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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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一杯咖啡制一杯咖啡
造一种文化造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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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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数据，2020 届高校毕
业生 874万人，同比增加 40万人，毕业
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受疫情影响，
今年面临“史上最难就业潮”，值得注
意的是，最近国有大行已提前拉开“秋
招”大幕，逆势扩大招聘规模。

国有大行逆势扩招

今年国有大行的秋季校园招聘较
往年提前。工商银行今年校园招聘规
模达到 1.8万人；建设银行今年将校园
招聘规模扩大至 1.6万人以上，高于去
年的 1.3万人；中国银行今年全球校园
招聘职位超 1万人，规模同比增加 15%
以上。

8 月 26 日，农业银行启动校园招
聘，该行此前透露已经在春季招聘中
录用 4500 人。最新发布的招聘计划
中，农行总行计划招聘1081人，北京市
分行、上海市分行、深圳市分行、广东
省分行、浙江省分行、江苏省分行分别
计划招聘 350 人、400 人、300 人、900
人、1000人、1200人。

8 月 25 日，工商银行发布 2021 年
度校园招聘公告，为积极响应国家“六
稳”“六保”政策号召，今年校园招聘规
模达到 1.8万人。2021年应届毕业生
与因疫情影响未落实工作的2020年高
校毕业生均可参与本年校招。

工行是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
银行，此次招聘包括38家境内分行、15
家直属机构和利润中心、7家综合化子
公司。子公司中，工银理财招聘80人，
包括投资研究、市场营销、风险管理等
各条线；工银科技招聘47人，工银安盛
人寿招聘115人。

各分行中，工行北京分行招聘 900
人，上海分行招聘 880人，深圳分行招
聘 450人，广东省分行招聘 1000人，浙
江省分行招聘1050人。岗位类别包括
ITP海外英才计划、星辰管培生计划、

专业英才计划、科技菁英计划、客户经
理岗位、客服经理岗位等。

8月20日，建设银行公告启动校园
招聘，校园招聘规模扩大至超 1.6 万
人，2020届、2021届毕业生均可报名，
招聘机构包括总行、12家总行直属机
构、37家境内一级分行、8个建行大学
校区。子公司建信金科、建信人寿、建
信租赁也将陆续开展招聘。

其中，建行总部计划招收 200人，
北京市分行招聘500人，上海市分行招
聘280人，深圳市分行招聘350人，广东
省分行招聘 1200人，浙江省分行招聘
1000人，江苏省分行招聘1000人。

8 月 10 日，中国银行启动校园招
聘，今年发布超 1万个职位，比上一年
增加 15%以上，2021届、2020届毕业生
均可报名。招聘机构包括总行、6家总
行直属机构、36家境内一级分行等。

“今年扩招主要是稳就业政策要
求。”一位大行人士坦言，虽然上半年
银行利润整体负增长，国有大行预计
净利润下降12%，但大行要承担社会责
任，落实“六稳”“六保”要求。

金融科技人才需求大增

随着金融科技广泛应用，从招聘
类别看，科技类人才需求大幅提高。

工商银行称，现有金融科技相关
人员共 3.48万人。今年将进一步加大
对理工类专业人才的招揽，超过 2100
个科技岗位。工行招聘岗位单列了科
技菁英计划，为境内分行和科技类直
属机构甄选产品研发、用户研究、产品
设计等领域的金融科技专业人才，要
求以电子信息科学类、计算机类、数理
统计类、设计类等相关专业为主。

此外，该行推出 ITP 海外英才计
划，为省行和重点城市行本部储备青
年力量，海外英才计划采用“境内＋境
外”联合培养模式，首期计划招收约

100人。
建设银行招聘计划中，总行、多家

分行在管培生、营销岗位之外，单列科
技类专项人才，主要从事数据挖掘分
析、大数据营销、技术研发、系统运营
维护等相关工作，重点招收数理统计、
计算机、软件工程、通信工程及其他理
工类专业毕业生。

交通银行也透露，今年将大幅增
加科技人才的招聘比例。

银行旗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中，
建信金融科技在多所大学发布招聘公
告，该公司下辖八个事业群和多个直
属中心，目前员工规模超过5000人，今
年计划招聘共计 1000人。包括北京、
上海等八地事业群，以及建信云能数
字科技、建信金服等分支机构。

中银金融科技今年计划招聘 700
人，该公司称60%员工为国内外知名高
校硕士、博士，平均年龄31岁。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除上述大型银行扩招以外，今年
考研、参军规模也在增加。根据教育
部数据，今年硕士研究生、专升本、第
二学士学位三项扩招可吸纳 170余万
人，其中应届毕业生约140万人；“特岗
教师”招募10.5万人，拟选拔招募3.2万
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开展“三支一扶”
服务。此外，预计将招收 40多万毕业
生补充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队伍。

不过，今年就业市场压力巨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和智联招聘发布的《就业困难
大学生群体研究报告》显示，6月份仍
有 26.3%的应届生在求职；考虑升学、
出国及留学生归国等因素，今年有 705
万大学生需要就业；除去公务员招考、
创业外，要在市场化机构就业的大学
生数量约590万人。

（21世纪经济报道）

史上最大规模毕业潮来袭

国有银行逆势扩招数万人 “你工作到底图什么？”脉脉招聘服务最
新发布的《2020年中高端人才趋势蓝宝书》，
披露了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职场人择业
所看重的因素，差异不小。

基层：最看重“薪资水平”

对于基层员工而言，最看重的三个因素
为“薪资水平”“升职加薪路径与潜力”以及

“直接领导与合作团队”，而且，薪资这一因素
的选择率，压倒性地超过其它选项。

“在最需要钱的年纪，老板却和我谈理
想。”这是90后们的无奈。

虽说90后大部分衣食无忧，但因消费观
念等因素，让他们对薪资的需求也前所未有
地凸显。网易房产数据中心在2017年5月发
布的一份调研显示，70后置业时父母只需帮
助28%，80后、90后则分别上升到45%和61%。

大白是一家刚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技术负
责人，他对雇主们建议：“好公司应该脚踏实
地、不忽悠员工，不用所谓梦想搪塞员工，能
够跟员工认认真真地谈钱。”

中层：等待“关键转折点”

“形势不明朗，还是不要轻易跳槽好。”就业
市场压力增大，中高端人才对跳槽更为谨慎。

《2020年中高端人才趋势蓝宝书》披露，
脉脉数据研究院分别在今年 5 月和 8 月对
HR群体进行调研，调研结果显示，HR们“寻
找合适的中高端人才”的压力有增无减，这一
挑战远超压缩人力资源成本带来的挑战。

对于中层人才而言，薪资水平依旧是最
重要的考虑因素，其次则是直接领导与合作
团队，以及所在行业的前景。

“基本上每个大佬的职业发展轨迹都有
几个关键转折点。跟对老大很重要，这种老
大一定是一线有影响力的，当然前提是你也
有硬实力。”资深猎头柏彤经手过不少年薪过
百万元的候选人，她理解这些职场“中坚力
量”的企盼。

“平步青云并非易事，除了能力还需要机

会加运气、眼光与判断力。”她说，“很多人教
育背景都很好，但几年后彼此的差别却很大，
就因选择差异，但选择本身也是种能力。”

柏彤有位朋友，在阿里巴巴做到非常资
深的位置，年薪超过500万元，46岁仍未到职
业瓶颈，还有更大的盘子在等着他，就因他的
每次跳槽都选对了风口。而跟这位朋友年纪
相仿经验类似的一些人，因选择错误造成中
年危机、高不成低不就的不在少数。

高管：强调“趣味相投”

“某某大厂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这
是脉脉用户在求职跳槽时的一个热门讨论。
以阿里为代表的一些公司，强调“趣味相投”，
把对候选人的价值观考量放在十分重要的位
置，由此引发关于“味道”的大讨论。

调研显示，在高管求职的考虑因素中，企
业文化与价值观被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其
次是公司实力与行业前景，再往后才是薪酬。

企业文化与价值观之中，既能看到一家
企业的使命感与格局，也能了解一家企业的
行事方式与是非原则，还关系到一家企业对
高管领导力的评断。

“领导力就是茫茫黑暗中的微光。茫茫
黑暗中的微光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方向、
意味着希望、意味着能量。”北京大学汇丰商
学院管理实践教授、创新创业中心主任陈玮
说，“领导者需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独特价值，
就是提供方向、凝聚人心、给予希望。”

许庆林是一家猎头公司的创始合伙人兼
CEO，在他看来，越往高走，对尊重和自我实
现越是在意，这就需要掌控感。另外，企业文
化和价值观匹配的话，沟通成本会大大降低，
高管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高管们爱谈情怀，并非只是为了给下属
画大饼，而是位居高位时的追求。这些高管
们的理想并未老去，而是随着经验的历练，变
得更加明确。一个高管愿意转向一个新公
司，往往是因为能被激发更多的领导力。

（劳动观察）

2021届毕业生秋季
校园招聘的大幕已提前
拉开。近日，字节跳动启
动了2021届秋季校园招
聘，为应届毕业生开放超
过 6000 个工作岗位；腾
讯前不久也展开有史以
来最大规模的校招。俗

话说，好的简历是求职的敲门金砖，那么如何
写出一份好的简历呢？记者从几名互联网大
厂及世界500强人资部门HR处获得几个为简
历加分的小建议。

简历不超过一页A4纸

求职者或许不相信，HR一般只花 10秒
浏览简历，就决定是否给出面试机会。

“你要相信，HR 的工作真的很忙很琐
碎，尤其是大厂HR，每发布一个职位以后，
都有可能会收到成千上万份简历。”网易HR
直言，“通常来说，简历第二页被看到的机会
只有不到 5%。”因此，不超过一页A4纸的简
历是最规范的。

50字内凸显基本内容

HR特别提醒，参加校招的毕业生一定
要重视“网申”，这是应聘者淘汰率最高的一
个环节。据了解，许多大型企业在设置“网
申”简历时，一般会分为个人信息、教育背景、
实践经验、奖励活动、其他信息、上传附件六

大模块。
“基础内容一定要突出，比如你的毕业院

校，所学的专业，会哪些技能，得过哪些奖，有
哪些实习经历，最好在 50 个字以内凸显出
来，多了我们根本看不了。”长期服务两家世
界500强公司的人资从业者 Jenny说。

“没有实习经历的可以写一下在校的成
绩排名和评优情况，在学校参加过哪些大型
活动，在实践中学会了什么，最好三到四项。”
值得注意的是，简历中非常忌讳错别字，毕业
生应再三检查。

选择照片要慎重

“简历中好看的照片真的可以加分，满分
10分的话，能加个 0.5分吧。”Jenny在微信上
建了一个沪上人力资源从业者交流群，群里
的HR不约而同提到简历中的照片。

“我收到过一个简历，直接被雷到了。顶
部是一张居中的照片，这张照片不是证件照，
而是一张比较随意的生活照。更雷人的是，
照片的左侧和下侧有一道黑边，有很明显的
裁剪痕迹。如果你是HR，我相信你会在三
秒内迅速丢弃这份简历。”一名HR分享道。

大部分HR对于简历照片的观点是：如
果你的颜值很高，照片是个加分项；如果只是
个普通人，放不放照片都 OK，如果确定要
放，最好是近期的证件照，注意不要有明显的
裁剪痕迹，更不要变形，可以放在个人简历的
右上方或左上方，切忌喧宾夺主。（劳动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
的新职业——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就业
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
人工智能技术逐渐完善，推动着无人
机行业快速发展，无人机在森林消防、
物流运输、测绘勘察、农林植保等行业
的应用不断拓展，中国成为无人机行
业应用的重要市场。预计未来 5年无
人机装调检修工需求约350万人。

据工业与信息化部相关数据预测，
到2020年我国民用无人机产值将达到
600亿元，到2025年产值将达到1800亿
元。在无人机行业的市场需求下，无人
机装调检修工职业应运而生，今年2月
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16个新职
业信息，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正式成为新
职业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目录。

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是指使用设备、

工装、工具和调试软件，对无人机进行配
件选型、装配、调试、检修与维护的人员。

据北京职捷人力资源科技有限公
司数据分析，目前无人机装调检修工
就业队伍中21—30岁人群占总人数高
达 76.64%，其中 21—25岁之间人群占
就业岗位总人数的 45.21%，此类人员
大部分都在相关无人机生产企业从事
无人机装调工作。

无人机装调检修工主要分布在华
南、华东和华北三个地区，其中华南地
区占25%，占据首位。这三个地区的无
人机相关生产企业也是相对比较集
中，释放了很多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就
业岗位，某种程度上会增加流动性。

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的学历主要为
大专及以下，占比71%。无人机装调检
修工就业门槛低，但是随着无人机产
品的转型升级，无人机装调检修技能

型人才缺口日渐显现，无人机装调检
修工新职业的推出，可以帮助企业破
解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面对的人才困
境，为企业提供高端人才的有效供给，
同时，帮助企业在效益上有所提升，让
企业真正找到“用得起”的人才。

调查中，无人机装调检修工薪资
普遍高于当地平均薪资，75%无人机装
调检修工薪资是当地平均工资1~3倍。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教育培训部
副主任、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
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房志凯表示：

“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新职业的诞生，不
仅加速了无人机职业领域人才培养结
构和质量的优化，而且促进了无人机
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人
才需求侧结构要素的进一步融合，为
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
力。” （中国青年报）

未来5年无人机装调检修工需求350万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在
视频讲话中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全球旅游业约 1.2 亿名工作人员
可能失业。

古特雷斯介绍说，今年前 5个月，
国际旅游客流量减少一半以上，国际旅

游服务收入减少数千亿美元。他说：
“旅游业约 1.2亿个工作岗位直接受到
威胁，其中很多是在非正规经济或微
型、中小型企业，女性和年轻人在工作
人员中的比例最大。”

联合国近日发布一份有关新冠疫

情对旅游业影响的分析报告。报告指
出，今年全球国际游客数量可能减少
58%~78%，这将导致游客支出从 2019
年的 1.5 万亿美元减少至 2020 年的
3100亿~5700亿美元。

（界面新闻）

全球旅游业约1.2亿人或因疫情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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