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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过后，摆在众多家长和考生面前
的就是志愿填报。报考专业直接影响着
考生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哪些职业的
发展前景好？这很大程度和行业的薪酬
挂钩。

在A股的各大行业中，金融业打工人
的人均薪酬“一骑绝尘”。Wind 数据显
示，去年非银金融和银行业的人均薪酬分
别为46.71万元和34.89万元，分列申万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一、第二名。

银行业一直被不少家长视为“金饭
碗”，从数据来看，的确高于其他行业。不
过，与 2019 年 A 股上市银行的人均年薪

39.93万元相比，2020年银行人的人均年
薪有所下降。

再来看看非银金融，其中证券、保险
和多元金融的人均年薪分别为 51.03 万
元、23.04万元和44.32万元。

相较于金融行业三四十万元的人均
年薪，有的行业薪水可能就不那么诱人
了。Wind数据显示，薪资倒数的五大行
业分别为化工、有色金属、纺织服装、轻工
制造和农林牧渔，人均薪酬分别为 12.62
万元、12.42万元、11.97万元、11.58万元和
10.82万元。

除了金融行业，近年来，腾讯、阿里巴

巴等互联网公司迅速崛起，成为学子向往
的就业选择之一。一位今年毕业的北京
某高校研究生透露，应聘互联网公司产品
经理的应届生年薪在 20万~30万元，不过
她坦言，不同岗位的薪资水平区别很大，
不能一概而论。

从管理层薪酬来看，不同行业顶尖人
物的薪资水平如何？Wind数据显示，在
11个Wind一级行业中，房地产、金融和医
疗保健的前三位董事、高管薪酬均值遥遥
领先，进入这三个行业获得高薪的人最有
可能实现百万年薪。

（中新经纬）

金融业打工人年薪“一骑绝尘”

淘宝数据显示，去年疫情发生以来，
平均每天有 4万人进入淘宝开新店，店主
平均年龄为25岁；淘宝上青年原创设计店
铺增幅明显，尤其是服饰、文创、首饰、家
居等行业。

他们的年收入或许不高，有的只是间
歇性营业或不时给自己放假，但让人看到
年轻人从平台经济中获得了更多选择，就
业路子越来越宽，这些人也可被称为“平
台灵活就业人员”“平台灵活就业”“平台
零工经济”。

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过去大多指外卖
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直播销售员
等依托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的人群。如
果说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是第一代（类）
平台灵活就业人员，那么这些在网络平台
开小店的人，就可算是第二代（类）平台灵
活就业人员。后者比前者就业形式更灵
活，更具探索性、包容性、延展性，从灵活
就业向自主创业转型升级的可能性也更
大。

平台灵活就业和平台零工经济方兴

未艾，对平台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也提
出了迫切要求。2019年 8月发布的《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抓紧研究完善
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员社
保政策，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引导更
多平台从业人员参保。今年 5月 26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开展平
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探索
用工企业购买商业保险、保险公司适当让
利、政府加大支持的机制。（北京青年报）

网络平台灵活就业方兴未艾

自如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1 年 10
城毕业生租房报告》显示，90%的大学生毕
业后需要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北京、
深圳、广州等城市的毕业生租金预算普遍
突破 3000元，与此同时，90%的毕业生愿
为高品质生活调高预算。

据58同城调研数据显示，今年毕业生
首选城市排行中，前 10位分别为上海、深
圳、广州、成都、北京、杭州、青岛、南京、重
庆、长沙。就业机会是毕业生选择城市的
首要考虑因素，一线城市凭借就业机会
多、经济实力强等优势成为不少毕业生的
首选。

“7月至8月份将迎来租赁旺季。”贝壳

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黄卉表示，租赁市场将
保持供需两旺的状态，租金水平保持稳中
微涨的趋势，业主出租信心提升，租赁房源
空置期下降，房屋的去化速度加快。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
表示，“目前各地租赁市场依然还是以个
人房源为主，在热点城市租房热度上升的
同时，部分区域如CBD周边及外围轨交
区域的租赁房源，也有可能出现租金的小
幅上扬”。

对于大学毕业生的租房选择，黄卉提
示“四大重点”需关注。

第一，在进行租赁企业品牌选择时，应
及时关注当地主管部门发布的风险警示名

单，避免选择风险问题企业。同时，还可在
当地主管部门官网上查询房地产经纪机
构、住房租赁企业的信息。

第二，避免一次支付超过3个月租金，
押金不超过1个月，同时注意租金和押金分
开支付，防止企业形成资金池并违规挪用。

第三，签约时应采用当地的住房租赁
合同示范文本，避免合同存在不利条款或
嵌套租金贷相关内容，降低租房过程中因
为合同签约不当而导致租赁纠纷、资金损
失的风险。

第四，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在产生纠
纷的情况下，可通过房地产中介协会等寻
求帮助。 （36氪）

毕业迎来租房旺季
九成毕业生愿为高品质生活调高预算

据悉，美团计划在 2021年新招 6万
名员工，除北上广深之外，岗位还分布于
武汉、石家庄、葫芦岛等全国 300多个城
市，包含开发、客户经理、客服、物流等多
工种。其中计划通过校招引入约 6000~
10000 名 2022 届毕业生，相较于此前为
2021 届毕业生提供的超过 3000 个就业
岗位，增幅达100%~200%。

据了解，美团今年全面升级针对
2022届毕业生的培养计划，将提供为期

三年，覆盖技能发展、业务知识、公司文
化等系列培训；针对各级管理者，也将提
供阶梯式的“领导梯队”培训。

除加大校招外，美团也加快科技人才
的引入，2021年计划新招的6万名员工中，
有不少岗位面向科研人员，从而实现公司
研发人员的规模化扩张，提高技术研发实
力。目前，美团的研发团队已经超过万人，
是国内最大的工程师团队之一，2020年全
年研发投入超过100亿元。 （劳动报）

美团拟招近万名2022届毕业生

在如今的招聘启示中，只要用心留意
就会发现，虽然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用人
要求，但大部分岗位都会要求“有一定的
抗压能力”。什么原因导致招聘单位有这
一要求？这个要求透露着什么信息？

年轻人求职不看工资看工作氛围

对于这一问题，大部分求职者普遍认
为，这是企业在暗示求职者日后入职需要
经常加班、工作压力较大。但上海一家人
力资源企业的HR王小姐表示，企业要求
的抗压能力其实主要是指面对困难能否
积极面对，能否经受住高强度的工作。

“现在的年轻求职者大部分是独生子
女，从小在舒适的环境中成长，追求安逸，
对工作没有紧迫感。”王小姐说，最近几年
面试过不少毕业生，发现年轻求职者面试
时喜欢提到一个词———舒适度。“他们
更关心工作环境是否舒适，工作强度是否
适度。相对80后，他们比较自我，工作中
受点委屈容易想不通。所以针对这个群
体，大多数企业更看重他们的抗压能力。”

职场社交平台脉脉曾发起一项调查
显示，由于生活条件的优渥，95后求职者
的求职要求和前辈们大大不同。以往，

求职者去公司面试的最重要问题是薪资
待遇问题，对于一个工作满不满意就看
工资的高低。而95后则更加注重生活质
量和工作氛围。相对于高薪，他们更关
注公司有无员工活动场所，是否有健身
房、茶歇时间等等。

“抗压能力”要求是职场环境决定的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一要求也是为
了能招到稳定的员工。原因是招聘到的
员工如果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工作有
压力跳槽了，不仅浪费公司的时间和资
源，HR又得重新招人来填补职位空缺，
隐形开销巨大。

HR王小姐也观察到，抗压能力与工作
效率挂钩。“比如需要经常与客户沟通的工
作，如果遇到比较难缠的客户，抗压能力不
强的员工就容易消极怠工，影响工作效率。”

HR王小姐透露，在日常面试中，面
试官一般会问两个问题———“经历过
最困难的事是什么？你是怎样解决的？”

“当你面对高难度，甚至超过自己能力范
围的任务时，你会怎么办？”此外，在笔试
环节，相应的性格测试题中也有关于抗
压能力的试题。 （新浪网）

“抗压能力强”是暗示“要加班”？

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
超 3亿抑郁症患者，女性患病率是男性
的 2倍。预计到 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
世界第一大负担疾病。

清华大学此前发布的《中国职场女
性心理健康绿皮书》显示，职场女性群体
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约有 85%的职
场女性有过焦虑或抑郁症状，其中约三
成时常感到焦虑或抑郁，7%的女性甚至
表示自己“总是处于焦虑或抑郁状态”。
80后、90后约有四成女性时不时或总是
感到焦虑和抑郁。

一些受访职场女性表示，平时很少
会去主动、系统地学习心理健康常识，多
是在一些极端事件发生后被动接收。也
有职场女性虽然察觉到自身行为反常，
但不会及时就医。

相较其他群体，职场女性抑郁症为
何更高发？专业人士分析认为，职场女
性抑郁的成因较复杂，但有一些共性，诸
如社会融入、婚育等多方面的压力，以及
释压方式相对较少等。

“一些职场女性所承受的工作压力
不亚于男性，又比非职场女性多了一些
释压的枷锁，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长
期关注女性抑郁问题的江苏省人民医院

浦口分院副主任医师梅浩波分析道。
梅浩波发现，一些职场女性白天对

他人笑脸相迎，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晚上
独处时却身心疲惫、悲观自责。这种隐
蔽性强的“微笑抑郁”危害更大，在白领
女性群体中更易发。

“抑郁女性会出现内分泌失调、肥
胖、皮肤色斑加重等症状。此外，当女性
发现自己经常性易怒、悲观、情绪不稳
时，也要提高警惕。”梅浩波说，遇到抑郁
情绪，职场女性要敢于扯下面纱，学会向
信任的人、专业人士倾诉和寻求帮助，防
止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对抑郁有较好
的预防作用，因此职场女性抑郁防治还需
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重视，推动形成一个
从了解到理解从包容到接纳的社会氛围。

“一些重点职业人群所在单位可在体检
中增加心理健康咨询和检查项目，重点关注
抑郁倾向较明显的个体，与专业机构合作，
早发现早治疗。”梅浩波等专家提出建议。

随着多方关注与努力，包含抑郁症在
内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重视，加强精神疾
病防治也被明确列入《“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搜狐网）

白天笑脸相迎 晚上身心俱疲

职场女性遭遇“微笑抑郁”

■■海外视窗海外视窗

疫情在全美引发了自大萧条以
来最严重的岗位损失。但与此同
时，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也可能推高
技术工人工资——不仅仅是程序
员，还有厨师、机械师、卡车司机、电
工和木匠。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
斯·布鲁姆预测，疫情结束后仍有
20%的工作将在家中完成，远高于
2019 年疫情暴发前的 5%。多项研
究表明，远程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更高。最近一项对 5000 名职员的
调查发现，10 人中有 4 人仍希望疫
情后还能部分保留这种灵活的远
程工作模式。从前在办公室办公
的白领们，现在也已适应混合式的
新模式：在家中、分散的办公室或

是咖啡店，均可远程完成工作。
疫情还改变了岗位的地理分

布。Upwork（全球最大的自由职业
工作社区）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有
1400 万到 2300 万美国人正在寻求
搬到一个更便宜、更不拥挤的地
方。劳动力短缺也为改善工作结构
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对于有色人种。

疫情也引发了初创企业的复
兴。人口普查局的一项数据分析
显示，全美 2020 年共提交了约 440
万份新企业申请，而 2019年这一数
字约为 350万。美国可能会崛起一
批全新的初创企业，这些公司会通
过分散式运营节约租金，并在更低
价的地方选址。

（中新网）

疫情影响深入美国职场多方面缅 甸 建 筑 业 企 业 家 协 会
（MCEA）近日对媒体表示，自今年 2
月1日以来，缅甸境内大多数建筑项
目已经停工，目前有超过 50万建筑
工人失业。

缅甸媒体《伊洛瓦底周刊》6 月
2日援引缅甸建筑业企业家协会秘
书长缪敏的话报道说，缅币贬值导
致建筑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水泥
价格翻倍，银行业陷入停滞，工人
领不到现金工资。缪敏表示，“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和政治危机，没有
人愿意竞标新项目，在建项目也都
暂停，只有最重要的项目还在继续
建设。”

据了解，缅甸有超过 140万建筑
工人，缅甸建筑业企业家协会估计目
前有30%~50%的工人失业。

（中新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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