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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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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6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广
州举办，记者从同期进行的第七届老龄产业高峰论
坛上了解到，目前我国的养老护理人才缺口正进一
步扩大至千万人，国家政策、智能化应用等正尝试补
足这一短板。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党组成员、中国老
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在老龄产业高峰论坛上介绍，
预计到 203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进一步扩大到 4.2亿
人，到本世纪中叶，更将有 5 亿老年人口，占比将达
到 36%。

我国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超过 1.8亿
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
高达 75%，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约 4000万人。我国
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是 77岁，但是健康预期寿命仅
为 68.7 岁，也就是说，大约有 8 年多的时间是带病生
存。

国际标准是，每 3 位失能老人需要 1 名护理人
员，按此计算，仅是 4000 万名失能、部分失能老人的
护理员需求就超过 1000万人，而据了解，目前持证上
岗的养老护理员仅 30余万人，因此存在较大缺口。

“目前的养老护理员，大部分还只能做一些简单
的工作，针对不同健康状态、患有不同疾病的老人，
他们不一定有对应的专业知识。”一家养老陪护服务
企业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实际上，养老护理的市场
需求，远比简单计算的数据要大得多。

据广州一家职业培训机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业人员不足的原因，除了工作内容、工作强度，老
人护理还要面对社会地位不高等窘境，“收入倒还可
以，根据内容不同，从 5000元到一万多元都有吧。”

养老护理人才不足已引起各方关注。人社部表
示，要多渠道解决养老护理人才短缺问题，大规模地
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育层面将增设老年
服务与管理相关专业等，通过落实相关职业培训补
贴、创业培训补贴等政策，吸引相关人员投身到养老
创业领域。

今年 10月底，人社部、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实施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提出 2020 年
至 2022 年，培养培训各类康养服务人员 500 万人次
以上，其中养老护理员 200万人次以上；此外，还将充
分利用现有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实训基地，在
全国建成 10个以上国家级（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

记者注意到，互联网+、智能技术更为广泛地在
老龄产业得到应用，对护理人才缺口起到一定的缓
解作用，除了常见的实时看护系统、监测报警系统，
康复运动、照护需求评估等工作也有机器人参与。
不过，与智能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类似，涉及具体
的护理工作，仍然少不了人的参与，“再智能的养老，
也替代不了人的关怀。”现场多名业内人士均表达了
类似观点。 （每日经济新闻）

养老护理人才缺口超千万

正当绝大多数行业招聘门槛在不断提高之
时，有一个新产业的超半数岗位机会却在向大专
及以下开放。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20年创意营
销产业薪酬报告”，数据显示，在新人学历要求中，
要求大专及以下的过半，而核心岗位新人平均招
聘月薪为7331元。

人才竞争出现白热化

大数据显示，创意营销领域人才竞争白热化，
且核心需求向着有着“硬通货”的营销技术人才偏
移。2020年第三季度，创意营销产业新人平均竞
争指数为 62.9，即近 63人竞争一个岗位。而产品
技术岗位热度最高，竞争指数达到105.1；另一个竞
争指数远远高于产业平均水平的核心岗位则为视
觉设计，竞争指数为82.9。

此外，在信息技术高度渗透的当下，“一对多，
广撒网”的传统营销模式被逐步淘汰，而大数据、
算法、机器学习等技术成为驱动精准营销的科技
力。例如，人工智能广告投放、数据服务、舆情监
控、CRM/SCRM、APP工具等多种系统开发及数
据管理需求攀升，牵引着软件研发工程师、嵌入式
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等年轻

“极客力量”纷至沓来。

学历普遍要求不高

就学历而言，创意营销产业中职场新人的入
行门槛并不高，54%的机会向学历为大专及以下的
候选人开放，而本科生需求率为 4成，硕士及以上
仅占5.4%。

就不同岗位而言，含金量高的创意岗位有着
更加严格的学历要求，而侧重操作与执行的岗位
则要求偏低。具体来看，品牌与产品技术岗位对
学历要求相对较高，本科生需求分别占 61.3%、
57.3%，硕士及以上学历则占 2.9%、12.7%。排在
其后的是公共关系，该岗位对专科与本科人才的
需求占比相当，还有 2.1%的岗位要求硕士及以上
学历。

平均招聘月薪为7331元

创意营销产业新人招聘薪酬平均薪资为7331
元/月，相近时间的应届生平均招聘薪酬为 7077
元/月。对职场新人来说，创意营销产业具有一定
薪资优势。产品技术岗位较严格的学历要求与专
业壁垒相对应，其平均招聘薪酬也为产业翘楚，达
到月均8606元，并且与排名第二的BD岗位拉开超
过千元之差。

此外，市场营销、推广、策划、客户关系、公共
关系、媒介、品牌等 7个核心岗位的新人招聘薪酬
均处于 6000~7000元/月区间内；平均招聘薪酬不
足6000元的岗位有广告创意（5303元/月）、视觉设
计（5254元/月）与活动会务（5137元/月），从竞争
指数上看来，这三个岗位均居于高位，投递新人已
进入饱和状态，因此提供薪资偏低。

从城市角度来看，一线城市的创意产业相对
发达，且岗位需求大，因而职场新人也拥有更高起
薪。北京市创意营销产业平均招聘薪酬为 8854
元/月，在一线城市中为最高水平，上海（8691元/
月）与深圳（8383元/月）紧随其后。 （工人日报）

创意营销新产业学历门槛不高
超半数机会向大专及以下开放

近日，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2020
年第三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榜。榜单显
示，今年三季度，我国制造业复苏明显，人才需求旺盛。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三季
度中国蓝领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也显示，今年三季度蓝
领景气度大幅攀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从职业
来看，需求量排名前 10的职业都以制造业为主，且这
些职业的蓝领指数也较高。

从人社部发布的榜单看，新进排行的 28 个职业
中，真空电子器件零件制造及装调工、金属材料工程技
术人员、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工、印制电路制作工等 19
个职业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67.9%。

记者注意到，一些职业还呈现“南北齐缺”的特点，
如“仪器仪表制造工”需求城市分布在苏州、咸阳、烟
台、黄山、桂林、吐鲁番、抚顺等地；“钢筋工”需求分布
在三明、西安、昭通、哈密等地。此外，短缺程度加大的
15个职业中，铣工、装配钳工、工具钳工等 5个职业与
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30%。

据了解，上述报告中提到的蓝领指数，涉及对象为
我国新时期产业工人、生活服务业的基层员工，以及其
他企业基层员工等。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督闻
分析指出，受招聘人数大幅上涨影响，蓝领指数总体显
著增加。2020年三季度蓝领指数达到历史新高。在不
同行业蓝领指数调查分析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蓝
领指数最高，住宿和餐饮业的蓝领指数最低。

经济恢复成为蓝领就业需求上涨的重要因素之
一。与经济增长地区相对应，三季度珠三角、长三角、
京津冀等重点地区蓝领指数较二季度均有大幅上涨。
此外，从人社部发布的数据看，三季度求职人数下降更
明显，导致缺口人数扩大，供求关系偏紧。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表示，
从整体看，受劳动力市场整体供求变动影响，蓝领就业
市场明显好于白领，但仍存在较大波动，尤其在行业之
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

（经济日报）

三季度制造业人才需求旺盛

人才回流是不是一个大趋势？近日，在全球
化智库（CCG）发布的《高校校友观察：中国高校毕
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 2020》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间接回答了这一问题。
报告指出，根据对我国 10所“双一流”建设重

点高校超 21.8 万名毕业生发展情况的“画像分
析”，2014—2018年间，“双一流”建设重点高校毕
业生中首次就业在中国的比例在逐年增长，且
2018年的增长尤为明显，从73.5%增加到83.0%。

从“双一流”建设重点高校毕业生出国留学与
国外就业的数据对比看，虽然超过7成毕业生在深
造选择中倾向于去往国外，但超过8成毕业生的首
次就业所在国为中国，呈现出“出国留学——回国
就业”的良性环流，人才回流趋势明显。

根据报告，“双一流”建设重点高校毕业生中，
过半数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超9成硕士和博
士毕业生选择进入职场。

报告指出，2019年，“双一流”建设重点高校毕

业生选择深造的比例增长显著，一改 2014年以来
就业比例连续增长的趋势。毕业生出国留学比例
持续增加，但赴美留学增长率进一步放缓，赴英
国、中国香港、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
区留学的高校毕业生比例逐年上升。

报告还显示，在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本
科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继续深造，并在硕士毕业后
进入就业市场；而在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中，
其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就业，硕士毕业生选
择继续深造的比例则相对较高。

同时，报告显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在所有
学历层次的毕业生中都属于热门行业的前三位，
在本、硕毕业生中尤为明显。从不同学历的行业
分布看，本科与硕士毕业生就业领域更偏向于应
用型行业，如金融、消费品以及媒体与传播行业；
而博士及以上毕业生则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更具专
业性的领域，如医疗、法律领域。

（财经头条、新浪科技、澎湃新闻）

重点高校毕业生国内就业占比递增
11月9日，BOSS直聘发布《2020电商主播求职状况

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从618到双十一期间，电商主播
的平均招聘月薪为10636元，和去年同期10570元的平
均月薪相比，涨幅只有0.6%。不过，在平均薪资基本不
变的情况下，电商主播岗位对人才的吸引力激增，期望
从事电商主播岗位的求职者较去年同期增长110.7%。

金字塔顶垄断主要流量和收入

BOSS直聘调研数据显示，47.6%的达人主播全网
粉丝不足 1万，9.5%的达人主播粉丝量超过 10万。达
人主播仅占电商直播的22.2%。

从调研数据来看，近8成意向求职者都具有电商直
播行业/电商主播的相关经验，而企业也更倾向于招募有
过“带货”经验的人才。从薪资分布情况来看，主播的收
入两极分化极为明显，主要集中在8000~15000元的范围
内，月收入不足5000元的人数多于月薪超过3万元的人
数，也促使电商主播岗位的人才流动率居高不下。报告
显示，电商主播跳槽较为频繁，58.2%的电商主播在职时
间不满一年，一份工作平均在职6到8个月就会跳槽。另
外，对薪资待遇不满意，成为电商主播的主要离职原因。

多数主播只跳槽不转行

从日常的工作强度来看，近六成的电商主播表示

日播时长一般不超过 6小时，“随着双十一临近，很多
电商主播开始加班加点，每天工作 8小时以上是特殊
时期的常态。”某MCN机构负责人小雨说。

从调研数据看，近三成的电商主播觉得“付出与
回报不成正比”，并且考虑到经常昼伏夜出，自身的健
康情况可能会受到影响。尽管如此，74.1%的电商主
播仍然看好直播电商的行业发展前景，针对“未来是
否考虑会换行”的问题，他们选择跳槽转岗，但不转
行。此外，近八成求职者期望从事电商主播的原因是
直播电商正处于风口，且他们希望向新趋势和新事物
张开怀抱。

带货靠“才”不靠“颜”

值得一提的是，近四成的意向求职者选择电商主播
的原因为自身形象和气质贴合岗位需求。而有电商直
播行业相关经验意向求职者中，超过七成认为“能说会
道，懂销售技巧”较为重要。有趣的是，二者均认为“颜
值”不是电商主播的必备条件，对带货效率帮助不大。

“电商直播吃青春饭”是期望求职者主要担忧之
一。另外，超过半数意向求职者认为自己转行是迟早
的事。一位计划从事电商主播的求职者坦言：“如果自
己没有成为头部主播，自身又缺乏过硬的技能，未来转
型或跨行可能会非常困难。” （新浪财经）

电商主播岗位吸引力激增

求职者较去年增长1倍

今秋白领跳槽意愿强烈
11 月 2 日，智联招聘发布“2020 年白领秋季

跳槽及职业发展调研报告”，结果显示，今年秋季
白领跳槽行动力上升明显，超 6 成在行动，比去
年同期的 57%扩张近一成，还有近 3成有意向。

从行业来看，从事 IT/通信/电子/互联网、商
业服务以及金融业白领的跳槽行为最位活跃，正
更新简历在积极找工作的占比分别为 59%、56%
和 56%。

薪 酬 水 平 仍 然 是 跳 槽 主 要 原 因 ，占 比
65.6%。同时，“企业发展不明（45%）”“职位晋升
受限（38%）”也是导致白领们离职的重要原因。
除了最现实的“钱途”外，职场人也重视为自身打
造上升通道，因而对雇主品牌的长期发展有较大
期待。

“70 后”白领多将个人前途与企业发展紧密
绑定，6成表示会因企业发展不明而跳槽，而 34%
的“95 后”白领会因工作生活严重失衡而跳槽，
比“70 后”占比高出 13 个百分点。此外，年轻白
领“兴趣驱动工作”倾向更加明显，20%的“95后”
与 16%的“90后”表示对不感兴趣的工作会“断舍

离”。
不过调研数据发现，84%的白领认为今年跳

槽难于往年。分行业来看，文化/传媒/娱乐/体
育行业白领认为更难的占比最高，达到 87%。金
融业与 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白领虽然更按
捺不住跳槽之心，但同时也连连喊难。这两个行
业近年扩张速度放缓也使得人才竞争加剧。

在工作体验变化方面，“承压前行”似乎已成
为多数白领 2020年的工作关键词。其中，近 8成
白领表示今年整体工作体验“压力山大”，工作量
加大、工作更累、收入缩水现象较为普遍。17%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变化，而认为获得更多机会的
白领占比 4.1%，另外 1.8%白领的雇主更加关心员
工，促进工作体验的良性循环。

本次调研中，表示处于焦虑状态的白领共占
比 56%，与去年同期调研结果持平。安全感缺失
的首要原因为“发展前景迷茫，看不到未来”，占
比 79%；而较去年选择人数占比涨幅最大的是

“害怕失业”，具体扩张了 6.8个百分点至 26%。
（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