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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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一杯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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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社部发布了企业薪酬调查信息，
上海、广州、厦门等多地也发布了2020年工资
价位。所谓工资价位，是指企业从业人员在
报告期内的工资水平，包括基本工资、奖金、
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和特殊情况下支
付的工资等。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
市场价格水平。

金融服务人员整体吸金能力最强

从工资价位高位数来看，企事业单位负责
人排第一，年工资为24.9万元；金融服务人员排
第二，年工资为22.57万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人员排第三，年工资为17.28万元。

除了高位数外，金融服务人员在其他分位
的工资水平均为最高，高于其他职业，分别为
4.34万元、6.79万元、10.24万元、15.33万元。可
见，金融业依然是吸金能力最强的行业，金融服
务人员也是整体段位最高的打工人。

以厦门公布的分行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为
例，各个分位的工资水平中，金融业排第一，中
位数达到 159544 元，高位数可以达到 468934
元，超过46万元。

知识改变命运，学历拉高工资段位

对于打工人来说，学历越高工资就越高
吗？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从数据来看，答案
是肯定的。

根据厦门发布的“分学历从业人员工资价
位”，从工资总体情况来看，研究生（含博士、硕
士）>大学本科>大学专科>高中、中专或技校>
初中及以下学历。

从中位数来看，初中及以下学历年薪为
59486元，高中、中专或技校为69403元，大学专
科为 79938元，大学本科升到 97136元，而研究
生（含博士、硕士）则一下跃升到170772元。

广州的数据也印证了学历越高，工资越
高。根据广州发布的“分学历不同工龄工资价
位”显示，研究生（含博士、硕士）的工资中位数
为17652元/月；大学本科学历为9897元/月；大
学专科为 6425元/月；高中、中专或技校为 5154
元/月；初中及以下学历为3948元/月。

看来，学历依然是提升打工人工资段位的
利器。

（中国新闻网）

工资价位表来了！
你是什么段位的打工人？ 近日，武汉一家菜场工地门前突然张贴了一张新的

《合作入驻须知》，要求男摊贩不能超过50岁，女摊贩不能
超过45岁。一时之间，年龄问题再度引发热议，不少“35
岁+”的网友虎躯一震，纷纷调侃道：再不努力，10年后连
回家卖菜都没资格了。

35岁以上可能面临无工可打的境地

在互联网行业，35岁是一个分界线。此前有网友发
帖称，华为开始集中清理 34岁以上的交付工程维护人员
和 40岁以上的程序员。虽然随后华为官方进行了辟谣，
不过此事也从侧面印证，35岁以上的互联网从业者相当
具有年龄危机感。

在企业招聘中，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除了特殊职位
另作要求，大多数招聘都限定在 35周岁以下。就连近 6
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对报考人员的年龄要求也都限定
于：除当年的应届研究生（包括硕士及非在职博士生）可
宽限至40周岁以下外，其他考生均要在35周岁以下。

至于为什么不要 35岁以上的，或许只能怪现在的年
轻人实在太猛，不仅价格实惠，还能通宵加班。相比之
下，35岁以上的上班族确实性价比要低一些，不但有家庭
和孩子的牵挂，不能尽情加班，就连手上已掌握的经验和
技能在威武的后浪面前，也显得没什么不可替代。

因此很多网友感慨，35岁是职场的生死线，超过35岁
没有跻身管理层，就很可能面临将来无工可打的悲惨境
地。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表示，35岁以上
的中低层管理人员，包括线下的一线操作和服务人员所
面临的就业压力最大，因为当前企业的商业模式、收入来
源和时长竞争方式，都使得 35岁以上的“打工人”在人力

资源结构中占不到优势，而且他们一旦失去工作则很难
再就业。

高端人才“35+”很吃香

不过，年龄给劳动者带来的不仅仅是危机，也可能变
成足够的经验和无可估量的人脉资源。

众所周知，猎头的目标往往是高学历、高职位、高价
位的技术骨干或高层管理人员，而做到技术骨干或公司
高层管理者，往往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打磨。因此，猎头
们对“猎物”的年龄其实并不太在乎，反而是年龄越大，越
有市场。

每个猎头手里都有大把的企业资源，他们会根据应
聘者的情况，为其推荐最合适的职位。这些高端职位有
CIO、CTO、大数据总监、算法专家、金融总监、智能产品
经理等。而求职者也毫不逊色，80%以上都是公司高管或
总监级别的人物。与职位的高端相对应的是令人惊叹的
高薪酬。

对于 35岁以上的跳槽者，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更
高的薪资待遇，而是更广阔的平台和发展前景。不过他
们在跳槽前，也都经过深思熟虑，因为在这个年纪跳槽，
试错成本要比年轻人大很多。35岁职场人的真正约束不
是能力本身，而是对职业生涯规划的迫切性要比年轻人
高许多。

对于职场人而言，缓解“35岁危机”的根本路径是保
持学习习惯、发挥自身优势、积累人脉。与其恐慌，不如
好好磨练技能，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年轻很美好，但只
要你真正身怀绝技，且懂得如何提升自己的职场身价，35
岁就远远谈不上英雄迟暮，更不是所谓的职场“生死
线”。 （综合）

35岁是不是职场的“生死线”？

近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全国主要城市
通勤时耗监测报告》，36个全国重点城市中，共有超过
1000万人正在承受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之苦。36分
钟，是全国主要城市通勤人口的单程平均时耗。其中，超
大城市平均通勤时耗41分钟，特大城市37分钟，Ⅰ、Ⅱ型
大城市分别为34、33分钟。

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通勤距离超过9公里，通勤时
耗达到40分钟，是中国城市中通勤距离最远、时耗最长的
4个城市。其中，北京通勤时耗47分钟，是全国唯一单程
平均通勤时耗超过45分钟的城市。

短时耗通勤是很多人追求的生活状态，既满足工作
要求又能保证生活质量。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居民对缩短通勤出行时间的期望更加强烈。

全国主要城市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76%

从城市治理的角度，需要将通勤时耗控制在合理水
平。45分钟通勤保障已经成为全球大城市的目标共识。

《纽约2040——规划一个强大公正的城市》提出45分
钟以内通勤人口比重90%，将作为城市繁荣、公平、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

上海、南京也提出 45分钟通勤覆盖 80%~90%作为城
市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品质的衡量标准与发展目标。

数据显示，36个全国主要城市 45分钟以内通勤人口
比重 76%。其中，超大城市 45 分钟通勤人口比重仅有
69%，特大城市 74%、Ⅰ型大城市 80%、Ⅱ型大城市 83%。
对于超大和特大城市，距离 45分钟通勤覆盖 80%~90%的
发展目标尚有一定差距。

超千万人承受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

关注极端通勤，避免超长通勤带来的身心伤害与社
会问题，是构建城市风险防范体系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举措。

数据显示，36个中国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人，占
通勤人口的13%，正在承受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之苦。

其中，超大城市单程大于 60分钟的中心城区通勤人
口比重18%，上海为19%。

长时间通勤占用了人的日常运动、睡眠等生活时间，
严重损害身心健康。瑞典于默奥大学社会地理学教授
Erika Sandow研究指出，上下班耗时超 45分钟，离婚率将
增加40%。 （第一财经）

超千万人正承受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近日，58同城发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
大数据。其中，今年1—10月，视频主播求职需求
同比增长38.07%，签约主播支付薪资达9514元。

据 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在3—5月和7—9月达到招
聘高峰，在 2—4月和 7月达到求职高峰。而在
年中，各地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消费者积压已
久的文化、体育和娱乐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三季
度招聘需求再达高峰。

数据还表明，今年 1—10月，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求职热门职位TOP10分别为健身教练、
签约艺人、礼仪/迎宾、网络管理员、主持人、视
频主播、会籍顾问、摄影师/摄像师、足疗师、化
妆师。

其中，视频主播和签约艺人求职需求同比
上升较快，分别达到 38.07%和 32.19%，礼仪/迎
宾求职需求同比增速 27.02%，主持人求职需求
同比增长超过15%。

疫情激发了国民对身体健康的重视，市场
需求的增长让许多求职者愿意寻求健身教练职
位。由于职业火热、求职机会众多，众多求职者
也愿意进入视频主播、签约艺人等岗位工作。

从薪资水平上看，今年 1—10月，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支付月薪达到 8093元，同比小幅上
升。典型职位中，签约主播支付月薪排名第一，
达 9514元。由于签约主播会开展才艺表演、带
货直播等商业活动，具有可观的经济收入，因此
平均收入水平较高。 （劳动报）

主播求职需求增近四成
签约月薪达9514元

近日，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副主任欧青平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2016 年—
2020年，我国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了
1000 多万人。外出务工涉及到 2/3 的贫困家
庭，这些家庭2/3左右的收入都来自外出务工。

据介绍，就业扶贫成为脱贫的重要措施。贫
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稳定性不断提升，贫困劳动力
外出务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比例大幅增加。

5年来，有将近800万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了

职业教育，“这些人从职业学校毕业以后，就业
的稳定性非常高。”欧青平说。

欧青平表示，下一步国务院扶贫办将会同
人社部进一步抓好就业扶贫这项工作，推动贫
困家庭稳定增收，巩固拓展就业扶贫成果。

据统计，2020年，跨省务工贫困劳动力比
2016年增加了400多万人。今年贫困劳动力外
出务工已经达到了 2973万人，其中跨省务工超
过1000万人。 （中新经纬、工人日报）

外出务工涉及三分之二贫困家庭

“薪资面议”已经流行很多年，甚至成为“职场黑话”
的代名词。“薪资面议”背后有哪些深层含义？确实存在
很多薪资结构不完善或者因为薪资水平太低而不写实际
薪资水平的情况，但是也不乏存在其他情况。

与竞品公司较量，企业薪资保密

前段时间美团应届生年薪35万元的消息在网上引起
一波讨论，除了薪资的讨论，在HR圈子里讨论更多的是
剩下的大企业校招会开出什么样的价格。因为互联网人
才竞争激烈，各大公司开高薪抢人。

除了公开抢人以外，还有很多企业为规避竞品公司
挖角或被竞品公司的薪资打压，进行岗位招聘时，对于企
业薪资水平采取保密的策略，针对公司所需人才的薪资
通过面谈解决。

这样规避了同行业间的薪资跟随或者超越，以免因
为自己的底牌暴露失去薪资竞争力，在这场竞技中，被争
抢的人才价值也顺其自然地提高。这种情况下的薪资面
议对于求职者是有利的。

高端人才，具备议价空间

普通岗位一般都会有明确的任职要求以及与相应基

本能力对应的薪资水平，而一些高端岗位则会根据能力
程度具有议价空间。

字节跳动张一鸣认为人才越往上走，越看中一些基
本素质：理性、逻辑、修养、企图心、自我控制力。这五项
素质都不是能够写在岗位任职要求里面具体的内容，这
些能力都需要根据面试的实际表现体现出来。

高端人才的稀缺性也会导致同行业间的竞争，这种
稀缺性也使得求职者拥有更高的议价空间，并且这些议
价空间中除了单纯的薪资以外，还可能会有其他期权股
权激励等。

管理岗位，薪资浮动可商谈

管理岗位因为岗位性质属性，对于综合能力的要求
较高，不管是能力跨度和广度与普通岗位比，都比较大。
这种能力跨度大的岗位，求职者的胜任情况个体差异较
大。这时候，就需要根据求职者的情况给出薪资水平，相
当于根据价值定义薪资。

这种因人而异的管理岗位薪资谈判对比预设好的薪
资水平更加合理，这相当于针对自身能力的一个价值评
估、岗位称重的对比衡量，在双方做好彼此了解后能够实
现自我价值的最高薪资水平转化。 （智联招聘）

为什么一些岗位薪资需要面议呢？

12月 1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
在教育部发布会上介绍到，“十三五”以来，高校
毕业生累计达 4088万人，初次就业率连续多年

保持在77%以上。2019届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
就业的比例达 59%，到地市级及以下基层就业
的比例达69%。 （新浪财经）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多年保持在77%以上

“小明”会写财经新闻，“智慧专员”能办银行
业务，“晶晶”可以指引投寄快递……随着人工智
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渐扮演“主力军”角色，人
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焦点。

近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莫
荣研究团队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目前人
工智能对我国就业影响总体有限。从短期看，
人工智能对就业总量影响相对温和，结构影响

重于数量影响，但就业结构性矛盾处于上升通
道，潜在的技术性失业风险在增加。从长远看，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呈现渐进性且大规模结
构转型趋势。

总体而言，自动化替代并没有导致就业明
显波动，重要原因之一是制造业长期处于缺工
状态，而自动化首先替代的是这些缺工岗位，并
未对劳动力供求产生较大影响。 （中新经纬）

更多机器人上岗会影响就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