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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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一杯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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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统计局联合发布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企
业合规师、公司金融顾问、易货师、二手车经
纪人、汽车救援员、调饮师、食品安全管理师、
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电子数据取证分析
师、职业培训师、密码技术应用员、建筑幕墙
设计师、碳排放管理员、管廊运维员、酒体设
计师、智能硬件装调员、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
等18个新职业信息。

据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
典（2015年版）》颁布以来发布的第四批新职
业。此次在发布新职业信息的同时，还调整
变更了“社区事务员”等有关职业工种信息。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信息主要有以下特点：

数字化技术发展催生出新职业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2012 年，“电子数
据”作为新的证据形式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电子数据取证作为一种全新
的取证技术广泛应用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电
子数据调查分析服务也由司法机关逐渐延伸
至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

密码技术被公认为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
最有效、最可靠、最经济的技术。随着数字经
济快速发展，密码服务也扩展到物联网、智慧
城市等多方面，呈现出智联智融的特征，催生
出隐私保护、零信任、多方安全计算等新型密
码技术。“密码技术应用员”作为密码技术应
用供给侧、用户侧、监管侧的主力军，将为数
字经济的安全、融通、监管等方面保驾护航。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
深，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以及人力成本上升，各

行业、产业对服务机器人的需求快速增加，服
务机器人已广泛应用在教育、娱乐、物流、安
防巡检等领域。“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直
接负责服务机器人的需求反馈、应用与推广，
是推动服务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人才支
撑。

此外，“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智能硬
件装调员”“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都是数
字化技术发展和变革催生出的新职业，这些
新职业对于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企业高质量发展孕育出新职业

企业合规管理是对企业法律、财务、审
计、进出口、劳动环境、社会责任等多方面进
行合规管控，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独立性和技
术性。“企业合规师”将在规范企业投资经营
行为、注重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企
业竞争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企业通过“公司金融顾问”对接金融机构和
金融市场，可有效避免投融资信息不对称等问
题，还可在实现金融结构调整的同时，培育出新
的业务和商机。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可通过“公
司金融顾问”拓展多元化业务，平抑经济周期
波动带来的风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专业“易货师”能系统运用资源整合理
论，促进产、供、销和谐分配和优化资源，有效
解决产品迟销、滞销、停销问题，是易货企业
所急需的新兴复合型人才。

绿色发展理念和食品安全要求涌现出新职业

碳排放管理是一个技术性、综合性较强的

工作，需要掌握相关碳排放技术，熟悉政策
和标准，做好碳排放规划、核算、核查和评估
等。“碳排放管理员”一职将在碳排放管理、
交易等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有效推动温室
气体减排。

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食品安
全管理师”作为食品生产、餐饮服务和食品
流通等活动中从事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和管
理的人员，未来会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衍生出新职业

汽车更新换代带来大量二手车交易需
求，二手车交易涉及到品牌认证、拍卖交
易、委托交易及各种金融服务、质保等业
务，从而催生出专业的“二手车经纪人”，通
过提供专业化的交易咨询和交易服务，维
持公平、公开、透明的交易秩序，提高交易
效率。

近年来出现了将茶叶、奶、果蔬等融合
开发出的新式可口健康饮品，广受群众特别
是年轻人的喜爱。“调饮师”作为新兴职业，
不仅有利于促进灵活就业，还可带动茶叶、
奶类及果蔬等产业的发展。

三部门强调，新职业的发布，对于增强
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度、促进就业创业、引
领职业教育培训改革、推动产业发展等，都
具有重要意义。新职业发布后，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加快新职
业的职业标准开发，指导人才培养培训，提
升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打造数量充足、
素质优良的从业人员队伍。

（据人社部网站）

碳排放管理员等18个新职业诞生
脉脉人才大数据平台监测指标显示，2021 年春节后三

周，职场人求职活跃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明显，同比增
长 率 达 到 49% 。 职 场 社 交 平 台 脉 脉 发 布《新 经 济 、新 选
择——人才流动与迁徙 2021》报告。

求职时最听“自己”的是85后

“自我”是Z世代的代名词，但这种“代言”在职业选择上似乎并
不完全成立。对于选择行业时，所受到的影响，听“自己”占比最高的
阵营为 85后，其次才是 95后，而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 90后，遵从自
我的比例反而低一些。

同时，若横向对比父母家人对于职业选择的影响，95后达到了
35%，受到父母的影响最大。反而是 70后与 80后，职业选择受父母
的影响相对小一些。

教育崛起，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度较大

数据显示，2020年人才活跃度排名中，IT互联网仍风头强劲、高
居首位；与此同时，交通物流业、汽车等行业也在2020年的人才活跃
度排名靠前。

教育行业在2020年迅速崛起，与 IT/互联网行业一起，同时成为
职场新人最想从事的行业。

《人才流动报告》中，2020年主要新经济领域吸纳人才的量级排
名中，电子商务、新生活服务与新教育培训成为新经济领域除去纯互
联网之外的三大“引才高地”，企业服务也超过曾经热门的金融科技
领域，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加强大。

游戏、人工智能、新教育领域成为2020年的风口领域，人才活跃
度持续走高；但从就业竞争度的维度来看，游戏行业的竞争度仅为
1.7，而人工智能的就业竞争度却达4.38。相比之下，通信、新能源汽
车等传统行业影响更深的领域，人才活跃度更低，就业竞争度更大。

字节跳动成新经济人才引擎

四处出击的字节跳动人才吸引力强劲，成为2020年最多人才流
入的新经济公司，阿里巴巴紧随其后。而快手风头正劲，位列第三。
相对而言，腾讯的风头略逊，位居第四。字节跳动持续扩张，成为各
类互联网公司人才跳槽的首选去处，但同时也向各家头部公司输出
人才。

阿里巴巴、拼多多、京东等头部电商的人才纷纷流向字节跳动，
而新生活服务领域中，美团、滴滴、贝壳三家典型公司员工跳槽的首
选去处也是字节跳动。百度继续成为头部互联网公司的重要人才输
出者。

受到在线教育产业迅猛发展的推动，2020年，在线教育领域职
业机遇涌现，跟谁学、作业帮、猿辅导等多家在线教育企业入榜新经
济公司人才净流入20强，而老牌教育机构好未来则成为新教育培训
领域的“黄埔军校”，向各家输送人才。 （新浪网）

年后人才求职活跃度同比增长近半
95后求职受父母影响反而最大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21年金融业求职
指南”，结果显示，保险业人才流动性强，高需
求、低人才吸引力特征明显；基金、信托业高薪
光环吸引人才涌入。

银行、证券、保险与信托并称为金融业“四
大支柱”。在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5日
的统计周期内，人才流动性强的保险业招聘需
求最高，占比 45%，基金/证券/期货/投资、银
行、信托/担保/拍卖/典当依次排在其后。不
过，保险虽然提供职位数量稳坐第一把交椅，
但人才就业意愿不强，竞争指数为23.1。

由于股市交投活跃，大量新客户与新资金
入市，导致不少证券公司存在人手不足现象，

“基金”频繁登上热搜的同时，基金/证券/期货/
投资也成为热招行业。若结合竞争指数与平

均招聘薪酬来看，基金/证券/期货/投资还具有
平均月薪 11895元的高薪特点，吸引人才踊跃
求职，竞争指数达 33.6。与之相似的还有相对

“小众”的信托/担保/拍卖/典当行业，同样为高
薪、高竞争热度行业。

操盘手一职在 2020年的招聘职位数环比
上涨 33.3%。由于资产操作难度高，操盘手具
有一定的竞争壁垒，且薪资处于固定+浮动结
构，交易利润分成极具上浮空间。未来，随着
国内金融体制健全及国民理财习惯养成，操盘
手招聘需求还具有长期上涨空间。另一个增
速亮眼的职位是金融/经济研究员，大盘的涨
势让投资研究成为更多投资者的“财富密码”，
该职位招聘需求在2020年内环比上升66.1%。

此外，银行业人才需求也呈现扩张趋势，

据智联招聘数据显示，金融业在2020年的招聘
职位数环比下降 11.6%，而银行业却逆势增长
9.3%。其中，数据工程师与人工智能的招聘职
位分别环比增长163.9%和128.1%，远高出金融
业整体需求。依托于此，银行业也需要更多产
品技术人才使金融科技商业化落地，软件研发
与产品经理招聘需求环比增速均过8成。

另外，作为间接影响前台资本决策的环节，
行业研究在金融组织架构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对
人才的学历要求较高，80.7%的行业研究岗位要
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扎堆。
数据表示，统计周期内，行业研究、金融/经济研
究员、金融研究岗位的求职竞争指数分别达到
35.9、30和24.6。而专业研究型岗位中行业研究
一职薪资更高，达到13646元/月。 （凤凰网）

2021年金融业求职指南发布

股市基金操盘手人才需求上涨33.3%

近日，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中国留学生回国就业报告》。报
告显示，2020年下半年以来，在国内寻找工作机会的海归人才规模
同比增长 103%。其中，制造业、供应链/物流业、医疗等行业海归就
业比例大幅度增长。

世界银行在2020年6月期《全球经济展望》中称，世界经济陷入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严重衰退时期。与此同时，得益于良好的防
控措施，中国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复工复产，经济发展持续向好。

中国经济展现出了强大韧性，对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
加。报告显示，留学生人才加速回流，2020年下半年以来，积极选择
在国内求职的留学生规模同比增长103%。

在求职的主动程度上，相比于国内的 2021届应届生，留学生普
遍更加主动。BOSS直聘研究院发现，随着留学生归国数量的增加
以及国内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升，相比国内双一流高校应届生，只有
本科学历的留学生在求职竞争力指数上没有显著优势，但硕士以上
高学历海归人才的求职竞争力有明显优势。

报告显示，在国内寻找机会的海归人才平均期望薪资为 14035
元，同比增长4.3%，要远高于国内应届生的6139元。与2019年同期
相比，在回国求职的人群中呈现高知趋势，拥有海外高校硕士和博士
学位的人才规模较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硕士增长了1.6倍，博士增
长了1.2倍。

从留学生归国求职的行业来看，金融、互联网技术和教育类仍然
是海归最集中选择就业的三大类岗位，这也是多年来，留学生回国求
职首选的热门行业。

与此同时，海归在国内的职业选择日益多样化，更多人才进入实
体经济行业。2020年下半年以来，选择制造业（135%）、供应链/物流
业（132%）、医疗行业（112%）的海归比例显著增长。 （腾讯网）

回国就业留学生数量同比翻倍
平均期望薪资14035元

近日，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零售业就业数据，
招聘求职高峰到来，店员/营业员、淘宝客服、销售代
表为求职热门职位TOP3。汽车销售平均月薪最高，
达到8245元。

统计数据显示，每年3月份和8—9月为零售业招
聘高峰，求职投递高峰同样出现在3—4月和7月。目
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加之各地纷纷推出消费券、现
金补贴、直播“云逛街”等各项措施助力消费市场复
苏，中国零售业也逐渐恢复活力。2021年 2月，零售
业招聘需求同环比双上升，增速均在 20%以上；求职
投递环比上升明显，超过70%。

从城市活跃度上来看，2020年2月，零售业招聘活
跃城市分别为深圳、重庆、成都、东莞、贵阳、上海、郑
州、武汉、杭州、广州。与去年相比，除杭州外，各城市
招聘需求都表现为同比上升趋势。零售业求职热门城
市分别为深圳、贵阳、成都、重庆、杭州、东莞、北京、上
海、长沙、沈阳。

根据 58 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的零售业求职数

据，2021年 2月，零售业求职热门TOP5职位分别是
店员/营业员、淘宝客服、销售代表、促销/导购员、收
银员，其中服务员同比增速最快，为 23.88%。就地过
年倡议下，多地商家纷纷推出“春节不打烊”等各类营
销活动，线下、线上均释放出大量就业机会。

与之对应，淘宝客服作为线上“店员”，加之新零
售经济的快速发展，求职简历投递环比增速最快，达
113.96%。在零售业重点职位中，销售代表的求职热
度仅次于店员/营业员和淘宝客服，而销售代表需要
具备一定销售和领导能力，可以为招聘企业创造更多
业绩价值，因而平均支付月薪同比增速最快，增长
5.47%，达到6459元/月。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社会消费品中，汽车
类商品保持快速增长。随着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意愿
稳步增强，汽车购置及升级换购需求持续释放。58
同城招聘研究院显示数据，2021年 2月，零售业重点
职位中，汽车销售平均支付月薪最高，为8245元。

（网易）

零售业招聘求职高峰到来
汽车销售收入最高，平均月薪8245元

只招研究生以上学历；只招 985、211 高校毕业
生；二本、三本以下不招……类似这样的学历歧视在
招聘中可谓时常发生。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显示，有76.4%的受访
者表示，在职场和求职过程中遭遇过用人单位的歧
视，其中学历歧视占比最高，为50.2%。此外，44.8%为
年龄歧视，婚育和性别歧视占比也均接近2成。

根据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
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
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近日，有网友发布在线上招聘平台的求职聊天记
录显示，一求职者想投递杭州某大数据公司的产品运
营岗位时，对方工作人员先是询问“你们这个学校是

三本吗”，在求职者回答“是”后，该工作人员表示，该
公司“只要二本以上统招的”。本以为对话到此结束，
不料该工作人员继续“补刀”，称“考不上本科的都是
智商有问题的”。

该聊天记录在网上传开，引发网友热议。涉事公
司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声明致歉并声明称，此事
系员工个人不当言论，不代表任何官方态度。

对于就业过程中的“学历歧视”问题，全国政协委
员白岩松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呼吁，要多关注
非名校生。全国政协委员许玲也指出，很多招聘都要
求本科以上学历，但其实大专学历就完全可以胜任。
职业教育毕业生应该与其他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一
样，拥有更加平等的就业机会。 （劳动报）

受调查者称职场歧视现象近8成

日前，清华
大学年度规模
最大的校园招
聘 会 ——2021
届毕业生大型
就业洽谈会启
动，航天科工集
团、兵器工业集
团等来自全国
22 个 省 市 的
300余家用人单
位参会，共提供
8000 余个招聘
职位。

据清华大
学学生职业发
展指导中心主
任 张 超 介 绍 ，
2021年，清华预
计全日制大陆
学 生 毕 业 约
7800人（另有国
际学生、港澳台
学 生 毕 业 约
1000 人）；拟参
加就业的学生
约 4100 人 ，其
中本科生约500
人 ，研 究 生 约
3600人（硕士约
2100人，博士约
1500人）。

截至目前，
清华 2021 届毕
业生签约率已
超过五成，高于
往 年 同 期 水
平。

（澎湃新闻）

清
华
毕
业
生
签
约
率
高
于
往
年
同
期
水
平

近日，据媒体报道，西班牙接受了一周四天工作制的提
议，未来几周内将举行会议探讨实施的可能。

西班牙方面表示，可以对感兴趣的公司率先展开小规
模的试点项目。每周工作32小时的时机已经到来，西班牙
将成为世界上首个实行四天工作制的国家。

据了解，参与企业不得降低员工薪资，但可获得补助，
该计划最快会在秋季开始。

目前大多数国家实施的都是五天工作制，早在 1926
年，大资本家亨利·福特就在自己的公司里实行了五天工作
制。福特认为如果工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就会花更多的钱
购买自己的产品，随着大萧条的到来，美国内需减少，导致
各行业工作时间普遍缩短。在这种情况下，国会顺势通过
了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新劳动法规。 （快科技）

■■海外视窗海外视窗

西班牙将试行四天工作制，工资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