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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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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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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考落幕，考生们将进入高
考揭榜和填报志愿阶段。近日，BOSS直
聘发布《2020年高校应届生专业就业竞
争力报告》，围绕市场面向应届生的招
聘需求变化、不同专业就业竞争力、就
业通适度等方面展开探讨。

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企业对
应届生的平均招聘薪资为5312元，较
2019年同期降低2.4%。目前，应届生招
聘需求已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5%，但不
少传统线下业态受到冲击较大，旅游、
广告/传媒、金融等行业发展局面严峻，
应届生的招聘需求下降明显。与此同
时，医疗健康、在线教育、直播带货等领
域发展迅猛，对应届生较为友好。

据了解，BOSS直聘研究院本次分层
抽取340万2020年应届生样本，对不同

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进行深入分
析。样本中，专科生占比43.5%，本科生
占比51.8%，研究生占比4.7%。报告涉
及924个专业，均与教育部高等教育专
业目录保持一致。

就业30强专业中理工科占20席

2020年入围就业竞争力 30强的专
业中，理学与工学类专业占据 20席，其
毕业生平均期望薪资分别以 6325元和
6025元位列前两名。值得一提的是，6
个文学类专业闯入就业竞争力 30强榜
单，竞争力强的毕业生普遍展现出在
实践经验和复合学科背景方面的突出
优势。

“新基建”相关领域的蓬勃发展，带
动了人才需求的快速增长，数据显示，

新工科与基础科学类专业优势强劲，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专业
首次入围。

受疫情影响，交通物流业和视频内
容都迎来行业新机遇。物联网专业就
业竞争力飙升至第五位，戏剧影视文学
专业和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携手入围
专业就业竞争力30强。

另一方面，疫情之下，贸易/进出
口行业发展受阻，2020 年上半年应届
生岗位规模同比下降 24%，间接影响
了小语种专业。今年没有小语种专
业入围前 30，最靠前的葡萄牙语专业
仅排名第 50 位。

技术类新职业热度翻倍增长

2020 届高校应届生对新职业持开

放心态，但在实际选择上较为理性。据
初步统计，约0.9%的2020年应届生选择
自媒体博主、电竞师、网店店主等自由
职业和创业身份；而新职业“互联网营
销师”的相关岗位热度与 2019年持平，
有意愿进入该领域发展的毕业生中，超
过60%为大专学历。

数据显示，64%的毕业生求职方
向较去年更为分散，就业通适度提
高。2020 年，金融行业、航空业对应
届生招聘需求缩减，倒逼经济类、航
空类专业毕业生跳出“舒适圈”，谋求
新的职业发展。在 2020 年就业通适
度最高的 25 个专业中，首次出现 4 个
航空类相关专业，呈现专业人才被动
流出的状态。

（一点资讯）

高考志愿如何填报？
看看这份就业竞争力报告

大学生毕业去哪？
升学比例持续上升，就业率下降

这份报告分为本科篇和高职篇，调
查数据基于对2019届大学毕业生（全国
样本为 27.4万）毕业半年后、2016届大
学毕业生（全国样本约 5.5万）毕业三年
后以及2014届大学毕业生（全国样本约
4.3万）的调查问卷。

调查显示，本科生国内读研的比例
明显上升，从 2015 届的 13.5%上升到
2019届的 15.2%；准备考研的毕业生从
2015 届的 2.1%上升到 2019 届的 4.5%；
高职毕业生读本科的比例从 2015届的
4.7%上升到2019届的7.6%。

从升学动机来看，就业前景好、想
去更好的大学、职业发展需要是2019届
大学毕业生升学的主要原因。

升学比例的上升导致毕业后直接
工作（受雇工作、自主创业）的比例产生
相应变化。本科生就业率从 2015届的
77.3%下降至2019届73.5%，高职毕业生
就业率从 2015 届的 86.4%下降至 2019
届的83.7%。

哪些地方最吸引毕业生？
新一线城市吸引力增强
一线城市就业满意度高
毕业后直接就业的毕业生都去了

哪里？报告称，“新一线”城市对毕业生
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选择在“新一
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 2015届的 22%上
升到 2019届的 26%，而在一线城市就业
的比例从 2015届的 26%下降至 2019届
的20%；高职毕业生选择在“新一线”城市
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17%上升到2019
届的 23%，而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

2015届的19%下降至2019届的15%。
不过，从就业满意度来看，一线城

市略胜于“新一线”城市。报告称，2019
届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城市的就业满意
度（72%）略高于“新一线”城市（68%）。

上海是本科生就业最满意的城市
（76%），其次是北京（75.8%）；“新一线”
城市中，杭州就业满意度稳居“新一线”
城市第一（61%）。

报告分析，“新一线”城市就业机会
多、生活成本相对一线城市较低、更易
落户等优势，对本地和外地人才均有强
大的吸引力，正不断追赶以往在人才方
面占据绝对优势的一线城市。

哪些专业就业率高？
信息安全等4专业连续三届“绿牌”

报告列出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薪
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低的“红牌专
业”，以及失业量较小，就业率、薪资和
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的“绿牌专业”。

根据报告，2020年本科就业“绿牌
专业”包括：信息安全、软件工程、信息

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
字媒体艺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其
中，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数
字媒体艺术连续三届都是“绿牌专
业”。行业需求增长是造就“绿牌专业”
的主要因素。

绘画、音乐表演、法学、应用心理
学、化学则是 2020年本科就业“红牌专
业”。其中，绘画、音乐表演、法学、化学
连续三届都是“红牌专业”。

报告显示，从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而
言，从事医护相关工作的毕业生饭碗最

“硬”。从本科学科门类来看，医学专业
毕业生半年后从事工作与专业相关的
比例（2019届为 92%）连续三届最高，同
时医学2014届毕业生毕业5年后的该比
例也最高。

就工作满意度而言，从毕业生中期
发展来看，当教师就业“幸福感”最强。
2014届本科生毕业5年后就业满意度最
高的行业是教育业（83%），满意度最高
的职业是中小学教育（84%）。

（澎湃新闻）

近日，麦可思研究院发布《就业蓝
皮书》（以下简称“报告”），针对就业
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等因素，评出就
业中的“红牌”“绿牌”专业。其中，绘
画、音乐表演、法学、化学专业成为连
续三届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
合较低的“红牌专业”。

《就业蓝皮书》评出“红牌”“绿牌”专业

信息安全等专业就业率较高

受全球疫情反复影响，2020上半年
人们交替面临停工、复产、又停工，恐
慌、焦虑、烦躁等心理问题频发，心理咨
询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近日，北京师范
大学心理援助热线数据显示，在这场疫
情中，44%的民众会感到恐慌、恐惧、害
怕。

同时，通过招聘平台 BOSS 直聘发
现，京东、柯莱德等许多公司正在招聘
大量全职或兼职的心理咨询师及心理
咨询志愿者。然而，对于心理学专业的
年轻人来说，想要进入心理咨询行业并
不容易，他们面临着招聘门槛过高、工
作苦、收入低、整个行业鱼龙混杂等问
题。

招聘心理咨询师更看重经验

在武汉读大学的心理学专业毕业
生杨雪已经面试15份工作，最近一次面
试的职位是中小学老师。她说，心理学
毕业生很少从事本行，最后找的一般是
和老师有关的工作，这些工作也都偏爱

心理学专业学生。
杨雪表示，尽管有很多公司在招心

理咨询师，可对于她这样的毕业生，工
作依旧难找。她曾面试过一家规模较
小的初创公司的心理咨询师岗位，结果
等了一个多月，对方告诉她这个岗位需
要有工作经验的人才。她也向一些线
上心理咨询平台投了大量简历，可收到
回复的很少。“咨询师的岗位往往会对
咨询时间、咨询量提出要求。想要月薪
过万，基本都需要国家级的资质证书、
系统的咨询培训经验和上百小时的咨
询经验。”

付费心理咨询依然是奢侈品

家住南京的月曦工作4年了。她本
科读的英语专业，因为对心理学感兴
趣，研究生攻读了这个专业。2016年毕
业时，她没有找到和心理学相关的工
作，和这个专业很多毕业生一样，去一
所学校当了老师。

按照壹心理2018年的测算，全国愿

意了解心理学，并为心理服务付费的人
大约只有 400万，但当下仅各种精神疾
病患者就已高达1600万，还不包括常见
的心理问题患者。月曦表示，很多心理
咨询都是按小时收费的，一小时几百块
钱，但没有多少人愿意花这个钱。心理
咨询行业也许未来前景看好，但现阶段
对于从业者来说并不景气。

今年初，疫情最严重时，月曦看到
网上很多人都很焦虑，她开始在一些社
交平台发布有关心理学的帖子。不久
便有许多人给她发私信，诉说自己正在
面临的心理问题，有人和父母待久了感
到压力，有人发愁找不到工作，被降薪、
裁员……月曦尽可能地为他们解答，当
然都是免费的。

行业鱼龙混杂

除了招聘要求高、收入低外，整个
心理咨询行业鱼龙混杂的状况也让求
职者望而却步。数据显示，人社部合计
颁发 107 万份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

书，其中持证心理咨询师达 90多万，但
大量的持证咨询师并没有从事这一行
业。另据心理学专家武志红推算，国内
合格的心理咨询师不超过3000人。

“网络上有很多所谓的情感咨询
师，他们没有专业背景及证书，多服务
于一些失恋的女孩，给她们出主意，教
这些女孩如何挽回感情，甚至教她们
PUA（对异性诱骗洗脑）技巧，这些人的
收费可以达到一个小时400~500元。”月
曦认为，这些不规范的行业现象严重影
响了心理咨询师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

受疫情影响，杨雪大部分时间只能
待在家里，网上常常有人招聘情感类咨
询师，杨雪认为很多都不正规，而且去
做这样的工作还会给她的专业带来污
点。“最近我面试了好几家公司，主要还
是心理学相关的，想再试试看。”杨雪表
示，如果过了这个月还是没有心仪的对
口岗位 offer，就像师兄师姐一样去当老
师。

（华商报）

疫情导致心理咨询需求增加

心理咨询师工作却难找

在人社部发布2020年新增职业之前，
社区网格员已在全国推广。如今，社区网
格员被“正名”，成为人社部推出的新职业
之一。记者了解到，社区网格员需求量很
大，入职条件也相对低一些，所以很多人都
比较看好这个职业。

运用现代技术
“织密”社区管理网络

“网格”制度，是指将城市管理辖区划
分为单元网格，再由专人负责各自片区的
工作，了解并解决居民群众的问题。但是
这些基层工作人员们所承担的任务，远比

“社区网格员”这个头衔要复杂和繁重。
在社区，社区网格员的工作与日常居

委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两者之间不是
从属关系而是合作关系。社区网格员的存
在让社区工作做起来更加简便。

据了解，目前社区网格员的主要职责
是运用现代城市网络化管理技术，巡查、核
实、上报、处置市政工程设施、市容环境、社
会管理事务等方面的问题，并对相关信息
进行采集、分析、处置。也就是说，社区网
格员的存在是为了智能化社区管理，推进
社区各项服务工作，整体来说是推动社区
管理精细化、高效化。

拼“脚上功夫”
每天3万步是基本工作量

余昊光是上海市长宁周家桥街道三大
网格的路面巡查长之一，每天负责带领巡
查员牢牢“盯紧”辖区内存在的各类安全隐
患，并在第一时间上报问题，推动问题解
决。余昊光表示：“我出门巡查会自然而然
做到‘三看’，上看高压线、中看店招牌、下
看路面井盖，几乎每个网格员都能够清楚
报出他所负责的工作区域里，有多少棵树、
多少个井盖、多少家店铺。”

做了一年半的社区网格员，他直言，这
是一个要拼“脚上功夫”的活。“我们每天的
步数基本是3万步打底，一天有6个小时都
是在巡查、排摸、采集信息。”

需经统一考试和面试
成为社会综治不可或缺的力量

据了解，网格员通常由网格中心来分
配网格员工作的地区，所以不同的网格区
负责的区域不一样，同时在职责上也会细
分为外勤和内勤部分。想要成为网格员，
需要通过统一的考试。以上海为例，社区
网格员招聘要求从业者具有大专或以上学
历，通过统一的考试并且通过面试才能够
获得工作机会。目前社区网格员的缺口比
较大，所以上岗条件相对宽松，对专业要求
并不严格。

社区网格员的工作内容虽然平凡，却
需要从业者具备“利他主义”的心理品质，
以及处理突发事件时良好的应变能力。记
者注意到，社区网格员多为 80、90后，接受
能力相对较强。他们坦言，社区网格员的
工作性质并不“高大上”，但常常能在平凡
中创造不平凡。被认可成为新职业，这给
了他们一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有专家指出，网格员在基层承担了大
量工作任务，特别是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
的时候，其长期下沉基层的作用就会显现
出来，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综合治理环节不
可或缺的力量。从长远来看，社会应予以
重视，在编制使用、工资待遇方面给予进一
步倾斜，真正做到用待遇留人、用事业留
人。 （劳动观察）

你居住的社区
有网格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