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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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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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
监测中心对 83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
场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随着国内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减弱、复工复产持续推进，市场
活跃度有所回升，与上季度相比，求人倍率有
较大幅度回落，市场供求压力有所缓解。

从供求总量来分析

市场需求大于供给，求人倍率同比略有上
升，环比有较大幅度回落。

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
类人员约 441.2 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
333.7万人，求人倍率约为 1.32，同比上升 0.1，
环比下降0.3。

从供求总量看，与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
的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同比分别减少 61.7万
和 69万人，各下降 13%和 17.9%。与上季度相
比，本季度的需求人数减少 79.5 万人,下降
15.6%，求职人数增加9.1万人，增长2.9%。

从供求对比看，近年来，市场需求人数略
大于求职人数。2017年四季度以来求人倍率
连续保持在 1.2 以上，并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求职人员
减少，求人倍率大幅上升；二季度，求职人数回
升，求人倍率较大幅度回落。

从区域来分析

分区域看，中、西部地区市场用人需求缺
口较大；与去年同期相比，西部市场供求稳中
有升，东、中部市场供求人数均有较大幅度下
降；与上季度相比，东、中、西三大区域市场需
求人数均有较大幅度减少，市场求职人数东、
西部市场有所增长，中部市场有所减少。

东、中、西部市场求人倍率分别为 1.26、
1.45、1.36。

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市场用人需求
减少 42.6万人，下降 17.2%，求职人数减少 44.4
万人，下降21.2%；中部地区市场用人需求减少
24.7万人，下降19.8%，求职人数减少27.3万人，
下降28.4%；西部地区市场用人需求增加5.6万
人，增长 5.4%，求职人数增加 2.8 万人，增长
3.6%。

与上季度相比，东部地区市场需求人数减
少 30.2万人，下降 11.9%，求职人数增加 4.8万
人，增长 2.8%；中部地区市场需求人数减少
26.8万人,下降22.1%，求职人数减少3.7万人,下
降 5.4%；西部地区市场需求人数减少 22.5 万

人，下降 16.6%，求职人数增加 8.1 万人，增长
11%。

从行业需求来分析

从行业需求看，与去年同期和上季度相
比，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教育等公共服务行业用人需求保
持增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制
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
等传统行业用人需求减少人数较多。

从行业需求看，83.4%的企业用人需求集
中在制造业（34.9%）、批发和零售业（12.6%）、居
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9.5%）、住宿和餐饮业
（7.0%）、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5.3%）、
建筑业（5.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4.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1%）等行业。

与去年同期相比，生产性行业中，除建筑
业（15.1%）用人需求有所增长外，采矿业
（-10.4%）、制造业（-7.8%）、电力煤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6.4%）等行业市场用人需求均有
所减少。服务性行业中，除卫生社会保障和社
会福利业（253.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7.1%）、教育（21.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6.8%）市场用人需求有所增长外，其余各
行业用人需求均有所减少，用人需求减少较多
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5.6%）、住宿
和餐饮业（-36.1%）、房地产业（-25.2%）、居民
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3.0%）、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 务 和 软 件 业（-20.2%）、批 发 和 零 售 业
（-12.0%）等。

与上季度相比，生产性行业中，制造业
（-26.9%）、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6.4%）、采矿业（-15.3%）、建筑业（-6.8%）等
生产性行业市场用人需求均有所减少。生活
性行业中，除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84.9%）、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19.6%）、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1.2%）、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8.7%）、教育（7.4%）等行业用人需
求有所增长外，其余各行业的用人需求均有所
减少，其中减少人数较多的行业有：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29.0%）、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7.3%）、批发和零售业（-17.1%）、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15.4%）、房地产业（-13.0%）等。

从各技术等级的用人需求来分析

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
动者的用人需求均大于供给，专业技术人员和

高级技能人员用人需求缺口较大；与上季度和
去年同期相比，市场中对普工和具有一定技术
等级的劳动者需求与所增长。

需求侧看，41.4%的市场用人需求对技术
等级或职称有明确要求，其中，对技术等级有
要求的占 26.4%，对专业技术职务有要求的占
14.7%。供给侧看，42.2%的市场求职人员具有
一定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其中，具有一
定技术等级的占 28.2%，具有一定专业技术职
称的占 14%。供求对比看，各技术等级或者专
业技术职称的求人倍率均大于 1。其中，技术
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能求人倍率较
大，分别为2.18、2.17、2.12和2.1。

与去年同期相比，需求侧看，市场中对各
技术等级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减少，其中，高级
技 师（-59%）、技 师（-56.2%）、高 级 技 能
（-36.7%）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市场中对
技术员（-25.4%）、工程师（-36.1%）、高级工程
师（-59.2%）的用人需求均有所下降；对技术等
级无要求的需求人数增长了3.2%。供给侧看，
市场中各类技术等级的求职人员均有所减少，
其中，高级技师（-43.9%）、技师（-37%）、高级
技能（-33.9%）的求职人数下降幅度较大；市场
中具有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的求
职人数分别下降了35.4%、43.9%、25.6%。

与上季度相比，需求侧看，各技术等级
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增长，其中，对高级技能
（28.1%）、中 级 技 能（15.8%）、高 级 技 师
（15.1%）人员的用人需求增长幅度较大；对
技术员的用人需求增长了 9.4%，对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的用人需求分别下降了 0.4%和
13.5%；对技术等级无要求的需求人数下降
了 26.9%。供给侧看，各类技术等级的求职
人员均有所增长，其中，高级技师（40%）、技
师（43.3%）、高级技能（45.9%）的求职人数增
长幅度较大；市场中具有技术员（22.2%）、工
程师（10.4%）、高级工程师（35.7%）职务的求
职人数均有所增长；无技术等级或职称的求
职人数下降 8.7%。

从岗位需求和求职排行榜来分析

全国十大城市岗位需求和求职排行榜显
示，营销人员、包装工、餐饮服务人员、快递员、
其他机械制造加工人员等职业的用人需求较
大，财会人员、行政办事人员、秘书、打字员等
职业的用人需求相对较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83个城市第二季度就业供求权威数据发布

海外视窗

“十一”黄金周，23岁的陈辉并没有闲着，
他带着自己的团队在湖北各地跑业务——为
小规模经营的实体店完成数字化升级。

水果店、超市、烘焙坊……自3月开始，陈
辉跑遍了湖北黄石市阳新县的实体商家，为
300多家小店搭建小程序、升级支付系统，在此
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小店规划师。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巨
大挑战，中国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改
善就业环境，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带动扩
大就业。

疫情之初，各类实体店遭遇困局，线下
交易急剧萎缩。随着数字技术“下沉”，越
来越多的小店主、小商家开始加速向线上
转移。

“有一家连锁火锅店通过我们的帮助，端
午节当天流水提升了 40%。”陈辉说，他的主
要工作是利用支付宝线上的数据流量来服务
线下实体店，帮助他们实现发放优惠券、外卖
等功能，形成店铺的线上与线下融合，拓展销
售渠道。

这一踩着风口的新职业，人才缺口巨
大。支付宝数据显示，基于其平台诞生的小
店规划师、数字服务商，约 8成集中在中国二
三四线城市。截至 8月，在支付宝上专为商

家提供数字工具的“支付宝服务市场”，活跃
用户比去年同期翻了10倍。

“中国有 4000万家实体店，未来都会面
临数字化转型。”陈辉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摸
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分享给更多
人，一起帮助实体店发展。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分
析说，以平台组织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大量
出现，成为中国新增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供给端有越来
越多劳动者愿意选择灵活就业。

一个寻常的下午 2点，在武汉市洪山区
玉兰苑小区的车库里，身材纤瘦的柴华戴着
一次性医用手套与口罩，对照 10 余页订单
表，将食物与生活用品一一分装。晚饭时间，
她上楼回家吃饭，街坊则到此自助取货。

柴华是她所在小区的团购“团长”。回忆
起疫情期间繁杂的事务、紧张的心情，她记忆
犹新。“只要收到到货通知，我就立即换上外
出专用的灰色羽绒服，回家后便立刻脱下来，
挂在阳台上。心里也挺害怕，但还是想帮大
家做点什么。”

本是一项因疫情催生的工作，柴华却意
外收获了来自街坊邻居的信任与肯定。4月
8日武汉“解封”那天，已对社区团购做法驾轻

就熟的柴华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团购群，做起
了一名真正的“团长”。

随着好口碑在邻里、亲属间相传，如今这
位“团长”的团购群里已有 315人。她每天从
多个网购平台里筛选物美价廉的商品向群中
成员推荐——1.98元两斤的土豆、24元三斤
的 鱼、100元四斤的基围虾……这些商品常
常被一抢而空。

柴华的收入来自团购平台分成。工作 5
个月以来，她用这笔收入为家里添置了不少
优惠商品。“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
是一种生活方式。虽然收入不高，但我对现
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柴华说。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孟庆伟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新职业”的共同特点是市场催
生，这些职业并非通过学校培养和社会提炼
而成，而是基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化而生。

“新职业”的涌现往往是刚性需求，因此一出
现就“火”了。

在孟庆伟看来，“新职业”群体拥有显著
的自律性、自发性和自愿性。这个群体将自
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追求相结合，制定更高
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目标，他们将有望通过
市场释放更大的能量。

（新华社）

后疫情时代中国“新职业”蓬勃发展

近日，58同城发布家政行业
求职大数据，今年 1至 8月,家政
行业90后求职者占比13%，80后
求职者超过 21%，10年以上工作
者超 20%；家电维修工作吸引了
更多男性求职者，女性从事育婴
师、月嫂工作意愿高。

数据显示，今年 1至 8月，家
政行业求职者在工作年限上，工
作10年以上和1至3年的求职者
占比均超过 20%，高于其他工作
年限求职者占比。家政服务业
属于技术型行业，对知识文化的
要求不高，因此求职者普遍拥有
高中及以下学历。从工作年限
上看，家政求职者呈“沙漏型”分
布，工作年限长和入职时间短的
居多，这也表明行业人员流动较
快，离开或转行多出现在入职 3
至10年阶段。

从家政行业典型职位上看，
今年1至8月，家电维修、送水工、
保安等职位对男性求职者的吸引
力较大，男性求职者在上述岗位
求职者中的占比分别达到 93%、
92%、83%。由于家电维修是典型
的工科技术岗位，男性对该岗位
知识的学习兴趣较为浓厚，因此
求职者中男性占绝大部分。送水
工是体能要求较高的岗位，而保
安工作带有守卫性质，更适合男
性，因此男性求职者较多。

与男性相比，女性求职者对
育婴师/保育员、月嫂更有投递意
愿，占比分别为87%、82%。同时，
女性求职者在保洁、保姆、护工、钟
点工、洗衣工职位中的占比均超
过60%。从服务对象来看，女性求
职者在家政服务中的分工，更多
地面向老人、孩子，而男性求职者
则更多面向无差别服务对象。

从年龄分布上看，58同城数据
表明，70后在家政求职者中的占比
排名第一，达到23%；其次是80后，
占比达到21%；90后、95后分别占
比14%和16%；00后占比仅9%。

由于70后“上有老下有小”，
同时受年龄和学历门槛限制，进
入其它行业有一定难度，家政行
业则是其较好的选择。80后在
家电维修、育婴师/保育员和月
嫂均在 30%以上，这些职位有一
定专业性，且不用担心“太过年
轻”，因而受到80后青睐。

与 70 后、80 后相比，90 后、
95后处于30岁以下，求职更倾向
于新鲜或年轻化，其中90后在垃
圾分类职位求职最活跃，占比达
25%，95 后在婚礼/庆典策划服
务、宠物护理和美容的求职占比
分别达到 47%和 37%，00后提升
学历的机会更多，因此该年龄段
求职者占比相对较低。

（新浪财经）

两成家政从业年限超10年
90后求职者占比1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10
月9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
决定，2022 年 5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宠物看护师法》，这
意味着在宠物医院承担兽
医师助理工作的动物看护
师，将被正式列入日本国家
职业资格。

据报道，该法规定，在
兽医师指示下，对宠物进行
辅助诊疗和看护工作的人，
被称为宠物看护师。除此
之外，他们的业务范围还可

以扩展至为宠物抽血、动物
微晶片植入及指导宠物主
人对爱宠进行营养管理等。

报道称，要想获取宠物
看护师的资格，必须参加国
家级别的考试，并获得执
照。据介绍，如果想顺利通
过考试，大学或专科学校的
专门知识和技能也必不可
少，此外，没有获取职业资
格的宠物医院员工不得非
法使用“宠物看护师”这一
称呼。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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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宠物看护师”列入国家职业资格

澳洲软件公司Atlassian
近日调查了来自澳洲、法国、
德国、日本和美国的5000名
员工后发现，大部分员工认
为居家办公效果更好。

《每日邮报》近日报道，
在澳洲，68%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居家办公时对自己的
成就感到更自豪。80%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和
同事的连接感更好了；73%
的受访者对自己的老板感
到满意。

对此，来自 Atlassian 公

司的未来学家普莱斯称，这
次封锁缓解了老板们长期
以来的担忧，他们担心如果
让员工居家办公会松懈下
来。“信任这种东西很奇怪，
因为你看不到它，闻不到它，
也很难衡量它，但当双方
——雇员和雇主，都有信任
时，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此外，调查也显示，至
少 75%的澳洲受访者对企
业在疫情开始时才允许弹
性工作制表示“不满”。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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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受访者对居家办公的成就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