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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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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各有特
色。日本在精细化方面下足功夫，比利
时既重视现代教育又保留古老传承，德
国牢牢守住双元制模式，波兰多管齐下
加快发展一度沉寂的职业教育……各
国政府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吸
引力，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

日 本

职业培训面向所有劳动者

走在日本各城市街头，烹饪、设
计、护理等技能培训课程的广告牌随
处可见。完善的职教体系为日本培育
了大量高技能人才，也对经济发展起
到了促进作用。

日本的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学
校教育和社会培训两大类。为保障职
业教育长效运行，日本设立了一套较
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在健全的法律推
动下，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基本建立
了包括专门学校、高等专门学校、短期
大学等在内的较完整的职教体系。

在面向全民的职业培训方面，日本在
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设立了终身职业能
力开发中心等机构，各类专门学校、短期
大学等也通过公开讲座、开放学校设施等
形式，支持各地居民和中小企业员工的终
身职业学习。对于日本大型企业员工而
言，公司内部的技能培训是他们的首选。

时至今日，日本仍在不断完善职
教体系，使其日益精细化。2019年4月
1日，一批“专门职业大学”在日本各地
正式开学。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日
本首次设立新的大学类型。专门职业
大学设有四年制和二至三年制，分别
对毕业生授予“学士（职业）”和“短期
大学士（职业）”两种学位。学位中的

“职业”标记，是为了明确该学生接受
的是基于职业实践知识的综合性培
养。专门职业大学要求至少配备 40%

的实务型教师，学生在校期间有1/3以
上的课程为企业实习项目。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
2019年，日本全国短期大学毕业生就
业率为98.6%，专门学校为96.6%，高等
专门学校为 99.6%，与大学生 97.6%的
就业率持平。日本职业教育的高就业
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以职
教机构日本教育财团为例，该机构旗
下的职业学校中，留学生人数占学生
总数的 10%，来自 41 个国家和地区。
据统计，游戏、设计、美容化妆、动漫插
画等专业受到各国留学生的青睐。

德 国

从职教到就业无缝对接

德国以制造业立国，有着尊重和重
视技术工人的社会文化。在德国，每年
只有不到半数的中学毕业生进入普通
大学。对大部分人来说，接受职业教育
才是首选。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以双元
制为核心，由企业和学校合作，通过学
徒制度共同培养职业技术人才。

德国职业教育一般为三年制，各地
的职业学校近9000家，设有超过300个
专业。从木匠、厨师、清洁工到钻石打
磨、钢琴制作、农产品加工等，职业教育
体系涵盖了几乎所有制造业领域。

在双元制职教体系中，德国企业
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全德各地，每月
都会举办数十场学徒招聘会。学生一
般先通过学徒招聘会与相关企业签订
协议，一边实习一边在学校学习理论
知识。学生在企业实践的时间需占全
部学习时间的70%。学习期间，学生的
大部分学费由企业承担。根据工作
量，学生还能获得一定工资。

根据德国联邦政府今年 8月公布
的数据，2019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在读人数超过130万人，共有约51.3万

人签订了新的学徒合同。另据2018年
的统计数据，约有七成的双元制学生
毕业即被实习企业留用，实现从职教
到就业的无缝对接。

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了德国
青年的就业。据统计，德国青年失业
率为6.8%，远低于欧盟16.8%的平均水
平。双元制职业教育因此被誉为“德
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比 利 时

专业技术和管理能力并重

比利时职业教育已有 150多年的
历史。1865年，该国第一所职业学校
在布鲁塞尔创办。1983年，比利时政
府将中等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2014年，该国进一步实施教育改革，强
调建立贯穿终身的职教体系，并把职
业教育的管理职权下放，由地方教育
部门与职业学校自行商定教学内容。

比利时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中
等教育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职业
培训学校等机构。学生初中毕业后，
可以选择继续接受普通教育，也可以
转到职业教育轨道。对于已经就职的
劳动者，每年有120小时的带薪培训时
间。据统计，每年约有50%的比利时中
学生选择进入职业学校学习。

比利时职业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学
习精湛的专业技术，还要求他们掌握
行业整体趋势和经营管理能力等，成
为全面发展的技术人才。职业学校与
企业联系紧密，学校对企业的研发项
目给予技术支持，企业则招收合作学
校的学生，让他们每周能有一天至一
天半的时间进行实践。

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学生创造
了良好的就业前景。据统计，2019年，
62%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应届毕业生
在毕业 3个月内实现就业，80%的成年

职业培训者在培训结束后 3个月内就
业。看到职业教育对就业的促进作
用，一些高校也开办了职业教育课
程。例如，近年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的继续教育学院陆续开设了 259项职
业培训项目，学生只要具有相关专业
的中等职业教育学历就有资格申请。

在专业职业教育体系蓬勃发展的同
时，比利时家族技艺传承的传统也在继
续。在比利时，家族企业占 69%，其中
77.4%的家族企业规模在10人以下。一
些小微家族企业保留传统，通过家庭传
帮带的方式，将职业技能代代传承。

波 兰

推动本国职业教育“复兴”

波兰有重视职业教育的传统。上
世纪三十年代，该国就建立起了较为
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2016年，波兰
通过新的教育法规，将职业教育置于
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

为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波兰政府
鼓励本国中小企业积极参与职业培训
教育。中小企业占波兰企业总数近
90%，吸纳了约 85%的劳动人口。2018
年，波兰通过新的职业教育法案，支持
企业和雇主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让
职教体系更加贴合市场需求。

近年来，波兰职业教育不断开辟
跨国交流项目，着力培养国际化技能
人才，成为吸引学生的一大特色。目
前，波兰有 30多所职业教育院校与国
外职业院校开展联合培养项目。

波兰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兴趣。
据波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
2019学年，近半数波兰学生选择接受
职业教育。然而，目前波兰的职业教
育仍以汽修、建筑、食品加工等基础技
能人才培养为主。 （人民日报）

“直播带货行业目前正在洗牌，方
向是金融领域。”26岁的赵平（化名）是
一个网红主播，但他表示自己现在“综
合来算，不太赚钱，甚至有些场次会亏
钱。”按照赵平的描述，直播带货赚钱
的大多数是头部主播，腰部及底层的
主播想在这行发展起来，可能得找资
本继续“砸钱”赚粉丝或是转行。

而最直接且最近的转行途径是转
为金融类主播，为金融机构“带货”的
理财直播。若能入职金融机构，对他
们而言意味着更大的“稳定”。“但金融
主播门槛太高，也尚未听闻成功转型
金融主播的案例。”

带货主播≠金融主播

“直播热”的热潮刮到了金融领
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把线下路
演、理财直播及投资者教育搬到了支
付宝、京东金融等APP的直播间里。

此前，一则百万年薪的招聘公告
更是刷爆很多带货主播的朋友圈。国
内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保险在微
博发布百万年薪的招聘启事，招募同
时具备直播能力和专业资质的主播。

“即便是头部主播去了金融直播
间也未必能‘搞定’，带货主播不等于
金融主播。”赵平表示，金融主播既是
个客户经理，还是个销售经理，需要把
业务了解透彻，不能有一点纰漏，更需
懂得基本的金融法律法规和风险，这

些基本条件就已经将大多数带货主播
拒之门外。

即便如此，在赵平看来，金融主播
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另一个

‘天地’，对于非头部主播而言，这是一
块巨大的蛋糕。很多主播也愿意向金
融领域转型、发力，因为金融主播中还
未出现‘薇娅和李佳琦’一样的人才。”

此前，金融机构在支付宝等平台
上的理财直播还仅仅是文字的形式，
就吸引了大量用户的观看。仅在春节
后的两周时间，就有近百万人次在支
付宝里观看了理财直播，人数较节前
增长了63.8%，其中90后是观看理财直
播的主力军，占到近四成，另有近 13%
的直播观众是中老年，即便仅是学习
理财知识，其热情也同样高涨。

根据支付宝提供的最新数据显
示，目前包括嘉实、国泰、永赢、交银施
罗德、民生加银、广发、南方、建信、国
投瑞银等多家基金公司开展过直播。
截至8月底，支付宝直播已经开放给超
过 70 家金融机构，累计直播超 1300
场，单场最高的有 100万人互动，整体
观看人数超过了10亿人次。

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对记
者表示，“目前看来，金融行业的主播依
旧还是以机构本身的投研或销售人员
为主，此类人员的优势在于有着相对专
业扎实的行业知识积累；劣势则是这些
人员的直播经验不足，并不一定能够很

好地吸引用户的观看和互动。”

金融机构偏向内部孵化

从人才自身的角度来看赵平的判
断没有错，而从机构角度来看，有些金
融机构确实已着手在金融类主播人才
方向开始布局。

事实上不少机构此前通过自身的
转型升级、与互联网平台合作等方式，
积累和锻炼了数字化运营所需的人才
和技术。上海德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裁方玲表示，“目前直播对绝大多
数金融机构而言，仍是新鲜事，很多金
融机构都不愿意放弃直播的风口，都积
极尝试在体制内寻求创新与合规的新
模式。但不同于普通卖货的直播，理财
直播还有合规的要求，并没有现成的成
熟经验。各家机构都在积极探索，有的
招来了专业直播人才，有的成立了专门
的直播团队，有的探索打造直播 IP。”

另外，有业内知情人士透露，“某机
构为例，开始做直播的仅仅是互金部的
同事，几次直播下来效果显著，目前整
个公司层面都投入了更大的力度，成立
专门的团队，包括负责内容运营、开发、
产品的同事，并牵头联动公司内部的投
资部、合规等部门的同事。”

另据透露，有些金融机构甚至内
部打造多个直播组：“分别负责蚂蚁财
富平台、腾讯等多个直播渠道，从直播
团队构成来看，都是公司里工作2年至

3年的90后年轻人。”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对于大多数

金融机构的金融直播都并非以“带货”
形式出现，且很多金融机构内部已有
共识。某机构负责人表示“短期内以
直播带货带量并不现实，公司内部会
做预期管理。主要看中直播的长期意
义，第一，打造公司 IP，利于品牌塑造；
第二，顺应大环境及行业变化。”

金融理财直播监管趋严

然而金融理财直播火爆的同时，
也引来了监管部门的担忧。10 月 28
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防范金融直播
营销有关风险的提示》，提醒社会公
众：应注意甄别金融直播营销广告主
体资质，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和渠道购
买金融产品；认真了解金融产品或服
务重要信息和风险等级，防范直播营
销中可能隐藏的销售误导等风险；树
立科学理性的金融投资、消费观念等。

而对于金融直播行业未来发展前
景，王蓬博指出，从长远的角度看，金融
理财的直播未来依旧会有比较好的发
展趋势。但仍有违规风险需要警惕，第
一，对金融理财产品进行虚假宣传；第
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没有对消费
者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地披露产品的
相关信息（包括产品性质、投资方向、收
费标准等），没有充分向消费者提示产
品的对应风险等。 （证券日报）

金融主播人才现状调查

百万年薪难“揽才” 随着在线购物需求激增，客服岗位的工作量加
大，相应的招聘求职也更加活跃。

客服专员/助理求职热度高

据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10月，客
服专员/助理、淘宝客服招聘活跃。同期，淘宝客服、
客服专员/助理位居求职热门职位TOP5。“双十一”
来临，不少商家在10月就启动了超值购物季，以应对
日益增长的线上购物需求。这也拉动了客服岗位就
业，使淘宝客服的招聘及求职活跃度都排名前列。

从城市维度上看，今年 10月，客服招聘排名前
十的城市分别为成都、广州、深圳、重庆、杭州、东
莞、武汉、北京、上海、郑州。与此同时，客服求职排
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广州、深圳、杭州、上海、东莞、
莆田、义乌、郑州、成都、北京。

网络/在线客服月薪达6844元

从收入水平上看，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表
明，今年 10月，网络/在线客服企业支付月薪达到
6844元，在客服类岗位中排名第一。

其次是淘宝客服、客服专员/助理，企业支付月
薪分别为 6558元、6169元。从收入增幅上看，客服
专员/助理月薪环比增长 2.17%，网络/在线客服月
薪环比增长1.90%。 （搜狐网）

客服专员求职热度高

网络客服月薪6844元

近日，58同城到家精选发布《双 11家政消费报
告》。数据显示，90后消费者已成为到家精选平台的
消费主力，占比达到45%，其次是80后和70后，分别占
比为33%和17%，00后消费者仅占比5%。从用户画像
来看，报告分析认为，90后正处于职业发展的“黄金年
龄”，且受到“宅文化”和“品质生活”理念的影响。
与 70后、80后相比，90后或更加在意时间成本、购
买体验等无形价值，对家政服务的依赖性更强。

在收入上，85%的家政消费者月收入超过 6000
元，16%的消费者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

在消费者雇佣家政服务原因上，“工作忙没时
间”“家里老人孩子需要照顾”“家政服务更专业”位
居前三。

在消费者雇佣家政服务品类上，报告显示保
洁、家电清洗、搬家分别排在需求榜单前三名。此
外，洗衣洗鞋、日式收纳也跻身家政需求榜单的前
十名。上门服务的频率则为平均每户2.5次/每月，
其中，每月 2~3次上门服务的用户占比最多，达到
44%。 （光明网）

“双11”家政消费报告发布

90后成家政消费主力军

台湾 104人资学院近日发布 2020至 2021年台
湾地区《薪资福利调查报告》指出，2020年台湾企业
员工平均年薪为 64.1万元（新台币，下同），较去年
增加5000元，同比仅增0.7%，增幅为五年来新低。

据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地区年
薪同比增长已连续三年近乎停滞。报告显示，职位
类别中，“电话销售”因电商普及，年薪同比下降幅
度最大，达 27%；糕点师、厨师等职位的年薪因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也为负增长。

报告还显示，今年台湾平均月薪调薪率为
2.9%，首度跌破3%，为五年来新低。其中，受疫情影
响，传统制造业调薪率最低，仅2.7%。

104人力银行资深副总经理钟文雄说，“基本薪
资”本是薪资组成中较为稳定的部分，今年受疫情冲
击，台湾部分产业的月基本薪资也出现下滑，同比降
幅最大的是住宿业，达14.5%，仓储运输业次之。

钟文雄分析，目前疫情尚未平歇，为应对未来
变化，企业多采用保守政策，紧缩人力成本。

不过，公共卫生、生物专业相关职位薪资表现
良好。报告显示，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生初
始月薪第一名均为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相关职位硕
士研究生学历毕业生的初始月薪同比上涨 7%。此
外，医疗服务业月基本薪资同比上涨 7.5%，月变动
薪资部分同比大幅上涨77.8%。另因台湾今年房市
火热，建筑行业员工薪资也有不错表现。

此次共有1137家企业参与调查，涉及行业包括
传统制造业、电子制造业、知识密集服务业及一般
服务业。 （中国新闻网）

台湾企业员工年薪

同比增幅度创五年新低

■■海外视窗海外视窗 职业教育，各国政府持续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