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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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心静心
品一杯香茗品一杯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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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将突破909
万人，创历史新高，毕业生求职就业状况备受关
注。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21大学生就业力调
研”。

单位就业比例不足6成

在参与本次调研的 2021应届毕业生当中，
56.9%的大学生选择毕业后加入就业大军，较去
年收缩 18.9%；15.8%选择自由职业，同比上升
8.1%；12.8%选择慢就业，同比上升6.6%。另外，
毕业后在国内继续学习的应届生占比 9.5%，较
去年的6.6%也有明显提升。

具体看不同学历的毕业生去向，学历越高，
选择单位就业的比例越高。硕士生毕业后“单
位就业”占比达 72.1%，远高于本科与专科学历
人才。

超过 1 成的专科生表示将在“国内继续
学习”，9.5%的本科生也选择了该选项，高于
硕士生的 4.3%。目前，企业招聘应届生的学
历门槛逐年提高，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职
位数占比从 2019 年第一季度的 17.6%，接连
上升至 2021 年第一季度的 29.8%。在许多雇
主的认知中，硕士学历也在成为“标配”，因
此专科与本科生为自己升学镀金的意向也更
加强烈。

23.9%降低期望薪酬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
延续至今，2021届毕业生中，过半数表示自身的
就业期待有所改变，其中表示“期望薪酬下降”

“期望行业变化”的分别占比23.9%、18.4%。
从学历角度来看，就业期待所受到的影响

与学历成正比关系，硕士学历人才中58.1%认为
受到影响。对就业形势的感知也是硕士生认为
最激烈。61.4%的硕士受访者表示竞争非常激
烈，高于本科生（55.1%）和专科生（51.9%）。

2021 应届毕业生的期望薪资同比有所上
升，但不及 2019年。应届毕业生期望薪资分布
聚焦在 4000~6000元区间内，同比来看相差不
大。反观 2019年，3000元以下的低薪区间占比
超1成，但应届生薪资期望在6000~8000元区间
达到高峰，可见 2021应届毕业生整体薪资期望
仍未突破疫情前。

求稳心态加剧

对于偏好的就业企业类型，国企仍是毕业
生首选，占比 42.5%，同比增长明显；选择“国家
机关”的占比则较去年翻倍，可以看出后疫情时
代毕业生求稳心态更强。

应届毕业生中，有44%青睐规模在500~9999
人的中型企业，占比最高。稳定和职业发展是大
学生找工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而中型企业则能
较好地满足这两个诉求，求职难度相对大型企业
来说更低，因此成为大学生求职首选。

IT/通信/电子/互联网以超过四分之一的
选择占比成为毕业生最期待从事的行业，排在
其后的是房地产/建筑业（10.9%）、文化/传媒/
娱乐/体育（8.7%）、金融业（7.2%）。

84.7%认为符合预期

当已经签约的应届毕业生被问及工作与专
业是否对口时，78.9%给予了肯定答复，整体对
口情况较好。

在期望管理方面，84.7%签约者认为工作与
预期相符，其中20.8%表示“非常符合”。而选择

“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的分别占 14.7%、
0.6%。虽然截至4月中旬，应届毕业生签约率不
高，但进行签约的毕业生对工作机会整体满意，
年轻一代求职者对工作的选择更加注重自我喜
好，“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有所转变。

43.5%的签约毕业生都流向民营企业，远高
出期望占比的21.4%。国有企业因体量大、用人
需求高，在签约情况上以 35.5%排在第二。

（人民资讯）

后疫情时代毕业生求稳心态更强

近日，泽平宏观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的《中
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100强中，
2020年北京、杭州、上海位居前三名，北京 2016
年后再次回归第一位，深圳、广州、南京、苏州、
成都、宁波、长沙位居前十。

报告称，自2016年位居第一位后，北京排名
由 2017—2019年的 2、2、3位，在 2020年重回第
一；“新一线”城市杭州产业发展迅速、人居环境
与人才待遇不断提升，吸引力排名从 2017—

2019年的第 5位升至 2020年的第 2位；上海市
经济体量大且增长稳定，在连续三年名列第一
后，2020年排名第3位。

从人才流动趋势来看，2020年一线、二线、
三线、四线城市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 3.5%、
3.4%、-1.0%、-5.8% ，2019 年分别为 -2.7%、
1.1%、1.8%、-0.3%，结合近 4年数据观察，二线
城市人才持续集聚，一线城市人才受政策放宽
影响转为净流入，三线平稳，四线持续流出。

从性别看，2020年流动人才中男性占57%，明

显高于求职总体的53%，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从年龄看，流动人才中超8成为18—35岁；从学历
看，流动人才中56.7%为本科及以上，明显高于求职
总体的48.8%，高学历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工作年
限看，流动人才中48.2%工作5年及以下，高于求职
总体的40.9%，职场新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工资
水平看，流动人才中41.7%月收入超6000元，高于
求职总体的39.5%，收入较高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从行业看，流动人才中50.3%分布在IT、房地产、制
造业，高于求职人才总体的48.0%。 （腾讯网）

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出炉

一线城市人才净流入 二线城市人才持续集聚

灵活就业方式吸引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人社部数据显
示，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
模达2亿左右。近日，中国青年
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
网，对 1213名 18—35岁青年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2.8%的受
访青年觉得身边灵活就业的年
轻人多，81.5%的受访青年看好
灵活就业的发展前景。

受 访 青 年 中 ，男 性 占
46.9%，女性占 53.1%。来自一
线城市的占 34.9%，二线城市的
占 40.4% ，三 四 线 城 市 的 占
21.7%，县城或城镇的占 3.0%，
农村的占0.1%。

数 据 显 示 ，微 店/网 店
（52.9%）、新媒体运营（49.2%）、
音视频博主/主播（43.0%）和自
媒体/网文写作（42.1%）是受访

青年比较感兴趣的灵活就业方
式。其他形式还有剧本/文案策
划（27.5%）、摄影旅拍/创意设计
（27.2%）、网络配送员（25.8%）和
网约车/代驾（22.9%）等。

对于灵活就业这种新业态
形式，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大学生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示范课
程负责人蒋建荣表示，年轻人
要看自己能够做什么，根据自
己的能力去找工作，再看社会
中的工作岗位，哪些符合自己
想要的生活方式。“建议大家不
要过分追求生活方式和自身专
业的绝对匹配。有些工作可能
不和你的专业完全对口，但也
可以去做，如果有机会，建议年
轻人多尝试”。

（工人日报）

八成受访青年看好灵活就业

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 2020年年报，《数据
宝》发布《A股上市公司薪酬榜》。据《A股上市
公司薪酬榜》统计，4家上市公司人均薪酬超过
百万元，分别是渤海租赁、新潮能源（维权）、科
锐国际、中金公司。渤海租赁蝉联榜首，2020年
人均薪酬为194.32万元，连续两年保持人均190
万元以上的高薪，相当于每个员工都能享受到
其他上市公司高管待遇。新潮能源为第二名，
2020年人均薪酬为160.3万元。

排名前 50的上市公司人均薪酬超过 50万
元，对比来看，薪酬50强的上市公司在去年发放
薪酬有所增加，36家上市公司人均薪酬上涨，并

未因疫情原因给员工减薪。
剔除去年员工数目变动较大的上市公司，A

股上市公司员工人均薪酬（不含高管）的平均值
为15.46万元。从薪酬区间分布来看，人均薪酬
在 10 万~20 万元之间的公司数目最多，共有
2167家，占比 51.95%。超过 20万元的上市公司
有793家，占比19.01%，人均薪酬不足10万元的
上市公司共1170家，占比28.05%。

分地区来看，人均薪酬超过 20万元的上市
公司集中在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分别有
165、140、95家。除北上广外，浙江、江苏、山东
等沿海地区省份高薪公司数量较多。与普遍印

象不同的是，新疆共有 12家上市公司人均薪酬
超过 20万元，在所有省份中排名 15，超过东北
和多数西部地区省份。

调查显示，热门行业中房地产、互联网行业应届
生起薪最高。百度校招起薪在15万~21万元之间，银
行、会计等行业要弱于互联网企业。快消行业应届生
起薪较低，如宝洁起薪在11.2万~16.8万元之间。

与毕业生人均薪酬排名有所不同，上市公
司人均薪酬最高的还是金融行业。2020年度上
市公司非银金融、银行行业人均薪酬分别为
44.01万元、34.85万元，稳稳占据一二名，高出平
均薪酬50%以上。 （证券时报）

上市公司员工平均薪酬15.46万元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产业正迎来新
的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预计，2030年中国养
老产业市场可达13万亿元，前景无限。

近几年，不少房企纷纷进军养老地产市场，
万科、保利、远洋、越秀等百余家地产类企业已
经进军养老地产。泰康人寿、合众人寿、太平人
寿等众多险资类企业，九如城、同仁堂、英智康
复等综合类企业，首开、首创、诚和敬等地方国
资企业，各路大军纷纷进入养老行业。

这些新力量进入养老行业，带来不少相对高
端的养老机构。据统计，如今企业介入养老行业
的模式已不仅仅是开办常规的老人院一种，而是
百花齐放，已形成护理类、康复类、医养类、地产
类、保险类、政府类和运营类七大商业模式。

人们对养老行业的偏见，也制约着养老行
业的发展。万科此前曾尝试将部分社区内的闲
置物业转化成养老用途，却遭到很多业主的反
对，后来万科推出的不少养老院都是租用外界

的闲置物业。
社会上对养老行业普遍带有偏见，招人也

不好招。照顾老人特别是失能老人又脏又累，
从业人员社会地位不高，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
因此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普遍都在 40岁以上，
但对于某些带病老人的护理需要专业知识，一
些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的从业人员难以胜
任，想要找到合适的人依然很难。

（搜狐网）

房企多种形式介入养老产业

指尖熟练地敲打着键盘，
一句句夹杂着表情符号的言语
迅速出现在微信群中……

你以为徐诺言在聊天？
不，她在工作。作为一位“社群
管理师”，这位年轻人每天要为
客户同时管理多达近300个群，
以每个群200人计算，她一个人
就要面对近6万人。

“伴随着互联网运用的飞
速发展，企业对于用户的管理
也在出现转变。”上海美智人才
服务有限公司 CEO 饶志芳表
示，诸如麦当劳、星巴克、瑞幸、
医美、服装等快消、餐饮等大批
企业愈发重视用户的线上感受
度，从而在其线下门店不断推
出专属的微信群，希望能够吸
纳忠实客户。

然而，微信群建立之后，该
由谁来管理，又应该如何运营
呢？这些企业不约而同地想到
专业外包。

就以徐诺言为例，她一个
人负责的麦当劳门店群高达
287个，以单个群200人来计算，
每天面对近6万人的各类提问、
咨询、求助。

“对我的要求，是每一条@
信息，都必须在 10分钟内完成
回复。”徐诺言表示，这可谓一
条“硬性指标”。

上海首家“社群管理师”培

训机构七分网的首席运营官王
莹表示，在“社群管理师”的背
后，有一个“知识库”起到了极
大的作用，“我们事先与企业进
行沟通，设想总结出用户可能
提出的问题，然后将标准答案
全部录入，方便管理师操作。”

在王莹看来，这个“知识
库”能够基本解决7成左右的用
户问题，剩下的3成，则需要“社
群管理师”随机应变，而后者也
是其核心价值所在。

事实上，“社群管理师”远
不只“客服”如此简单，在徐诺
言看来，她自己身兼“群主”“营
销”“宣传”数职。

“社群管理师”刚刚在上
海推出，就成为企业的“抢手
货”。“我们粗略估计，未来至
少有 50 万家企业加入。”七分
网饶志芳表示，哪怕一家企业
仅需要一位“社群管理师”，也
将带动 50 万就业岗位。若大
型企业积极参与，那数量更是
惊人。

从“社群管理师”本身而
言，这份职业的“性价比”似
乎也不错。以徐诺言为例，她

“做一休一”，刚上岗 2 个月，
月 收 入 已 经 达 到 4000 元 左
右，如能升至项目管理，则可
达万元。

（新浪网）

社群管理师成职场新宠

希腊当局于近日
公布新劳动法草案，
在明确保证 8 小时工
作制，每周工作 5 天，
总工时为 40小时的基
础上，使工作时间更
加灵活。

据悉，新劳动法
草案允许员工在某一
天延长工作时间，最
多工作至 10 小时，另
一天缩短工作时间或
休假。员工可拒绝灵
活工作时间，企业不
得因此解雇员工。

（中新网）

希
腊
公
布
新
劳
动
法
草
案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
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8560万
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规模为上年的
98.2%。其中，外出农民工 16959万人，比上年减少
466万人，下降 2.7%；本地农民工 11601万人，比上
年减少 51万人，下降 0.4%。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
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 13101万人，比上年减少
399万人，下降3.0%。

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41.4 岁，比上年提高 0.6
岁。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 1%，小学文化
程度占 14.7%，初中文化程度占 55.4%，高中文化程
度占 16.7%，大专及以上占 12.2%。从事第三产业
的农民工比重为 51.5%，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
点。农民工月均收入 4072元，比上年增加 110元，
增长 2.8%。

（搜狐网）

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

近日，麦当劳中国宣布启动 2021年招聘周，期
间将在全国举办超过 130场校招会，预计全年招聘
超过14万人。

数据显示，目前，麦当劳中国 95 后员工占比
超过 60%，而 00 后员工已接近 43%。麦当劳在
中国已有 3900 多家餐厅，2021 年将新开餐厅

500 家。
此外，为支持年轻人发展，麦当劳将于近期推

出“麦行中国”项目，面向员工招募青年精英，通过
多层次的职业规划、能力建设、社区服务等活动，帮
助参与者开阔视野，提升综合素质。

（人民资讯）

麦当劳启动招聘周

不擅长言谈，如何让简历说话？
一些不善言辞的员工只会

埋头做事，简历却仅有草草几
句，在求职中往往难以吸引HR
的注意。专业综合性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任仕达指出，不使洪
荒之力，也可以在简历中有技
巧地展现才华。

一般情况下，面试官在筛
简历时，80%的时间主要用于
评估求职者就职的公司及工
作内容，与应聘职位关联的关
键词，每份工作的时间长度，
求职者教育背景、毕业学校及
专业。

求职者在申请任何一份工
作时，应注意公司的职位描述，
理出公司精心设计的关键词，
将简历中的语言与招聘信息中
的语言相匹配。一份优秀的简
历应该充分展示为什么适合申
请的职位，有哪些关键的技能
与突出优势。在简历上，要让
专业、技术说话。

应聘什么职位，就要阐述
清楚自己在这个职位上的专业
性与价值。如产品工程经理，
这个职位需要广泛的工程研
发、管理和营销技能。在简历
中要突出设计和营销新产品的
能力，如参与制定市场营销规
范、计划和执行必要的研究和
开发、监督工程部的工作、开发
和保护知识产权（专利）、完成

新产品工程测试、管理新产品
发布。

此外，除了关键技能部分，
还可以突出任何远程办公的技
能，展示自己使用和通过各种
平台工作的能力，如视频会议
技术腾讯会议、Zoom。

不要把工作经验局限于
“工作”，技能有产品研发技能，
也可以是组织管理技能、沟通
培训技能。在技能专长中描述
销售能力时，可侧重于比较具
体的技能，如精通产品销售渠
道开拓，擅长于销售规划、团队
激励与培训。其他与销售无关
的技能描述可以辅助。

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涉及
校内的实践项目积累的技能，
如沟通、写作技能、时间管理、
专注力、项目管理、团队合作和
专研学习精神。

简历上与其天花乱坠地阐
述细节与解释说明，不如简明
扼要地用量化的职业里程碑去
获取青睐。不清楚具体的数
量，可以用范围、频率或为公司
节约了多少开支来代替。

对自己意向中的求职目
标，建议事先向猎头顾问、就
业指导老师、行业精英或 HR
经理咨询，成功的几率也许会
更大。

（齐鲁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