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1年2月3日
责编：卢芸斐 邮箱：hxrcbfcy@163.com 才市·职场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2020年第四季度全国“最缺工”100个职业
排行。排行显示，营销员、保洁员、保安员、
商品营业员、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员、客
服、车工、房地产经纪人、焊工排名最缺工
前10职业。

结合招聘求职大数据，58同城招聘研
究院对该排行榜进行分析。据58同城招聘
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
全国短缺职位前10中，切割/焊工招聘需求
同比上升最快，其次是车工/铣工、市场调研
员、保安，其他短缺职位如保姆/月嫂、餐厅
服务员、保洁的招聘需求均实现同比上升。

从重点城市来看，全国短缺职位前 10
招聘活跃城市集中在深圳、东莞、成都、北
京、武汉、重庆、广州、郑州、上海、杭州，以
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南方较北方更为

活跃。
从求职者角度来看，求职活跃城市集

中在北京、深圳、上海、重庆、成都、广州、沈
阳、武汉、哈尔滨、南宁。各活跃城市求职
旺盛的职位大多集中在保安、店员/营业员、
保洁。重庆、成都、哈尔滨和沈阳等商业氛
围较好城市求职排名第一的岗位集中在店
员/营业员；上海求职投递职业中保姆需求
明显旺盛，广州则是客服专员/助理等岗位
求职投递较为活跃，求职偏好与城市产业
发展态势呈现正相关。其中北上广深四大
一线城市投递第一位的职业均是保安，在
这些区域保安岗位呈现出明显的供不应求
状态。

58同城招聘研究院对企业支付月薪也
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企业年平均
支付月薪为6734元，同比增长7.64%。从月

度上看，2020年支付薪资一直呈增长趋势，
12月企业支付月薪达到峰值，为7066元，同
比增长 9.35%，劳动者薪资整体呈现较快增
长态势。

2020年四季度全国短缺职位前 10中，
保姆/月嫂平均支付薪资最高，为 9660元/
月，房产经纪人、市场调研支付薪资也在
9000元/月以上；市场调研员支付月薪同比
上升最快，上升37.11%，达到9330元/月；切
割/焊工、保洁同比上升超过20%，分别达到
8692元/月和 4834元/月，店员/营业员同比
增速超过10%。

尽管在 2020年，各行各业受到疫情冲
击，但劳动者收入水平仍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尤其是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员，人力资
源价值的提升使求职者从劳动中分享到更
多红利。 （58同城招聘研究院）

“最缺工100个职业”招聘需求实现同比上升
前程无忧近日对职场人 2021 年

春节假期去留情况进行调查与访谈，
发布《2021年新春假期去留情况调查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66.7%的受访者选择
“就地过年”，其中，异地就业的达到半
数以上（即工作所在地的省市非户籍
所在省市），另各有 16.8%的表示仍想
回去或仍在考虑中。当被问及“是否
会选择春节假期返岗上班？”，62.8%的
受访者还是选择享受春节假期，另外
37.2%选择返岗的人中，多以互联网/
电子商务、服务业和生产/加工/制造
行业从业者为主。

春节假期过后，各行业、各区域的
销售和销售管理岗位往往会出现较大
的用人缺口，“就地过年”的倡导，等于
建立了“短工”储备池，在一定程度上
变向填补了诸如城市服务业、生产/加
工/制造业的节后用人缺口。

《报告》显示，面对难得的“就地过
年”，25.6%的受访者所在企业给予春

节假期的返岗补贴，各有 14%的受访
者所在企业发放春节假期礼包、消费
券或组织年夜饭、错峰观影等集体文
娱活动，各有7%的受访者所在企业给
予员工房屋租赁费用补贴或节后带薪
探亲假期。但仅有 4.7%的受访者所
在企业明确表示会给予“就地过年”的
异地工作员工一次性春节假期补贴。
有的受访者在访谈中表示，“决定就地
过年，主要还是疫情防控，担心春节假
期后的返工核酸检测和可能的 14天
隔离耽误工作时间。但是不能回家过
年，也不能让家人来陪伴过年，心里有
点难过。”

《报告》指出，在调查与受访者访
谈中发现，愿意实打实真金白银鼓励

“就地过年”的企业以生产/加工/制造
业、城市服务业居多，且对象以一线员
工为主。而大多数行业的中小企业则
普遍担心春节假期间的管理费用增
加、工资成本上升和疫情防控压力。

（中新经纬）

近七成受访职场人选择“就地过年”

近日，职场社交平台脉脉发布《向
内而生 中国职场流动趋势年度报告
2021》。

习惯在变化与压力下找出路

报告显示，尽管有 57.5%的职场人表
示“比之前几年焦虑得多”，但职场人为自
己 2020年所打的平均分，仍为 6.4分，超过

“及格线”。70%以上职场人打分为 6分及
以上。职场人已经习惯在变化与压力之
下寻找出路。

分析职场人的焦虑源，71.5%的受访
者直指“工作”，其次是“积蓄”，蔓延全球
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焦虑源中位居第
三。

具体来看，不同工作年限的职场人，
焦虑源也不尽相同。工作 1—3 年的职场
人，最不怕领导；工作 3—5 年的职场人，
立即变为最怕领导的那批人。工作 10 年
及以上的“老将”，对自我的否认度较高。

34%受访者换了工作

报告显示，2020年中，有 34.4%的受访
者换了工作，而在 2021年，想换工作的人，

只有 16.2%。不确定性之下，职场人愈发
在意稳定。

2020 年中，有 10.5%受访者真的去创
业；在 2021 年中有此计划的人数有所增
加，为 15.0%。

2020 年中，有 9.8%的受访者勇敢裸
辞。针对“存款多少时才敢裸辞”的问题，
33%的受访者选择“不少于 100万元”；28%
的受访者表示要“不少于 10万元”。

调研显示，25%的受访者 2020 年中获
得加薪；10%的人降薪。

最先考虑的因素是“收入”

2021 年，职场人最大的愿望是加薪，
其他的愿望依次为升职、换工作、创业。

如果职业生涯不得不产生变化，职场
人最先考虑的因素是“收入”（44.64%）；往
后依次是“个人能力的提升”（24.7%）、“兼
顾家庭”（12.8%）、稳定性（9.7%）、职级
（3.3%）和工作强度（2.7%）。值得一提的
是，随着人才职级的升高，对于薪酬待遇
的重视程度会有所降低。

尽管在择业重视度的排名中“工作强
度”排名最后，但职场人仍对于加班“心怀

不满”。脉脉站内的数据显示，在一则“准
点下班 VS 加班，谁才是好员工”的问答
中，8.1 万+的投票者选择“准点”下班，占
89%；只有 9968 名投票者认为“加班才是
好员工”。

互联网仍是人才净流入最多的行业

行业人才吸引力排名中，互联网仍是
2020 年最大人才流入行业，商务服务业、
教育培训行业位居第二、三位。2020 年，
在线教育行业迎来爆发，来自互联网、生
活服务、金融业、文化传媒以及商务服务
业的人才成为支撑在线教育行业飞速发
展的主力。

2020年分行业人才供需比排名中，竞
争气氛最紧张的岗位——品牌、公关、风
险/股权投资、商业运营、UI 设计。竞争
气氛最放松的岗位——图形开发、音视频
开发、游戏开发、播音/主播和医药科研/
研发。

2020年数字经济“十大高薪岗位”中，
游戏行业仍旧属于“隐形富豪”众多的高
薪行业，游戏制作人、特效美术等职位的
收入排名前列。 （环球网）

2020年职场人在焦虑中寻求出路

游戏行业“隐形富豪”众多

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发布的居家办公报
告指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居家工作
者的人数大幅增加，2020年全年数据比前
一年大幅增长。在未来几年，全球居家工
作人数可能还会持续增长。

居家工作发生在私人空间，它往往是
“看不见的”。例如，在中低收入国家，几
乎所有居家工作的人（90%）从事的都是非
正规工作。他们面临的情况通常比那些
在外工作的劳动者糟糕，即使是在技能较
高的专业领域也是如此。在英国，居家工
作者的收入平均比在外工作的人低 13%；
在美国低 22%；在南非低 25%，在阿根廷、
印度和墨西哥约低 50%。

与非居家工作的劳动者相比，居家工
作者面临更大的安全和健康风险，获得培
训的机会更少，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
前景。

报告表明，居家工作者难以享受与其
他劳动者同等水平的社会保护。他们也

不太可能加入工会或受到集体谈判协议
的保护。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疫情之
前，全球约有 2.6亿居家工作者，占全球就
业人口的 7.9%；其中 56%（1.47亿）是女性。

他们包括持续远程工作的远程工作
者，以及大量从事刺绣、手工艺品制作、电
子装配等产品无法自动化生产的劳动
者。还有数字平台工作人员，提供处理保
险索赔、文案编辑或用于人工智能系统培
训的数据注释等服务。

2020年疫情大流行的前几个月，估计
有五分之一的劳动者居家工作。2020 年
全年的数据暂时还未可知，但这一数字预
计将比前一年大幅增长。

居家工作人数急剧增加，凸显了居家
工作者面临的恶劣工作条件。报告称，在
未来几年，居家工作可能会持续增长，这
使得解决居家工作者及其雇主面临的问
题变得更加迫切。

从“无形”到体面的工作，居家工作者
亟需得到更好的保护。该报告包括一些
具体建议，以提高居家工作的“可见度”，
从而更好地保护他们。

对于工业居家工作者，报告强调通过
扩大法律保护范围、改善合规、推广书面
合同、提供社会保障以及使居家工作者意
识到其权利，促进他们向正规经济过渡的
重要性。

对于居家的数字平台工作人员，因其
活动跨越多个边界，在合规方面带来了特
别的挑战。报告提倡使用工作产生的数
据来监控其工作条件，并使用相关工具设
定公平工资。

对于远程工作人员，报告呼吁决策者
采取具体措施减轻社会心理风险，并引入

“离线权”，以确保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的
界限得到尊重。

报告称，在未来几年，居家工作可能
会变得更加重要。 （搜狐网）

全球至少有2.6亿居家工作者

由于各地利好政策不断加持以及
时代的发展，“北漂”早已不再是高校
毕业生的首要选择，数据显示，以北
大、清华为代表的名校本科毕业生，近
些年留京率在持续下滑。

每年各高校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
量报告一直都备受关注，其反映了当代
青年择居、择业观所发生的变化。日
前，一些媒体报道让“清北毕业生留京
率不足两成”的消息刷屏，引发社会各
界关于“北京对人才吸引力是否下降”
的大讨论。名校生真的不爱北京了吗？

从北京部分“双一流”高校毕业生
近几年留京率可以看出，从本科毕业生
就业地域来看，北京仍是首选之地，不
过，多数在京“双一流”高校近三年本科
毕业生在京就业比例在下降，半数以上

高校本科毕业生留京占比不足五成。
值得注意的是，“清北毕业生留京

率不足两成”仅针对于本科毕业生，北
京大学从 2013年的 71.79%降至 2019
年的 16.07%，留京率降幅明显。而清
华大学本科毕业生留京率近些年有升
有降，但一直在两成左右徘徊。

而与此同时，北京高校硕博毕业生
成了留京主力军，硕博毕业生留京率均
有增长。清华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生
留京率为39.9%，博士留京率为49.7%，
2019年分别上涨至43%和51.2%。北京
大学 2018 年硕士毕业生留京率为
38.99%，博士留京率为42.44%，2019年
分别上涨至42.05%和52.26%。同时，在
京多所高校毕业研究生留京率占比超五
成。 （中国教育在线）

硕博毕业生成留京主力军

近日，网友们对“薪水达不到预期
要裸辞吗”这一话题展开投票和探讨，
只有20%的网友认为可以裸辞。

不支持裸辞的网友们表示，存款
不多又没有找到新公司，最好不要选
择裸辞，裸辞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更严
重的生活压力。

为什么不建议职场人选择裸辞？
裸辞的人在应聘时容易遭到淘汰。很
大一部分HR认为，裸辞的人是在逃
避问题，遇到问题就躲。裸辞这样的
行为会遭到 HR 的质疑，HR 会考虑
其稳定性，会衡量在进入公司后是不
是也遇到问题就会裸辞，不仅解决不
了问题，还会给企业造成麻烦。

2020年的艰难，让职场人的选择
会更加谨慎一些。裸辞后，生活压力
所迫，会急切需要寻找一份新的工作，
在找工作无果后，就容易降低自己的
目标，走上将就的工作岗位。将就的
工作，因为与自己的预期不相符，与自
己的能力或者资历不匹配，成长也会
受限，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会离开，这
样只会导致恶性循环。

裸辞的背后也是职业规划的缺失
与对自身价值的迷茫，冲动和非理性
的辞职行为将会是更大的沉没成本。

对薪资不满意应该如何理性解
决？企业可采取的薪酬水平策略主要
有：市场领先策略、市场跟随策略、成
本导向策略和混合薪酬策略。采取的
薪酬策略情况与企业的发展水平也有
很大关系。通过分析企业的薪资策
略，可以看清企业和自我的定位。

通过企业定位和自我定位，职场
人分析自己在整个行业的水平，判断
自己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中是否有竞争
力。这将成为自己离开企业能否拿到
满意薪资offer的关键。

基于对企业薪酬策略和结构的了
解，如果满足新的职级能力水平，但是
未获得相应的薪资，可以主动申请加
薪。提出加薪申请时，根据新职级的
胜任要素，需要重点描述自己的工作
成绩、能力等，并对应企业和同行业的
薪资水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成为加
薪的有力依据。

（智联招聘）

对薪资不满意，别急着裸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