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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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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BOSS 直聘研究院发布《2021
年春节复工首周就业趋势观察》。2021
年春节后复工一周，市场招聘需求快速
增长，较疫情笼罩的 2020 年同期增长
124%，平均招聘薪资达到8027元。

观察显示，2021年旺季求职招聘市
场呈现供需两旺的强劲态势。人才端
白领、蓝领、大学生活跃劲增，企业端岗
位类型、数量大幅上涨，特别是去年疫
情期间受影响较大的旅游、餐饮、商贸
等行业及中小微企业。

中小企业招聘需求强劲复苏

2020年春节后，百人以下规模的小
微企业招聘需求一度下降 60%。2021
年春节后首周，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
BOSS 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小微企业
在节后首周便开始招兵买马，招聘需求
占整体比例达到 56%，需求高度旺盛。

平台数据显示，节后一周，在百人
以下规模的小微企业中，来自互联网
（18.1%）、生活服务（17.3%）和教育培训
三大行业（12.6%）的招聘需求比例最
高。

全平台各个类型企业招聘需求也
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生活服务
业、消费品行业和机械制造业人才需求

同比增速最为迅猛。2020 年受疫情影
响最为严重的几个细分行业中，餐饮业
已经完全恢复，招聘需求同比增幅高达
155%，酒店业和广告传媒业受春节档消
费的带动，招聘需求也有 130%和 89%的
同比增幅。

此外，2021 年开工后，员工数量超
过 1000 人的“大厂”整体相较往年也发
布了更多职位。故而在互联网、教育等
热门行业，呈现“恐龙与蚂蚁抢人才”的
现象。

大学生求职活跃度增长超六成

人才方面，各地政府有序“返岗复
工”及“就地过年”政策双重因素叠加，
蓝领类岗位的求职人群活跃度也较往
年显著提高。

据中国劳动学会和国务院参事室
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在受访的 53107
名农民工当中，有 77.6%的人选择就地
过年。BOSS 直聘研究院观察到，今年
的蓝领复工大潮与白领几乎同步，春节
后首周，生活服务类岗位的招聘需求比
例同比增长 6.1个百分点。

平台数据显示，在蓝领类岗位活跃
求职者中，高中以下学历和 35岁以上的
人群占比分别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4 个

和 1.2 个百分点，随着企业要求的不断
提高，农民工的专项技能培训和职业指
导显得愈发重要。

与此同时，2021届应届生的求职活
跃程度有迅猛提升，节后一周较节前增
长超过六成。市场需求也呈现欣欣向
荣的状态，节后首周面向应届生的招聘
需求较 2020 年节后首周增长 153%。随
着春招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加丰富的
岗位类别和不同的竞争态势。

2021年春节后首周的校园招聘中，
互联网/IT 行业、教育培训和房地产仍
然是应届生招聘量最大的前三个行业，
但需求增长并不显著。与此同时，消费
品行业的应届生招聘需求同比增长达
到 268%，文体娱乐和医疗健康行业的应
届生需求同比增幅也分别达到 183%和
173%，成为今年春招值得关注的行业。

从具体行为上看，应届生的求职目
标较以往显得更明确一些，在一到两个
职业方向上集中探索的学生比例增长
了 15%，更多学生开始意识到，漫无目
的的“海投”事实上效果并不好。在学
生的职业选择意愿方面，人事/财务/行
政、互联网技术、运营、教育培训和服务
业岗位排在前五。

（网易科技）

节后首周用人需求同比翻倍
市场平均招聘薪资超8000元

近日，58同城发布《2021年返城就业
调研报告》。

48%的职场人节后欲换工作
95后跳槽频次较高

据 58同城《报告》显示，春节前后更
换工作的人群集中在 21—30岁，学历以
本科生为主。其中，有更换工作计划的
人群中 73%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46%有
自有住房，已婚人士占 56%，有 1孩的职
场人士占 78%。春节后，48%的职场人有
换工作的打算。其中，58%的职场人在同
行业内跳槽，31%的职场人则会考虑更换
行业。这表明，部分职场人希望通过换
工作提升自我；但大部分职场人换工作
较为保守，在知识和人脉所及的同行业
内寻找新工作；也有部分职场人愿意跳
出舒适区，寻求其他领域的工作机会。

从更换工作的主要原因来看，37%的
职场人出于挑战自己、寻找更多机会的
目的而改变工作状态，35%的职场人为了
获得更多晋升机会。可见，职场中不安
于现状的“打工人”并不少，职场人希望
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更高的职位来
凸显职场价值。不过，也有52%的职场人
士不打算春节后换工作，他们当中的大
部分对工作满意，认为能在当地稳定下
来并较好地兼顾生活。

数据显示，2020年，95后跳槽频次排
名第一，其中53%有跳槽经历。80后跳槽
频次相对较低，仅23%有跳槽经历。这说
明，年轻人更倾向于变换工作岗位，在职
场中通过适时改变方向、调整定位，追求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半职场人选择一线城市
IT行业春节前后就业均旺

58同城《2021年返城就业调研报告》
显示，春节后，47%的职场人选择去一线
城市就业，只有12%的职场人倾向于离开
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去二线/三线及以下
城市打拼。这表明，一线城市仍是人才
就业的高地，由于收入水平更高、发展空
间更大，一线城市吸引了更多人才前去
求职。

春节后职场人选择的TOP3职业分
别是计算机/互联网/通信行业、金融行
业，以及人事/行政/后勤、美术/设计/创
意。其中，IT行业仍然位居职场人士就
业选择排行榜首，春节后从事该职业的
人才比节前提高 3%，可见其高速成长性
和丰厚的收入不断吸引职场人士进入。

跳槽期望月薪15569元
44%换工作倾向去大公司

《报告》反映，分别有 40%、37%的职

场人士，因薪资太低、工作发展前景不
乐观，而在春节后更换工作。尤其是
在生活成本更高的一线城市，46%的职
场人因为薪资低而跳槽。而除了薪资
水平，发展前景不好、缺乏工作热情
等，也是新一线职场人士跳槽的重要
原因。从年龄上看，52%的 95后认为薪
水低而跳槽，分别有 38%、39%的 90 后、
80 后因为工作前景不好而换工作。此
外，95 后工作年限较短，缺少职场“天
花板”的切身感受，更愿意从薪资维度
衡量工作价值。

《报告》还显示，春节前夕，职场人
的平均月薪为 10874 元，2021 年职场人
跳槽期待月薪增长到 15569 元，为节前
的 1.4 倍。其中，初级员工期望薪资是
目前薪资的 1.7 倍，高级员工和中层管
理 者 的 期 待 薪 资 是 目 前 薪 资 的 1.5
倍。

《报告》还就职场人对 2021 年工作
愿景进行了统计。44%的职场人希望
跳槽去大公司，41%期待加薪，40%希
望技能提升。基础员工技能提升需求
大，而中高层对升职有更高期待。与
更希望去大企业获得高起点的 95 后
相比，90 后期待技能提升以获得广阔
发展空间，工作年限较长的 80 后则更
期待升职。 （新浪财经）

近半受访职场人士计划换工作
期望月薪增长到15569元

前程无忧近日发布的一份2021年就
业预测显示，由于2020年上半年基数较
低，2021年上半年的招聘岗位发布量和
有用人需求的雇主将有明显增加，乐观估
计2021年用人需求有望超过2019年。

哪些行业在疫情中快速反弹

前程无忧将在线职位划分为 61个大
的行业领域。2020年下半年所有行业的
招聘量都超过上半年，11个行业的招聘
量超过 2019年下半年水平。在招聘量最
大的前 20行业，房地产三年来首次超过
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占据首位。

招聘量最大的 20个行业中，医疗设
备/器械领域行业的用人需求增长最为可
观，2020 年下半年比 2019 年同期增加
16.3%，比 2020年上半年增加 24.8%。海
外订单的激增极大地促进该行业的人才
招聘，制药/生物工程行业 2020年下半年
招聘量同比增加8.3%，环比增加12.3%。

此外，半导体行业人才竞争非常激
烈，2020年下半年芯片人才的需求比一
年前增加 14.9%，这导致半导体行业成为
2020年薪酬增长最多的行业。

前程无忧预计，2021年，房地产和建
筑/工程对就业的支撑很可能会继续；健
康医疗、农林牧渔、专业服务和检测认证
等行业将有较大的用人增长；软件开发、

半导体和教育培训等会面临较多的并购
整合。

民企招聘仍持谨慎态度

民营企业一直是我国就业的主力军，
民营企业的用人需求增减和招聘方向可
以视为宏观经济景气度和就业市场冷暖
的风向标。

虽然民营企业在疫情中接受了一
定的考验，但在前程无忧上，2020 年民
营 企 业 提 供 的 招 聘 岗 位 仍 然 占 到
72.5%，略高于 2019 年的水平；外资/合
资企业的用人需求则在 2018—2020 年
持续下滑。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
表示，由于个人流动受限，过往的海外消
费转入国内市场，特别是疫情的常态化，
促使企业加速将线下业务转向在线。民
营企业的敏捷性远远超过跨国公司和国
有企业，加上海外订单增加等因素，民营
企业在人才招聘上保持了较高的需求，特
别是在 2020年下半年，人才招聘量已超
过2019年同期。

由于疫情影响，消费市场的相对乏
力，会导致消费业就业岗位尤其是直接接
触型就业岗位供给减少，像非接触消费、
线上办公、宅经济、零工经济等性质的就
业岗位相对增加。 （搜狐网）

今年用人需求或超2019年
这些行业更受“打工人”青睐

近日，人社部公布电子竞技员等 13
个国家职业技能新标准，这意味着电子竞
技员有了明确的从业“门槛”。从具体标
准内容来看，电子竞技绝对不是会打游戏
那么简单。

根据《2020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
示，中国电子竞技游戏用户规模达4.88亿
人，较上年增加 9.65%。但电竞从业人数
总量不高，人才缺口较大。在此背景下，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
合会等受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委托，
在对体育、文化、科技、人社、教育等领域
的专家及电子竞技相关单位进行广泛调
研后，编撰了该标准。

该标准规定，所谓电子竞技员，指的
是“从事不同类型电子竞技项目比赛、陪
练、体验及活动表演的人员”，需具备一般
智力和空间感，眼脑协调，反应敏捷，操作
灵活，心理素质稳定，具有良好的观察与
学习能力。普通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
（或相当文化程度）。

该职业被划分为 5 个职业技能等
级，分别是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

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
技师，并规划了每一等级应具备的职业
技能。

鉴定方式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
能力考核。理论知识考试采用上机考试
或闭卷笔试等方式，专业能力考核采用上
机操作或闭卷笔试等方式。理论知识考
试和专业能力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
达 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二级/技师、一
级/高级技师还须进行综台评审。

从技能要求来看，电竞项目操作的占
比最高，但并不是唯一，还有包括电竞战
术实施、电竞数据分析、电竞活动表演等，
而从四级/中级工开始，增加了电竞项目
开发的要求。二级/技师以上，又增加了
管理和培训的内容。

据悉，在电子竞技员国家职业技能标
准正式出台后，相关的教材、考试题库将
加紧编排，培训、考试、认证体系也将逐步
建立。未来电竞从业者将以电子竞技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依据，通过公开、公
平、公正的学习考试，按技能等级持证上
岗。 （腾讯网）

电子竞技员职业技能新标准公布
分5个技能等级，光会打游戏还真不行

互联网产业中谁的收入最高？近
日，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年互联网产业
求职指南》显示，数据架构师和软件系统
架构师稳坐高薪榜首，人均月薪均超过2
万元。

人工智能占据高薪职位

数据显示，平均招聘薪酬前20名中，
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师与产品经理相关
岗位占据席位最多。

具体来看，软件系统架构师和数据
架构师以优越的招聘薪酬领先于其他岗
位。软件系统架构师是互联网开发的

“设计图纸”，在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也
因专业技术与丰富经验而形成竞争壁
垒，月薪达到 24802元；数据架构师作为
把控企业数据资产的关键人才，月薪达
23546元。

人工智能岗位在前 10 名中占据一
半，依次为机器学习（20895元/月）、算法
工程师（19944 元/月）、深度学习（19431
元/月）、自然语言处理（NLP）（18720元/
月）与图像算法（18601元/月）。

3—5年经验人才最吃香

从企业招聘对学历的要求看，互联
网产业产品技术核心岗位的招聘需求
中，55.8%的求职门槛为本科，其次是占比

34%的大专，要求候选人学历达到硕士或
以上的占比1.7%。

经验要求上，互联网产业产品技术
核心岗位对于经验在“3—5 年”需求最
高，达到 35.3%，其次是“1—3”年经验的
求职者，占比 3 成。此外，表示“经验不
限”的招聘需求超过2成。

人工智能对从业者的技术功底和学
习能力最为看重，对本科及以上学历人
才要求占比 86.3%，其中要求硕士及以上
岗位占3成。

技术领域中的前端开发更青睐技
能娴熟的人才，53.8%要求经验在“3 年
及以上”，其中 44.8%集中在“3—5 年”
经验。软件研发（52.9%）以及产品经理
（51.2%）排在其后，这两岗的学历要求
同样较高，也意味着岗位人才的不可
代替性更强。另一方面，运维支持对
学历和经验要求都较为宽松，入行门
槛最低。

传统行业中出现渗透

随着“互联网+”的风靡，各行业数字
化转型的进程进一步增加了对互联网技
术人才的市场需求。

除互联网相关行业外，对产品技术
核心人才需求较高的五个行业依次为专
业服务/咨询、教育/培训/院校、仪器仪表

及工业自动化、大型设备/机电设备/重工
业和网络游戏。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新兴技术极大
赋能传统行业、工业互联网呈现井喷式
发展，生产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对互联网
人才的需求只增不减。据智联招聘 2020
年大数据显示，仪器仪表及工业自动化
与大型设备/机电设备/重工业行业都有
很高的AI人才需求，这与它们对人工智
能等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不无关系，
例如工业云平台、AI/机器视觉工业应用
等。跨界人工智能人才也拥有高身价，
专业服务/咨询行业所开出的 27722 元/
月的薪资条件尤为亮眼。

普遍存在技能焦虑

虽然待遇不错，但互联网白领职业
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压力。

相对于全行业整体情况，互联网人
感到“个人能力有限，有一定的学习焦
虑”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很难与时俱
进”的比例更高，分别高出全行业平均
水平 8.1个和 4.7个百分点。这也说明，
身处新产品、新模式层出不穷的互联网
行业，白领群体倍感紧追时代、与时俱
进的压力，在技能提升、学习新事物上
感到更深焦虑。

（潇湘晨报）

互联网产业谁收入最高

这两个“师”人均月薪逾2万元

是不是满足任何一种被辞退的情况，
企业都必须支付赔偿金呢？答案肯定不
是，如果劳动者因为以下几种情况，被企
业辞退，是可以不用支付给劳动者赔偿金
的。具体如下：

根据《劳动合同法》，试用期内劳动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不需要进行经济补偿。

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当
前企业，在员工入职之后，都会有一段时
间的试用期，一般是在三到六个月。如果
在试用期，劳动者被证明能力不足，或是
不能胜任工作等，那么在员工签字确认的
情况下，企业也是可以辞退劳动者的，而
且不用支付赔偿金。

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等。比如利用职
务之便，徇私舞弊，造成单位的经济损失，
这些都已经触犯了企业的底线，如果劳动
者有类似的行为，那么企业也可以依法解
除劳动合同，而且不用支付赔偿金。

同时与多家企业签订劳动关系。法
律上面明确规定，劳动者只能与一家企业
签订劳动关系，但是有的人可能会利用职
务之便，同时与两三家企业签订劳动关
系，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企业也可
以和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而且不用支付
赔偿金。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实际生活
中发现员工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机关拘
留或逮捕的，根据劳动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机关收容
审查、拘留或逮捕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
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可与其暂时停止劳
动合同的履行。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
期间，用人单位不承担劳动合同规定的相

应义务。用人单位可以中止劳动合同的
履行。

医疗期满后仍不能正常工作。《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
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
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
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
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
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
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在面临员工医疗期满，且无法从事原
工作时，公司一定要慎重处理。HR需要
注意的是，调岗必须合理：一方面，不能故
意将医疗期满的劳动者调整到劳动强度
或绩效标准更高的工作岗位上；另一方
面，如果新岗位与原岗位级别和薪酬差较
大时，尽量与员工协商一致，以避免单方
调岗无效的法律风险。

最后，需要对“员工不能胜任工作”和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事实承担相
应的举证责任，对于上述概念的解释，需
要企业有较高的举证技巧。

无论是企业管理者，还是HR，一定
要明白的一点就是：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
除劳动合同的，需向劳动者说明理由。这
种情况下，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无须支付经
济补偿金。若企业无证据证明劳动者试
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则不能解除劳动
合同。 （人力葵花）

这5种情况

就算被企业辞退，员工也得不到赔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