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疫情显著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
费模式和习惯。通过此次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也需要反思过度聚集带来的风险。”全
国政协委员朱鼎健提出建议，国内应该对
春节假期进行弹性安排，给地方和企业更
多自主权，实现最大限度的春节前后错峰
出行。

朱鼎健表示，在全国范围内以亿计的
巨量人口在短短几天时间内进行一次往返
的“春节大迁徙”，这甚至被称为“世界奇
观”。春节长假也因此带来了交通等一系
列社会运转组织的失序问题。

另外，朱鼎健提及，春节“一刀切”集中
放假可能还会增大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造
成大众“节后综合症”，以及集体性停工加
重企业运转压力等问题。“可以看出，全国
统一集中 7天春节长假，使各种影响和负
面效应更加突出。”

除此之外，另一条关于休假的建议也
引发了网友热议。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去年，全国人大代
表林勇提交了《关于夫妻合休产假的建
议》，引发热烈讨论。今年，他继续带来了
这一话题的建议：“二孩政策大大降低了用
人单位对女性职员录用的概率。”

林勇建议，夫妻合休产假，并有计划、
分步骤延长男性休假天数。将陪产假与产
假合并，由夫妻合休。男女双方均可在法
定产假基础上申请延长假期至 365天（夫
妻双方休假合计）。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 1786
万，2017 年是 1723 万，2018 年是 1523 万；
人口出生率由 2016 年的 12.95‰下降到
2017年的 12.43‰、2018年的 10.94‰。全
面二孩政策实施三年多以来，每年全国的
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在不断下降，且下降
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

林勇认为，目前家庭生育意愿下降，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生育对女性劳动力的职业
生涯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二孩政策加深
了这种负面影响的程度，二孩的出生也给
家庭带来经济和人力上的严峻考验。

林勇说，对求职的女性而言，二孩政策
大大降低了用人单位对其录用的概率。“女
职工因为生育导致的产检、安胎等原因离
岗，以及还有长达半年多的产假，使得企业
招聘新员工时普遍倾向于录用男性。二孩
政策更使得这种离岗时间翻倍。”其次，对
于本身在职的女性而言，二孩政策影响其
职业晋升。

与此同时，配套政策不完善影响了二
孩家庭的内部和谐和儿童的健康成长。“据
相关调查显示，生育二孩意愿最强烈的人
群是70后，而选择不生二孩的原因占比最
高的是时间精力不足和经济能力不足。”

林勇说，产假的权利主体是二孩妈妈，
理应共同哺育孩子的二孩爸爸却只有
7-30天不等的陪护假，完全不足以分担照
顾家庭的职责，加上爷爷奶奶辈年龄较大
体力有限，因此二孩出生后，家庭的重担大
部分落在二孩妈妈身上。这种情况明显影
响家庭内部和谐，也不利于父母共同引导
孩子健康成长。

在林勇看来，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加
剧了整个社会的性别不公平，影响了女性
的职业发展，也对生育二孩的家庭带来沉
重的负担。“基于此，女性生育意愿下降”。

他认为，修改和完善我国产假政策势
在必行。

林勇说，这种强制男性分担育儿任务
的政策，可以直接降低生育对女性职业发
展的负面影响，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使全
面二孩政策达到理想的效果，还可以纠正
性别不公平现象。同时还可以改善家庭教
育效果，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具体看，他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五条“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
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修改为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
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
或者其他福利待遇。”，使丈夫享受产假的
权利法定。

同时，将陪产假与产假合并，由夫妻合
休，具体天数各省根据财政能力自行确定；
在上述规定假期内照发休假人全额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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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全额工资的照全额工资的 7575%%发放工资发放工资，，以缓解家庭以缓解家庭
的经济和人力压力的经济和人力压力。。 （（综合综合））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上热搜

弹性安排春节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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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的销售模式，始
于2017年的淘宝直播。2019年，随着
以抖音为首的多家视频平台加入直播
赛道，直播带货全面爆发，网络直播用
户规模近5亿。这一年的“双11”活动
中，仅淘宝一家平台的直播成交量就在
8小时之内突破100亿元大关。

直播电商带火石狮新业态

“把物美价廉的产品推荐给广大消
费者，带大家购、购、购！”近日，泉州石
狮市与电商平台拼多多联合举办的产
业直播活动人气颇旺。身着全套石狮
制造的鞋服产品，石狮市领导化身主
播，为石狮“带货”。

事实上，这已不是石狮第一次“触
网”。早在今年2月，石狮就举办了为期
一个月的“2020石狮品牌服装网上直播
专卖节暨网红选品节”。4月 18日至 22
日，石狮又举办了2020中国（石狮）网上
直播交易会。

石狮拥有 8000多家纺织服装上下
游企业。该市及周边区域组成的“泛石
狮”服装板块，拥有纺织服装企业及配
套行业企业 1万多家，是我国重要的纺
织服装生产基地和集散地之一。

“2月份我们摸底调查发现，全市至
少有1300多万件的库存，滞销成为困扰
石狮服装生产企业的普遍问题。”石狮
市领导说。

如何帮企业跨过这道坎？石狮瞄
准线上直播销售。为期一个月的直播
专卖节汇聚了石狮本地服装产业的 150
多个品牌、上万款服装好货，服务105家
企业，促成36家本地服装企业与直播机
构签订意向采购金额 1.5亿元，直播销
售1.19亿元。

趁热打铁，4月18日，石狮将原本每
年固定举办的线下展会搬进直播间，网
上直播交易会应运而生，累计关注浏览
量超过 8.5亿人次。据不完全统计，石
狮全市服装企业通过直播“带货”或引
流销售的经营额超过20亿元。

直播带火新业态，为城市发展按下
加速键。1至 4月，石狮新增 1000平方
米以上的直播基地12家，新增近百家直
播公司，带动一批网红主播、店播等聚
集石狮创业发展。除了带货，网上直播

交易会期间，石狮还创新举行旅游在线
推介会，吸引近20万人次观看。

作为福建省“互联网+”先行试点城
市，石狮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催生了
活跃的电商市场，全市九成以上纺织服
装企业均已对接电子商务销售渠道，目
前全市拥有超 3.5万个电商中小卖家、7
个淘宝镇32个淘宝村，电商日均发货量
超过120万件。

“电商直播带动了整个传统产业链
升级。”石狮市领导说，长期来看，直播
电商与传统产业嫁接，有助于引导石狮
服装企业向外贸内需均衡、线上线下同
步的发展方向转型，进而倒逼产业链进
一步升级。

目前，石狮 114家重点限上电商全
部复市，1—4 月份电商全网销售额
215.57亿元，同比增长 38.8%；一季度石
狮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结关7832票，
出口货值达5.27亿美元。

直播电商全链条缺人才

5月11日，受人社部委托，中国就业
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关于对拟发布
新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拟新增
10 个新职业，包括区块链工程技术人
员、社区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
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核酸检
测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
员、老年健康评估师、增材制造（3D 打
印）设备操作员。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互联网
营销师”，该职业下增设“直播营销员”工
种。《公告》称，互联网营销师的主要工作
是：搭建数字化营销场景，通过直播或短
视频等形式对产品进行多平台营销推
广。在各大商家纷纷开启直播带货模式
的今天，网络带货主播们终于要转正了。

新职业“互联网营销师”的出现，也
折射出直播电商行业爆发式增长带来
的人才紧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专业
人士称，未来数年内，中国的B2B市场
将呈现超过 100%的高速增长，65%中小
企业急需电子商务人才，供需之间出现
惊人缺口，每年中国电子商务人才市场
需求达20万左右。某平台发布的《2020
年春季直播产业人才报告》显示，疫情
期间直播行业招聘需求同比逆势上涨

1.3倍，平均招聘薪酬9845元/月。
据了解，电商直播行业目前缺的不

仅是带货主播，也缺策划文案人才、直
播运营人才，“进行一次直播活动，不仅
要有主播，还要有一个团队为其服务，
包括项目统筹经理、文案写作策划以及
直播运营、场控、副播等，可以说，直播
电商整个链条都缺人才”。

泉州率先开展“直播销售员”培训

泉州市人社局近期组织开展“网络
主播培训精英班”“全市农村主播培训
入门班”，累计吸引各行业从业人员 160
余人参加线上“直播”培训，在全省率先
开展“直播销售员”培训，旨在培养一批
本地直播人才，助推各行业拓宽网络销
售渠道。

农村主播培训入门班主要是为返
乡创业大学生、中高职毕业生、建档立
卡贫困人员、返乡农民工和退伍军人等
各类农业从业者开展免费培训，涵盖电
子商务、直播工具的使用、直播运营技
巧、粉丝流量的提升与推广、短视频拍
摄基础等课程，课程通俗易懂，深受培
训学员欢迎；网络主播培训精英班采用

“腾讯课堂”APP开展线上直播，培训方
式包括直播授课、互动答疑、分组学习、
提交课堂笔记等。

泉州市全程跟踪管理，并推荐优秀
学员帮助当地直播带货。本次参与培
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劳动者可按规定
给予培训补贴，符合条件的重点人群还

可申领生活费补贴。
据了解，泉州市人社局积极实施福

建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互联网+职业技
能培训计划”，通过征集数字资源和免费
线上培训平台等措施手段，目前已累计
开展近6000人次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电商“带货王”享人才积分待遇

石狮市政府日前向石狮青创城颁
发“石狮产业直播基地”牌匾，同时授予

“熊猫哥”谭成林、“鸟哥”吕志华等 5位
网红“首届狮城带货王”荣誉称号。此
次“带货王”由石狮青创城自主评定，可
享受人才积分加分等人才政策待遇。

自2018年起，为进一步支持电子商
务转型升级，激发当地电商人才创业积
极性，壮大电商人才队伍，由石狮市电
商协会自主评定推荐，每年选拔10名电
子商务领军人物、20名电子商务优秀创
业青年，享受免租金入驻电商园、人才
积分加分等人才政策待遇。

石狮青创城作为全省首个 5G电商
直播基地，仅 2019年就投入 400万元培
训网络带货主播。目前，从基地“毕业”
400多人，其中有的成为“带货王”，有的
成为电子商务领军人物。
（记者 周丽华 通讯员 张建权 阮崇文）

直播带货成潮流 新业态带来新职业

石狮市由电子商务协会开展“狮城带货王”自主评选

新基建核心技术人才缺口长期存
在，预期年底将达417万人，其中软件开
发人才缺口最大，Java开发工程师每个
求职者拥有约3个工作机会。

5月22日，智联招聘发布“2020年新
基建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指出新基建
推进中亟待交叉技能人才流入。

数据显示，新基建信息基础设施产
业的核心技术人才近年来处于供不应
求状态，指数在2017年四季度达到近年
来高值 2.21，即每个求职者面临 2个以

上工作机会，随后有所下降，2019年四
季度指数为1.91，较高峰值下滑0.3。

智联招聘综合信息基础设施产业
核心技术岗位过去几年的人才供需走
势，以及新基建相关政策推行等未来因
素，基于计量模型预测，2020年底，信息
基础设施产业核心技术人才的缺口将
达到417万人。

从具体职位看，2020年一季度，缺
口较大职位以软件开发类为主，包括 Ja⁃
va开发工程师、软件工程师、Android开

发工程师、高级软件工程师、IOS开发工
程师、WEB前端开发、嵌入式软件开发、
互联网软件工程师、系统架构设计师
等，多为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领域
的通用技术人才。

在人才缺口较大的职位中，系统架
构设计师和算法工程师薪资颇高，2020
年一季度平均招聘薪酬分别达 24277
元/月和 19124 元/月；其次为高级软件
工程师（16694元/月）、互联网软件工程
师（14462 元/月）、数据库开发工程师

（13660 元/月）等；互联网产品专员/助
理（6771元/月）、IT技术支持/维护工程
师（7527元/月）等则薪资相对较低。

此外，一季度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核
心技术岗位的平均招聘薪酬为 10299
元/月，比全行业平均水平高16.75%。

分职业看，一季度，产业内平均招聘薪
酬最高的职业为具有管理职能的IT技术/
研发总监，其月薪达到25932元；排在其后
的是系统架构设计师与IT项目总监，月薪
分别为24277元与21655元。（智联招聘）

新基建最缺软件开发人才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智
能制造已成为世界各国抢占发展机遇的
制高点和主攻方向。但与此同时，支撑服
务智能制造相关领域技术发展人才的紧
缺也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近期，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统计局发布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
16个新职业信息，这意味着数百万智能制
造工程技术从业人员从此有了正式职业。

智能制造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将智
能装备通过通信技术有机连接起来，实
现生产过程自动化，并通过各类感知技
术收集生产过程中各种数据，通过工业
以太网等通信手段，上传至工业服务
器，在工业软件系统的管理下进行数据
处理分析，并与企业资源管理软件相结
合，提供最优化的生产方案或者定制化

生产，最终实现智能化生产。
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如此迅猛，人才需

求情况如何呢？答案是缺口巨大。目前，
智能制造的应用型岗位，主要有智能制造
装备升级、绿色制造智能升级、优质制造
智能升级、工业软件使用与维护、工业互
联网与云平台这5个发展方向，涉及20多
个相关具体工作岗位。据数据分析，2020
年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预测750万人，
人才缺口预测300万人。到2025年，人才
需求预测900万人，人才缺口预测450万
人。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的任务，就是为
智能制造产业输送“顶梁柱”式人才。

随着产业技术在传统领域的应用
和发展，物联网已在智能制造、智能家
居、智慧农业、智能交通和智慧医疗等
领域得到较好应用。由于前景广阔、使

用范围广泛，目前，我国在工业、农业、
家居、物流等细分领域诞生了众多中小
型企业，提供了许多项目规划设计、系
统运维等技术技能型就业岗位，对物联
网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有调查显示，未来五年物联网行业人才
需求缺口总量将超过1600万人。

随着人工智能概念的持续火爆，大批
求职者也正在向人工智能相关岗位靠
近。人社部发布的《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
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指出，根据测
算，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超过500
万人，国内的供求比例为1∶10，供需比例
严重失衡。报告认为，不断加强人才培
养，补齐人才短板，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作为智能社会基础设施的云计算，也
正在社会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技术地位。

人社部分析指出，当前云计算行业技能型
人才的需求保持持续增长，一线城市云计
算人才需求最为明显。北京云计算人才缺
口将近12万人，其次为上海、深圳和广州，
分别突破9万人、7万人和6万人。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
业正式发布，是从国家层面对这些职业
的肯定，为行业人才的选用与培养明确
了方向，是落实国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产业，推进技术技能人才建设的重要举
措。加快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培育壮大
人工智能产业和人才供给，满足全球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下的人
工智能人才需求，进而服务于科教兴
国、创新驱动和人才强国等国家战略，
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人
社部有关负责人分析指出。 （环球网）

智能制造今年人才缺口300万

近日，智联招聘联合银泰百货发布
《2020年新零售产业人才报告》显示，传统
行业面临减岗减薪，而新零售产业快速成
长，新零售相关岗位需求也逆势上涨。

据智联招聘大数据显示，在疫情蔓延
的2020年一季度，全行业总体招聘职位
数同比增速跌至-23.74%时，新零售产业
招聘需求逆势上涨，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速

高达17.85%。因疫情催化的“共享员工”
模式，通过提供临时就业岗位，迅速盘活
暂时赋闲在家、具有成熟业务经验的人力
资源，同时也减少了疫情对企业和人才的
影响，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数据显示，新零售岗位平均招聘薪
酬 11488元/月，高于全行业平均薪酬，
是全国平均水平 1.3倍；比传统行业岗

位薪资高出20%~30%。据银泰百货1月
公布的2019年度新零售导购薪资报告，
近三成导购年薪达20万元，收入最高的
导购年薪超50万元。

年轻、高学历的优质人才正在为新
零售产业发展注入活力。报告称，在新
零售领域求职者中，本科学历占比
50.76%，硕士及以上学历占 5.88%；工作

经验 3年以上的占八成、10年以上的占
36.48%。18-25岁的年轻求职者占比，
同比 2018 年一季度增长近 12%。银泰
百货 5万名新零售导购中，90后占 7成
以上。从地域来看，上海、北京、杭州等

“新零售之城”的新零售势头特别汹涌，
2020年一季度招聘需求位居前列。

（经济日报）

新零售产业招聘需求逆势上涨
岗位平均招聘月薪1148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