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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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0年9月9日
责编：卢芸斐 邮箱：hxrcbfcy@163.com才市·职场

9 月 4 日，BOSS 直聘发布《2020
年 5G人才趋势观察》，报告显示，今
年二季度，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趋于稳
定，5G 相关岗位的人才需求恢复迅
速，同比增长 3.4%，环比增长 39.8%，
整体呈现向好态势。

2020年是 5G全面落地的关键之
年。国内三大运营商公布的数据显
示，5G用户数在4月份已经突破7500
万，预计年底，全国 5G用户数有望突

破2亿。
BOSS 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过

去 18个月，国内 5G人才平均薪资约
为 13066元。其中，5G架构师、5G物
理层研发工程师等高级技术岗位，月
薪可达三四万元甚至更高。

但从整体来看，5G相关人才的平
均薪资和互联网技术岗位相比，仍然
低8%到12%，薪酬水平存在较大的增
长空间。

报告认为，核心技术岗位仍然是
5G行业最重要的人才缺口方向。今年
二季度环比需求涨幅最大的5G技术岗
位集中在基础研发层。其中，核心网工
程师环比需求涨幅最大，达61.5%。

报告显示，5G领域对专业技术和
专业背景有较高要求，从事相关工作
的人才普遍拥有电子通信和计算机
类的学历背景。目前，5G技术研发、
产品应用和 5G 解决方案等重要领

域，仍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尤其是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光信息科
学与技术专业背景的人才最为稀缺，
具有技术研发和商用解决方案复合
背景的人才尤为抢手。

从各个城市对 5G人才需求的情
况来看，北京、深圳、上海对 5G相关
岗位的需求最为旺盛，人才需求最集
中 的 前 十 大 城 市 占 据 总 需 求 的
67.5%。 （劳动观察）

5G人才平均薪酬达13066元
核心技术岗位缺口最大

职Q社区上，看到这样一个“灵魂拷问”：体面的工作
一定能带来体面的生活吗？

在这个问题下方，聚集了不少职场人前来回答。
毕竟，大多数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便是：要好好学习，

以后才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好工作。否则，就只能去当清
洁工、外卖员、保姆等谁都可以做的工作。

可话说回来，这一类看似谁都可以做的工作，真就这
么“不体面”吗？而看似体面的工作，真的可以带来体面
的生活吗？

一位名叫刘双的 32岁双语硕士，毕业后本在一家知
名科技公司担任客户经理，年收入 30多万元，可谓是妥
妥的高职高薪。她却放着“正经”工作不做，转而投身保
姆行列，让许多人大呼不解。

对此，不少人评价：国家花资源培养出来一个硕士，
居然去做保姆，简直不可思议。也有人表示可以接受，职
业不分高低贵贱，喜欢和适合自己就好。

月薪4万元的90后设计师陈建，曾是电影美术设计指
导，由于经常需要熬通宵，饱受甲方摧残。为了保住不断
后移的发际线，转行做了一名外卖骑手。虽
然也有不少人替他惋惜，但据他自己的话
说，从事外卖一年多的时间，脂肪肝没了，人
也快乐不少。知乎上看到有人提问：“职场
该不该分三六九等？”

让笔者不由想到朋友小王，她硕士毕
业后毅然选择了化妆品柜台销售的工作。

当时家里人不支持，但她并不在意外
界的质疑。因为热爱，所以在很短时间内
便将专柜商品的信息，以及使用方法了然
于胸，并坚持对客户进行分门别类，定期整
理。她对顾客的兴趣爱好，以及生活里的
小细节都会进行详细记录，即便当时没有
成交，也仍旧努力与顾客保持日常联系，最
终做出了不一样的成绩，几乎每个月都获
得销售冠军。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也无需要讽刺别
人大材小用。

读书的意义，并不是按照学历的高低，
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而是让我们即便身处
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也依然可以获得自我
价值，寻找到自我认同，甚至闯出属于自己
的一片天地。

如何在低门槛行业做出不凡的成绩
呢？有以下3点建议。

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明确职业动机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的仗”。
转行之前，你首先需要做的是明确职

业动机，思考清楚是因为目前的工作没做
出成绩，选择逃避进入低门槛行业；还是经
过综合评估，基于兴趣而选择低门槛行业
转换职业赛道，想在此行业获得职业成
长。同时，对目标行业进行调研，了解清楚
行业发展和市场行情，在最短时间内储备
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敏于观察，与时俱进

心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刻板印象”，也
称为“定型化效应”，指人们对某一类人或
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只凭偏见或道听途说而形成的。

因此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不要被
刻板印象限制，更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
里。特别是在现如今多元化信息时代，低
门槛的行业也在飞速发展。拥有高学历的
人，在低门槛的就业领域里，更需要利用自己学习能力强
等优势，洞察行业信息，反思工作方法，观察行业变化，成
为全能型人才。而不能因为进入低门槛行业，便停止专
业性学习，不再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严格自我管理，发展职业优势

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目标，严格地进行自我管理。
乔布斯曾说过：“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

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
最重要的是，勇敢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
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它一切都
是次要。”

管理目标就是管理自己的时间，因此制定科学合理
的职业目标，并进行严格的自我管理尤为重要。日常工
作中提高时间利用率，将时间用在提升职业技能上，并能
做到专注工作。职业不分三六九等，工作成绩只分平庸
和卓越。不管是什么学历，只要喜欢所从事的行业，平凡
的岗位做出有意义的成就，都值得被肯定。 （智联招聘）

人社部近日发布的《智能制造工
程技术人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
显示，预计未来 5年智能制造领域人
才需求达900万人。我国目前智能制
造行业约占高端装备制造业 20%左
右，根据相关政策，这一比重将逐渐
增大，且增速快于高端装备制造业。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是指从
事智能制造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
对智能制造装备、生产线进行设计、
安装、调试、管控和应用的工程技术
人员。

猎聘大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底，中国智能制造中高端人才占整个

制造业中高端人才的35.89%，与2016
年、2017年相比，智能制造人才在制
造业人才中的占比呈逐年增长态势。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分布在
机械与自动化、国防与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信息技术、新材料制造、新兴医
疗制造和能源与环保这六大类行
业。据领英（中国）数据统计，其拥有
超过1300万的会员中，与制造业相关
的六大类行业人才量达 248万，其中
机械与自动化人才、信息技术人才相
对最多。

国防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新材
料制造及能源与环保这三大行业的

人才平均从业年限都比较高，其中具
备 10年以上从业经验的人才占比也
相对较大。

对比智能制造与制造业人才年
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智能制造人才
在 25至 30岁、30至 35岁年龄段的人
才占比高于制造业，35至 40岁、40至
45岁、45至 50岁、50岁以上年龄段的
人才比例均低于制造业，说明从事智
能制造岗位的年轻人比传统制造业
的更多，年龄优势能给智能制造的发
展带来更多想象空间。

对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的调研结
果 显 示 ，高 职 学 历 占 比 最 高 ，达

39.48%；其次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比 38.1%；中职学历占比 11.8%；其余
10.62%则为内部转型、社会外招。

调研结果还显示，根据个人岗位
和职责区分，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年薪最高可达30万元。

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分析显
示，2010—2018 年，我国智能制造装
备行业保持着较为快速的增长速度，
2018年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产值规
模约为 17480.1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
长 16.5%，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

（机器人峰会）

人社部发布就业景气报告

未来5年智能制造人才需求达900万

58同城日前发布不同年龄层就
业趋势解析，其中，80后首选普工职
位，90后青睐居民服务业，95后热衷
住宿和餐饮业，服务员为00后热门岗
位，年长者偏爱技能型岗位。

今年 1—7月，95后、00后求职热
门行业TOP3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0后、80后求职热门行业TOP3均是
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制造业。可见，批发和零售业是各年
龄层求职的首选。其中，90后、80后
在批发和零售业占比近 30%，80后在
制造业占比超12%。

从求职需求增速来看，1—7月，

各年龄层求职者在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求职
投递均同比增长。其中，95后在住宿
和餐饮业、90后在制造业的求职投递
也同比上升，80后在大部分行业的求
职投递均同比增加。而从近三年求
职趋势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求职占比逐年
升高。95后在住宿和餐饮业的求职
投递占比有所增加，90 后在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比有所提
升。这表明，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
中，年轻的 90后、95后热衷于从事生
活服务业工作，进入民宿、网红餐厅、
上门美甲等新兴行业求职。

58 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
1—7 月，从求职热门职位 TOP3 来
看，00 后的依次是服务员、普工、店
员/营业员，其中服务员占比高达
25.67%；95后的依次是普工、文员、店
员/营业员；90后的依次是普工、货运
司机、文员；80后的依次是普工、货运
司机、商务司机。从整体趋势上看，
年纪较大的求职者更偏向于从事技
能类职位，年轻人则更喜欢服务类职
业。

1—7 月，各年龄层求职者在普
工、店员/营业员、前台/总机/接待、保
安的求职投递均同比增长。其中，95
后在文员、服务员、货运司机的求职

投递有所增长，90后在快递员、仓库
管理员的求职投递同比上升。从近
三年求职趋势来看，各年龄段在普
工、服务员的求职占比逐年升高。00
后在店员/营业员求职投递逐年提
升，95后在货运司机、快递员占比有
所提升，90后在货运司机求职投递逐
年提升，80后在操作工求职投递占比
上升。从求职者投递占比可以发现，
年轻求职者在服务业岗位中的求职
比例高，而年龄较大的求职者在制造
业岗位中的求职比例高。随着第三
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中的提高，越来
越多年轻人选择进入服务业岗位工
作。 （新浪财经）

批发零售业成80、90后求职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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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 2020国际人力资源
技术大会近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召
开。这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
于人”，共有44家企业参展，展厅面积
为5500平方米，70余位来自海内外的
各界企业高管、人力资源领域专家共
同探讨人力资源与技术的发展。

非接触式招聘已呈常态化

在主论坛的嘉宾主旨演讲中，智
联招聘CEO郭盛指出，疫情之下，新
技术对人力资源管理行业的推动非
常大，包括数字化办公等，在家协同
办公。

“经常有一些朋友问我，疫情数
字化对你们的产业造成了改变，到

底有哪些能留下来，哪些不能留下
来。包括协同办公、远程面试……
这个过程当中大多数发生的情况是
会留下来的。”郭盛举了个例子，在
疫情期间因为无法见面，所以往往
是采用视频面试，这和大众看到的
面试完全不同。应聘者甚至可以一
边走路一边拿着手机面试，面试从
一个很严肃的事情，突然变成一个
很轻松的事情。

他补充，面试的时间，以前双方
互相握手、嘘寒问暖，到真正坐下来
整个过程是30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
路程、等待，整个加起来的时间可能
要半天做一个面试。但是在视频面
试的情况下，这个面试平均时间是3~

5分钟。“所以如今的面试，30秒钟就
能决定你能不能进入这个企业。”

机器人HR为员工提供个性化服务

说起科技赋能，一定绕不开人工
智能，在人力资源行业，人工智能技
术的应用价值也正在凸显。IBM全
球服务部门负责人才与转型技术部
门的总监聂宜军，在大会上分享了
IBM的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方案。

他指出，从现在到未来是人力资
源 3.0时代，主要是人力资源数字化
转型，通过认知计算，引入人工智能
在人力资源领域。这是由于 IBM注
意到，00后新生代的员工追求的是一
种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企业接下来

该做的是思考怎么给他们提供个性
化的职场和服务平台。

IBM 通过自动化智能机器人来
给员工提供服务，还对员工满意度进
行预测、入职轨迹的分析和对未来的
一些判断，比如说离职倾向预测。此
外，还做一些合规性、风险性的预警，
比如企业的人力资源业务活动是不
是符合公司的规定以及国家的法律，
员工加班是不是超时，合同是不是做
了续签。

他指出，随着世界形势与世界经
济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模型的
发展，HR将会以一种透明、智能的方
式来提供员工的管理和服务。

（劳动观察）

非接触式招聘呈常态化

30秒决定应聘者能否入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