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成为举国共识。工信部发布的白皮书提到，
大约需要 70万人投入到该产业中来，人才不
足正制约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创新发
展。为此，我省从省、市层面均出台了相关政
策，加大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力度，培养能自主
研发的技术人才。

5G发展带动就业创业
人才主要来自两专业

3月 24日，工信部发布《关于推动 5G加
快发展的通知》，提出加快5G建设进度。

加快5G发展有利于带动就业创业，形成
社会发展稳定器。包括带动科研试验、生产
建设、运营服务等产业就业；在工业、能源等

诸多行业领域创造新的融合型就业需求；让
随时随地工作、在家办公等更为便捷，拓展共
享经济下的灵活就业。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的测算，预计到 2025年，5G将直接创造
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海峡人才网的数据显示，5G相关人才需
求，需求最多的是“通讯/网络设备”，占比约
37.8%，相对应的专业就是通讯工程相关专
业；其次是软件工程等计算机相关专业，占比
21.3%。这两类专业目前是 5G人才的主要来
源。在学历要求方面，用人单位一般需要本
科以上学历，其中研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甚
至要求硕士、博士。

全新招聘模式打破应聘壁垒
毕业生顺利就业看个人能力

海峡人才网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上线登
记求职的毕业生中，本科学历占78.56%，大专
学历占12.34%，研究生学历占7.32%，中专/中
职学历仅占 1.78%。这说明，大专和中专/中
职学历的毕业生相对好找工作，本科及以上
学历的毕业生占比高达85.88%，就业相对难。

从求职意向地区来看，今年毕业生意向
福州和厦门的占比为51%，较去年同期缩减9
个多百分点。这说明，今年毕业生选择就近
就地就业的比例在增加。

从毕业生求职意向职业来看，与去年同
期相比，一季度毕业生对经营/管理类职业青
睐度增加，对金融/证券/投资类职业的兴趣
大减；排名前10的职业中，今年毕业生对除经
营/管理类职业外的9个职业求职意向与去年
同期差不多。

与去年同期相比，一季度我省用人单位
对文体/教育类、房地产/物业类、化工类、金
融/证券/投资类毕业生需求大涨，分别上涨
3.33倍、1.62倍、95.04%和 1.7倍；教育/培训/
科研院所、电子/微电子技术业、机械制造/机
电设备/重工业和快速消费品业对毕业生需
求突出，涨幅相对较大，分别上涨 4.05 倍、
51.91%、36.65%、19.19%；计算机业和建筑/装
潢业对毕业生需求大幅减少，分别下降
55.79%和33.15%。

国家层面上，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
生 874 万人，同比增加 40 万人，创下历史新
高。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
从六方面提出 22项具体措施，加快恢复和稳
定就业。

为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今年扩大
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同比增加约18.9万人，
同时扩大普通高校专升本规模，同比增加
32.2万人。研究生计划增量将重点投向临床
医学、公共卫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专业，
以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培养为主；
专升本的计划增量，将投向职教本科和应用
型本科，主要向预防医学、应急管理、养老服
务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倾斜。

3月11日，中组部办公厅和人社部办公厅
发文要求，加大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公
开招聘力度，今明两年事业单位空缺岗位主要
用于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3月20日，国办又
发文要求，国有企业今明两年连续扩大高校毕
业生招聘规模，不得随意毁约，不得将本单位
实习期限作为招聘入职的前提条件。

人社部 3月 20日会同有关方面启动百日
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通过搭建全国统一、
多方联动的网络招聘平台，集中开展线上招
聘活动。此次行动将持续至6月底，提供超过
千万个就业岗位。

省级层面上，我省今年普通高校毕业生
达 22.8万人。3月 23日，省教育厅、省人社厅
联合下发《关于应对疫情做好 2020届全省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可
延时毕业、档案可留校 2年、“三支一扶”可直
接聘用、“一对一”帮扶困难群体等20条措施，
协同各方合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总的来看，我省毕业生供求结构性矛盾
依然较为突出，疫情发生以来，需求平缓，预
计疫情逐渐缓解后，4、5月毕业生春招才会有
一波高峰。

可以预测的是，今年大学生们的就业注
定更为艰难，招聘需求、时长、方式都会与往
年不同，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招聘方
式上，今年春招大部分转移到线上，“空中双
选会”“云招聘”等新招聘模式已全面推行，
视频面试也逐渐盛行。全新的招聘模式对
毕业生而言，需要更加积极参与，也需更为
谨慎。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学历和知识能
力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对应届生的抗压能
力、情绪管理能力、责任意识、读写表达能力
和学习能力尤为看重。因此，毕业生能否顺
利就业，关键还是看个人能力。

（本文数据由中国海峡人才网提供，如需
转载，须注明出处）

●需求（招聘）
民营企业依然是就业吸纳大户。在入市招聘的企业中，民营企业最

多，占46.08%，其余的依次是：事业单位（36.68%）、股份制企业（11.62%）、
国有企业（2.08%）、联营企业（1.25%）、集体企业（1.14%）、外企（0.77%）、港
澳台企业（0.37%）。与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事业单位需求占比创新高，
上升15.34个百分点。

用人单位对中专/中职以下学历需求大增。在需求学历层次分布上，
要求“中专/中职以下学历”的占 37.64%；要求“中专/中职学历”的占
9.36%；要求“大专学历”的需求最多，占 41.67%；要求“本科学历”的占
10.87%；要求“研究生学历”的仅占 0.47%。与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中
专/中职及以下学历需求占比上升 17个百分点，本科及以上学历需求占
比则相对下降3.65个百分点。

单位用人缺口高度集中在一线岗位。在需求职位层次分布上，“普
通”占 96.26%，“主管/主办”占 1.82%，“部门经理”占 1.59%，“总监/总助”
占0.18%，“总经理”占0.15%，整体呈金字塔型分布。

职位需求较大的前10名职业，技工/普工类异军突起居榜首（见图
1）。需求较大的前10名职业依次是：技工/普工类（15.47%）、市场营销类
（9.8%）、建筑施工类（4.39%）、文体/教育类（4.12%）、计算机类（3.18%）、电
子商务类（2.99%）、房地产/物业类（2.78%）、酒店/宾馆/餐饮旅游类
（2.45%）、机械/机电/仪表类（2.41%）和电子/电气/电器类（2.32%）。

图 1

图 2

职位需求较大的前10名行业，纺织品业成黑马，需求最旺（见图
2）。需求较大的前 10个行业依次是：纺织品业（8.85%）、房地产/物业管
理业（7.68%）、互联网/电子商务业（7.62%）、生产/制造/修饰加工业
（7.47%）、机械制造/机电设备/重工业（5.68%）、教育/培训/科研院所
（5.45%）、建筑/装潢业（5.18%）、电子/微电子技术业（4.45%）、快速消费品
业（4.31%）和金融业（2.44%）。

本科及以上学历求职者超六成。在求职者学历层次分布上，“中专/中
职以下”占 4.49%，“中专/中职”占 4.59%，“大专”占 25.76%，“本科”占
62.39%，“研究生”占2.77%，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分布。

●供给（求职）

一半求职者拥有“6-10年”工作经验。在求职者的工作年限分布上，
有“6-10年”工作经验的最多，占比达 50.23%；其次是“10年以上”，占比
34.87%；其余的依次是：“0-3年”的占9.34%，“4-6年”的占5.55%。

求职人气较旺的前10名职业，财务/审计/统计类人气最旺。求职人
气较旺的前 10名职业依次是：财务/审计/统计类（11.6%）、建筑施工类
（10.82%）、计算机类（9.52%）、行政/人事类（8.91%）、经营/管理类
（5.87%）、文体/教育类（5.09%）、文秘类（4.95%）、市场营销类（3.94%）、电
子/电气/电器类（3.92%）和电子商务类（3.6%）。

●毕业生供求
毕业生需求职业分布
毕业生需求较大的前10名职业依次是：市场营销类（12.23%）、建筑/

施工类（11.08%）、计算机类（11%）、文体/教育类（10.53%）、房地产/物业类
（4.28%）、工业/工厂类（3.29%）、化工类（3.18%）、金融/证券/投资类
（2.96%）、行政/人事类（2.96%）、电子商务类（2.56%）。前10名职业毕业生
需求占毕业生需求总量64.06%，较去年同期下降近6个百分点。

毕业生需求行业分布
毕业生需求较大的前 10 个行业依次是：教育/培训/科研院所

（15.67%）、建筑/装潢业（11.78%）、房地产/物业管理业（10.47%）、计算机
业（7.69%）、互联网/电子商务业（6.77%）、金融业（5.75%）、机械制造/机电
设备/重工业（3.52%）、快速消费品业（3.18%）、批发零售业（3.17）、电子/
微电子技术业（2.69%）。前 10个行业毕业生需求占毕业生需求总量的
70.7%，需求集中度较去年同期增加近2个百分点。

毕业生求职意向职业分布
从毕业生求职意向职业来看，排名前 10的职业依次是：计算机类

（15.3%）、财务/审计/统计类（9.11%）、建筑施工类（5.56%）、行政/人事类
（5.56%）、电子/电气/电器类（5.1%）、文体/教育类（4.01%）、文秘类
（3.37%）、经营/管理类（3.01%）、机械/机电/仪表类（2.73%）和贸易类
（2.28%）。排名前 10 职业的毕业生求职人数占毕业生求职总数的
56.01%，较去年同期下降13.29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