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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集升物业
1.综合水电工：年龄50周岁以下，持

有电工证；月薪3200～3700元。

2.安保员：男女不限，年龄 55 周岁以

下，月薪1800～2500元。

3.工程部经理：1 名，年龄 50 周岁以

下；有专业职称，熟悉机电设备一体管

理，有经验者优先；月薪 6000～7000

元。

4.楼管员：年龄 55 周岁以下，月薪

1800～2100元；熟悉基本办公软件。

公司提供社保、医保、过节费、高温

补贴及绩效奖金。

地址：福州市五四路158号环球广场A

区37层

电话：0591-88010033 方小姐

电话：0591-87548854、87625420、87383060

传真：0591-87625420

E-mail：059187548854@189.cn

网上展位预定：www.hxrc.com

注：逢每周六在福建人才大厦三楼招聘大

厅（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36号）举办综合人才

招聘会。时间为上午 8∶30至下午12∶30。

招聘人员和求职人员进入招聘大厅，主动佩
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通过支付宝小程序、微信
小程序和闽政通APP扫一扫功能扫描入场二维
码，显示绿码后方可进入招聘现场。实行“绿码+
佩戴口罩+测量体温+网上登记”进场制度，发现
非绿码、体温异常、咳嗽、乏力等症状人员，一律予
以现场劝返。

一、[急聘]叉车人员
岗位要求：

适应两班倒，吃苦耐劳，有叉车证。
薪酬福利：

5000～6000元/月，五险、带薪年假、绩效奖金、
全勤奖、餐补、高温补贴、节日福利。

二、[急聘]技术人员
岗位要求：

1.生物工程或生物技术专业毕业，学过发酵相
关知识；

2.有1年以上发酵相关工作经验。
薪酬福利：

4000～6000元/月，周末双休、五险、带薪年假、
餐补、节日福利、员工旅游。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福建大昌生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诚聘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现场招聘活动
福 建 人 才 大 厦 三 楼 招

聘 大 厅 近 期 举 办 日 期 ：

2021 年 4 月 10 日（周六）、17

日（周六）、24 日（周六）。
福建人才大厦三楼招聘大厅公交车线路：9

路、11路、27路、72路、78路、106路、118路、

130路、133路、310路、317路、327路、328路、

338路到八方大厦站下。

近日，人社部公布18个新职业信息，那么这些新职业的
供求情况如何？近日，58同城对其中10大相关新职业的招聘
求职岗位需求进行了分析。

一季度新职业招聘需求同比增70%

一季度是春招旺季，企业招聘和人才求职都较为活跃，新
职业的招聘求职需求整体趋于增长态势。

根据 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就业
市场形势向好，新职业的招聘需求同比增长近70%，求职投递
环比上升 21%。由于新兴职业属于朝阳行业，处于市场上升
期，企业招聘需求较大，求职需求也得到激发。

IT职位在新兴岗位中受青睐

在人社部公布的18个新职业中，从事芯片需求分析、芯片架
构设计、芯片详细设计、测试验证、图表设计和版图设计的工程技
术人员有了新职业的代名词，称之为“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

而运用密码技术，从事信息系统安全密码保障的架构设
计、系统集成、检测评估、运维管理、密码咨询等相关密码服务
的人员，其新职业叫做“密码技术应用员”。

58同城调查显示，2021年一季度，与这两个新职业匹配
度较高的相关职业主要是集成电路/应用工程技术员和网络
与信息安全工程师。其中，一季度，集成电路/应用工程技术
员招聘需求同比增幅排名第一，增速超过 150%；其次是网络
与信息安全工程师，招聘需求同比上升超110%。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IT职位成为
新兴岗位中备受市场青睐的岗位，招聘需求大幅度提升。

薪酬方面，数据显示，集成电路/应用工程技术员支付月
薪同比上升较快，为 26.76%，达到 7093元。受招聘需求上升
较快影响，该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出较快增长态势。

一线城市偏爱茶艺人才

对茶艺、水果、奶及其制品等原辅料，通过色彩搭配、造型

和营养成分配比等，完成口味多元化调制饮品的人员，成为了
“调饮师”这一新职业。与“调饮师”匹配度较高的，在招聘中
常被称为“茶艺师”，和 IT行业相比，其更容易吸引劳动者经
过职业培训进入上述岗位就业。

58同城分析指出，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由于经济发达、产
业集聚度高，成为大部分新职位热招城市。而广州、上海、北
京分列茶艺师招聘最热前三个城市，而常态化防控形势下的
武汉，休闲消费活力释放，茶艺师招聘需求也有所增长。

二手车评估师招聘需求下沉

18个新职业中，在二手车交易活动中，以收取佣金为目
的，为促成交易而从事居间、行纪或者代理等经济业务的人
员，新职业称为“二手车经纪人”。据 58同城统计发现，在招
聘求职中，目前与这一新职业匹配度较高的岗位一般以二手
车评估师为主。

58同城分析指出，除了一线城市外，沈阳、保定、济南等
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二手车评估师招聘需求相对旺盛，汽车
保有量的增长使各大城市二手车交易需求增加，带动了二手
车评估师招聘需求的下沉。

还有一个热门的新职业，为公司金融顾问。即在银行及
相关金融服务机构中，从事为企业等实体经济机构客户提供
金融规划、投融资筹划、资本结构管理、金融风险防控和金融
信息咨询等综合性咨询服务的专业人员。在 58同城等相关
平台上，与之匹配度较高的岗位为金融服务经理。

据 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统计，2021年一季度，新职业
支付月薪中，金融服务经理支付月薪排名第一，达到 9666
元。可见，在新兴职业方面，金融行业仍然是“多金”领域。

另一个新职业建筑幕墙设计师，即从事建筑幕墙及类似
幕墙的装饰表皮创造或创意工作，绘制幕墙或类似幕墙的装
饰表皮图纸的人员。与之匹配度较高的岗位为幕墙工程师。
58同城方面表示，由于市场需求大、工作技术含量较高，幕墙
工程师支付月薪也超过9000元。 （砍柴网）

18个新职业招聘需求增七成
金融服务经理月薪居高

近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5868名大学
生发起“大学生求职力”问卷调查，调查发
现，地域、单位类型、行业等因素都在不同程
度上影响着大学生择业。

互联网大厂成热门选择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超半数大学生向往
新一线城市，占调查人数的 52.57%，32.16%
受访大学生表示向往一线城市，大学生对新
一线城市的向往已经超过一线城市。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除了新一线城市表
现出一定热度外，超八成大学生希望进入互
联网行业工作。调查结果显示，00后心中
最具创新活力公司，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字
节跳动、华为和阿里巴巴。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大学生择业时对新
兴职业抱有较高热情，在线教育老师、短视
频/直播运营、全媒体运营师对大学生吸引
力大，分占受访总人数的 53.29%、51.30%和
43.36% ，其 次 是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人 员 占
31.67%，大数据研究员占 35.11%。其中，人
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受到工科生追捧，文史
类学生则对在线教育、短视频运营表现出较
高兴趣。

职场00后热爱挑战

2021年应届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达909万。尽管就业压力不小，但大学生对
就业市场抱有信心。中青校媒调查显示，超
过半数受访者对自己的月薪期待在7000元
到1.5万元，占受访总人数的54.47%；约四分
之一期待薪资超过1.5万元；另有2.81%受访
者期待月薪超过5万元，这一选择集中在工
科、理科及经管类专业的学生。

除了薪资期待，调查发现，超六成大学
生实习薪资在每天 100元到 300元之间，部
分研发岗位实习生月薪过万元。

面对职业选择，中青校媒调查发现，00
后求职最看重公司发展速度以及个人成长

速度，60.91%受访者重视公司发展；50.58%
受访者重视个人成长速度；45.54%受访者重
视工作氛围，期待和谐的人际关系；34.46%
受访者期待弹性办公时间，以及自由人性化
管理。此外，公司创新力、薪资待遇、晋升机
制、工作自主性等也是受访大学生较为在意
的择业标准。

辞职原因万万千，那么作为新世纪出生
的第一代，成长在我国社会飞速发展阶段的
00 后会因为什么原因而辞职呢？调查发
现，工资太低排在首位，占受访总人数的
81.42%；其次是工作内容过于简单，缺乏价
值感，占受访总人数的 61.19%；紧随其后的
分别是和同事相处不融洽、办公硬件条件
差 、领 导 不 理 解 ，分 占 受 访 总 人 数 的
42.11%、38.45%和32.94%。此外，食堂“物不
美价不廉”、上班时间太早也成为部分00后
辞职的原因。

此外，通过调查也发现，00后偏爱具有
挑战性的工作，如果工作太简单，公司要当
心被00后“炒鱿鱼”。

00后一边拼命一边惜命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00后们未进职场
先养生，57.0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会携带
枸杞、保温杯、养生壶等到办公室，42.44%受
访者选择折叠床、颈枕，35.09%受访者选择
植物。此外，零食、咖啡、加湿器、化妆品、玩
偶、男女朋友照片、偶像周边等也是00后们
可能摆在办公桌上的“职场必备品”。

此外，调查结果显示出一些“有趣”的现
象，比如随着年级升高，大学生对生发液和
发际线粉的需求也逐渐升高；34%的男生会
将女朋友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相反只有
8%的女生会摆男朋友的照片。关于实习期
待，除了薪资、为简历镀金、进一步了解行
业、提升自己能力等选项外，受访者中
14.8%的男生期待在实习中收获爱情，而女
生的比例只有5.1%。 （中国青年报）

作为职场金字塔的顶部，高管的职场数
据总是有些神秘。

近日，猎聘人才与组织发展研究院发布
了一组高管的调查报告，研究样本包括2019
年用人单位的318051个总经理、副总经理、
总监等职位的招聘数据，及 424669个总经
理、副总经理、总监等职位的求职人员数据。

从年龄统计情况来看，高管人员求职者
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40 岁以下，占比为
67.15%，而 40岁以上的高管人员求职者占
比仅为 32.85%，尤其是 50岁以上的高管人
员求职者占比仅为6.11%。

高管人员求职者的学历主要集中在大
学本科，占比为 56.14%；其次是硕士研究生
学历，占比为 24.46%；大专学历占比为
17.30%；博士研究生及以上和中专及以下学
历的占比非常少，分别仅为 1.20%和 0.9%。
总体来看，高管人员求职者的学历层次普遍
较高，绝大多数都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大学本科以下学历的不足19%。

高管人员求职者专业背景为工商管理
专业的占比最大，为 9.99%；其次是市场营
销专业和会计专业，占比分别为 3.85%和
3.24%。总的来看，高管人员求职者的所学
专业占比均为个位数，呈现分散状态，集中
度较低。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对目前
高管人员在专业背景要求方面呈分散状态
的问题。从具体专业来看，除了管理类专业
外，也有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理
工类专业，但管理类专业占有相当比重。

此外，高管人员求职者群体具有的工作
年限大多较长，主要集中在10年以上，其中
具有 10—15年工作年限的人员占 31.10%，
具有 15—20年工作年限的人员占 22.83%，
这说明高管人员求职者群体大多数具有较
为丰富的工作经历或经验。

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热门行业的互联
网、房地产、金融对高管人员需求较高，这三
个行业高管人员需求的占比之和也较高，达
到 59.2%。其中，国有企业对金融业和房地
产业两个行业高管人员需求占比之和超过
一半以上，说明国有企业在这两个行业高管
人员缺口较大。民营企业对高管人员需求
最多的行业是互联网业，占比为 25.26%；其
次是房地产业，占比为20.74%。

薪酬方面，北京地区高管最高，平均年
薪达 75.69万元；其次为上海，达到 72.22万
元、深圳也有71.77万元。其中，房地产业高
管人员的平均年薪最高，为77.64万元；紧随
其后的是金融业，高管人员的平均年薪为
74.07万元；互联网业、医疗制药业、能源化
工业、电子通信业高管人员平均年薪均超过
了60万元。汽车机械业、消费品业、服务外
包业、交通贸易业、其他业及广告传媒业的
高管人员平均年薪则低于60万元。

此外，国内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平均年
薪为 73.59万元，国内非上市公司高管的平
均年薪为63.20万元。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
司的高管人员两者之间平均年薪水平差超
过10万元。 （搜狐网）

近日，全球招聘专家瀚纳仕发布《2021亚洲薪酬指南》，
该指南是基于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的9000多名在职专业人士的调查反馈。

不断变化的职场环境需要新技能

中国大陆的员工再次被证明是亚洲最勤奋的，每周在工
作时间之外花费6至10小时（16%）、10至24小时（6%）和24小
时以上（3%）提升专业技能。这三个数据远高于亚洲平均水
平。此外，仅在去年，就有64%的人表示已经开始培养自己的
软技能，36%的人开始提升硬技能，这两个数字都远高于亚洲
平均水平的53%和30%。

中国大陆员工有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提升技能是改
善就业前景的最佳途径。不过，没有花时间提升技能的员工
数量从去年的6%上升到2021年的11%。应该牢记，在这个快
速变化的时代，紧跟行业趋势至关重要。

此外，还应该了解雇主最看重的是什么技能。很多求职
者在努力提高他们的软技能，这在去年是明智之举，因为大多
数雇主青睐软技能，但 2021年，情况发生了逆转，54%的雇主
正在寻找具有出色硬技能的候选人。

寻找新角色，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亚洲职场人士选择雇主的第二大
因素，2021年选择这一选项的受访者比例（48%）高于前一年
（43%）。在中国大陆，近年来，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要性稳步
提升，44%的人以此为依据来选择雇主，远高于2019年的35%。

从这一趋势或许可以推测出，年轻一代的员工对自己的工
作生活有着不同的观念，他们对一些行业不成文的“996”模式感
到不满，尤其是科技行业，长时间工作和加班已成为常态。幸运
的是，我们开始看到转变，企业开始推广更灵活的办公方式，最
近的“大小周”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腾讯网）

中国大陆受访员工亚洲最勤奋
为提升专业技能所花时间远高平均水平

4 月 1 日，日本政府正式实施《改定高年龄者雇佣安定
法》，那些已经退休的日本企业员工可以选择到其他公司再就
业，或者继续被原来的公司返聘。

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将正式进入 70岁退休的时代。虽然
这部法律在现阶段并不具有强制效应，违反了相关规定的企
业或企业员工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但《朝日新闻》认为，将
来日本政府一定会推动70岁退休的义务化。

此外，NHK曾报道称，日本国民养老储蓄金将在2050年
枯竭，《改定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的实施可能有助于缓解劳
动力和养老储蓄金的压力。然而这对于日本政府、社会、企业
以及企业员工而言，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此之前，日本的《高年龄者雇佣安全法》禁止员工未满
60岁就退休，并把退休的年龄上限提高到 65岁。同时，日本
政府还制定了允许员工工作到65岁的《继续雇佣制度》。

对此，有日本媒体表示，返聘员工待遇不佳问题也备受诟
病。由于大多数企业实施返聘制，很多老员工60岁以后沦为
临时工，合同每年一签，随时可能被企业辞退，有调查显示员
工返聘后收入较60岁以前减少30%至70%。有不少人呼吁应
该保护延迟退休老人的权益。

为确保这些老年人的权益，日本政府从4月1日开始面向
中小企业推行“同一劳动同一薪酬”的薪酬制度。在此之前，
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在执行。 （红星新闻）

■海外视窗 日本，进入70岁退休时代

超八成大学生看好互联网行业

高管求职年龄多在40岁以下
房地产业高管人均年薪最高，超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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