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市·职场

2021 年 6 月 23 日

责编：
卢芸斐

邮箱：704046674@qq.com

春招季应届生招聘需求大涨
新一线城市成吸纳就业主力
2021 年应届生春招明显回暖。BOSS 直聘研究院近日发
布的《2021 应届生就业趋势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5 月，2021
年春招季应届生招聘规模同比增幅达到 52.5%。随着经济持
续复苏，不同规模企业的应届生招聘同比增幅均超过 40%。
其中，万人以上规模的大型企业应届生需求量同比增幅达到
59.6%。
在需求分布结构上，2019 年以来，500 人以下中小企业的
应届生招聘需求占整体比例出现小幅下滑。疫情对中小企业
的冲击相对更大，而人力成本在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中占据较
大比例。
2021 年应届生平均期望薪资为 6030 元，与去年同期基
本持平。校招岗位平均招聘薪资 6112 元，同比增长 4.7%，继
续保持连年小幅增长的趋势。这也是五年来，应届生期望薪
资与市场价格最为接近的一年，学生对职业发展和就业市场
的认知正在提升。

新一线城市成吸纳应届生主力军
2021 年春招季，面向应届生的校招岗位有 62%来自一线
城市与新一线城市，较去年轻微下降。其中，一线城市校招
岗位占比 25%，同比下降 4 个百分点；新一线城市校招岗位占
比 37%，同比增长 4 个百分点，已成为应届生就业吸纳的主力
军。
BOSS 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 年，一线和新一线城市
高校的毕业生，希望在就读城市发展的比例均超过 60%；而
三、四、五线城市培养的高校毕业生愿意留在本市发展的比
例普遍不高，城市的高学历适应岗位规模和人才吸引力明显
不足。
尽管新一线城市的人才吸引力正在快速提升，一线城市
仍然是高学历名校毕业生的优先选择。2021 年，深圳、上海、
重庆是本地高校毕业生留存率最高的三个城市。深圳、佛
山、苏州的本地高等教育资源不足，但城市人才吸引力较强，
是对外埠毕业生吸引比例最高的三个城市。

新能源等领域招聘需求翻倍增长
2021 年春招季，市场上的应届生岗位在行业分布上呈现明
显的多元化特点。尽管互联网、金融等行业仍然是传统的“岗
位大户”，在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碳中和、碳达峰、乡村振兴、
智慧农业等一系列产业和政策热点的助推下，新能源/环保、农

林牧渔、社区管理等“冷门领域”对高学历青年人才十分渴求，
招聘规模迎来高峰，普遍呈现翻倍增长。
近年来，国家在政策层面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
就业，以促进基层高质量发展。BOSS 直聘的问卷调研显示，
在尚未最终确定工作的应届生中，45%愿意考虑基层及社区
岗位，并希望能够获得更加清晰、明确的相关信息渠道。

应届生高度青睐现代服务业
2021 年春招季，受应届生关注最为集中的前五个行业大
类集中在现代服务业领域，以数字技术类岗位为主的互联
网、电子/通信和科学技术服务行业吸引了 26.7%的应届生，
商务和专业服务（广告、咨询、法律、会计审计等）行业也体现
出对应届生的强劲吸引力。
数据显示，2021 年春招季，超过 50%的应届生对来自 20
人以下的小微企业发布的岗位表现出兴趣，较去年同期明显
回温。

智能制造领域大专生求职超半数
随着工业智能化的程度提升，企业对掌握先进硬件开发
技术的人才愈加渴求，与国际智能硬件尖端水平紧密衔接的
新兴职位需求不断涌现。
在智能制造领域求职的 2021 届应届生中，大专毕业生占
比 54%，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期望去新一线城市发展。计算机
类专业毕业的学生接近 60%，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方向。此外，自动化专业类的求职者
中，机电一体化技术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也占有较高比
例。
但数据显示，智能制造对口专业的 2021 年大专应届生中，
只有约 43%期望到相关企业中从事技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类核心岗位，平均期望薪资为 5980 元。超过 50%的毕业生期
望进入其它行业或非专业相关的职业，专业对口人才流失明
显，这种情况不仅仅由学生的主观意愿造成，也与市场招聘结
构有关。
BOSS 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智能制造领域的应届生招
聘岗位中，明确招收大专毕业生的岗位比例仅占 40%。在技
术研发核心岗位中，70%的岗位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企业要
求和毕业生供给现状存在较大距离，成为目前行业人才错配
的主要表现之一。
（现代时刊）

《2021 校园招聘白皮书》发布

归国求职成留学生首要选择
近日，前程无忧发布《2021 校园招聘白皮书》。数据显示， 却是近三年来最低。可见，对于留学生而言，归国求职已经是
受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压力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硕士研
本届留学生的首要选择，而随着归国留学生人数的逐年递增，
究生扩招 18.9 万，录取率达到 32.7%，主要向国家战略和民生领
留学生也面临着空前的求职压力。
域急需的相关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倾斜，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在政策面上，随着国内经济率先复苏和新一线城市的迅猛
高校倾斜。同时主要以临床医学、公共卫生、集成电路、人工智
崛起，国内各大城市相继放宽了针对归国留学生的人才引进政
能等专业，
并且以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专硕为主。
策。上海为贯彻落实人才强市战略，在最新颁布的《留学回国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留学环境也因此深受影响。在疫
人员申办上海常住户口实施细则》中，放宽了首份工作无需在
情和移民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在过去的一年
上海，落户年限也被放宽至 2 年。新一线城市中，杭州提出
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由于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 “521 人才计划”，为符合要求的人才提供安家补助、落户支持、
济复苏势头强劲，
新一轮的求职热潮席卷而来。
医疗保障等优惠政策。
调研数据显示，超九成的应届留学生已经回国，而就业率
（齐鲁壹点）

文娱体育业平均支付月薪 7981 元
近日，58 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
大数据。5 月，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招聘需求同比上升 17.22%。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 5 月影院等娱乐场所正常营业，各种
体育赛事、文化交流活动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业内企业的用
工需求势必呈现上升之势。此外，5 月有五一劳动节、母亲节、
“5·20”等节假日，消费者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消费比重上
升，带动了相应岗位的招聘、求职需求，因此环比均呈上升趋
势。
从具体城市来看，2021 年 5 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招聘活
跃城市分别为沈阳、成都、东莞、长沙、广州、杭州、武汉、深圳、
上海、苏州。

58 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5 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招
聘活跃 TOP10 职位分别为签约艺人、娱乐厅服务员、视频主播、
主持人、健身教练、酒吧服务员、舞蹈老师、化妆师、演员/模特、
艺人经纪人，其中视频主播招聘需求环比上升明显，环比增长
31.36%。
薪资方面，5 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平均支付月薪为 7981
元，环比小幅上升；重点职位中，视频主播岗位以底薪与打赏分
成两部分收入，平均支付月薪最高，为 8897 元/月；此外，健身教
练的平均支付月薪也在 8500 元以上。与去年同期相比，化妆师
作为线下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工种，平均支付月薪同比增速最
快，增长 52.9%，达到 7979 元/月。
（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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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招聘需求环比大幅上涨
快递员平均月薪超 9000 元
近日，58 同城发布 5 月人才流动就业
大数据。5 月，全国整体招聘需求环比增
长 20.64%，求职需求环比小幅上升。在
毕业大潮来临前夕，巨大的竞争压力让即
将奔赴社会的“新”青年与老职场人一齐
迈入求职关卡，用人单位也在全力加入这
场“抢人大战”
，招聘市场供需两旺。
从招聘需求来看，5 月招聘活跃城市
TOP10 分别为成都、东莞、重庆、深圳、广
州、北京、武汉、郑州、杭州、长沙；其中郑
州、杭州、长沙招聘需求环比上升均超过
10%。从求职需求看，5 月求职投递热门
城市 TOP10 分别为深圳、北京、广州、成
都、重庆、上海、东莞、长沙、杭州、武汉。
从行业来看，5 月招聘活跃度较高的
岗位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
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制造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中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招聘需求环比增速
最快，达 78.9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环比增速超 30%。而求职热
门行业分别有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
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
地产业，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求
职热投递呈现出环比明显增长的态势。
总体而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在招聘与求职市场都呈现出十足的活
力。究其原因，受到疫情影响，线上购物

需求出现了明显增长，再加上各大电商
618 大促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催生了以上
行业的用工需求。
在职位方面，招聘活跃 TOP10 职位
分别是普工、操作工、包装工、组装工、快
递员、保安、分拣员、装卸/搬运工、仓库管
理员、服务员，其中仓库管理员和快递员
招聘需求环比增长最快，涨幅均在 30%左
右；装卸/搬运工招聘需求涨幅超过 20%，
紧随其后。当下，线上购物已成为主流的
消费习惯，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快递业务的
增加，相关用工需求也更为旺盛。
同期，求职热门 TOP10 职位分别是
货运司机、普工、文员、商务司机、店员/营
业员、保安、服务员、厨师/厨师长、销售代
表、收银员。服务行业逐渐恢复，释放出
大量就业岗位由此吸附了更多的求职需
求。与此同时，传统货运行业向网络货运
不断转型，网络货运平台为蓝领劳动者带
来丰富就业机遇，收入水平较高的货运司
机获得了广大求职者青睐。
从整体薪资水平上看，2021 年 5 月，
全国平均支付月薪为 7458 元，同比上升
8.9%。重点职位中，快递员平均支付薪资
最高，达 9111 元，装卸/搬运工次之，平均
支付月薪在 8000 元以内；仓库管理员月
薪同比增速最快，增长 28.69%，达到 7484
元。
（腾讯网）

客服人员流失率居高不下
客服行业素来以人员需求量大、准入
门槛低等特点吸引众多打工者，然而，工
作强度高、压力大、缺乏晋升空间等问题
也使得客服人员流失率居高不下。疫情
期间，大多数客服人员工作量翻倍，每天
需处理大量问题，同时也有部分客服人员
因疫情影响工作清闲不少。
根据阿里云研究中心发布的行业调
研显示，传统客服从业者对工作的不满度
高达 51%，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包括工作强
度大、工作内容枯燥、负面情绪多、晋升路
线不明确等。除了回答大量重复性问题
耗费时间和精力外，客户的不理解更是导
致客服人员负面情绪累积的重要原因。
某客服平台提供商推出的《客服行业
薪资报告》显示，工作 3 年以下的新晋客
服人员主要集中在电话或在线坐席岗，他
们的年薪多在 6 万元以下。而从入行到
成为客服主管和客服经理，基本上需要
3—5 年甚至 5—10 年的时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
教授李杏果认为，客服行业离职率高是多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客服人员自身
而言，应该增强职业认同感。
李杏果表示，人工智能客服对人工客
服的替代是客服行业遭遇的重大挑战之
一。然而，人工客服在解决复杂专业性问
题时有着人工智能客服不可比拟的优
势。因此企业应将精力用在保障客服人
员劳动权益，降低其离职率上。
而现实情况是，客服行业普遍门槛较
低，人员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上岗。这些学
历不高的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的工作多为
辅助性岗位，企业在用工形式上多采用劳
务派遣的方式，不利于客服人员的权益保
障。
对此，李杏果建议，对员工的工作条
件、劳动时间等进行优化，同时制定合理
的薪酬，确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标准，完善
对客服人员的激励机制。 （工人日报）

■海外视窗
希腊多个工会大罢工

反对废除一天 8 小时工作制
近日，希腊两大工会全国公务员协会
（ADEDY）及希腊私营机构工会（GSEE）
举行 24 小时总罢工。据了解，这次希腊
各工会不约而同地行动，是为了反对希腊
政府制定的新劳动法。
这部由希腊劳工和社会福利部提出的
新劳动法案，
其中部分条款颇具争议。全国
公务员协会在声明中称，
新劳动法废除了8
小时工作制和集体劳动协议，
而且还允许任
意解雇员工。法案中的
“允许以休假代替加
班费”
的条款也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
据悉，希腊颁布的新劳动法使工作时

间更加灵活，允许员工在某一天延长工作
时间，最多工作 10 小时，而在另一天缩短
工作时间或休假。
希腊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哈齐扎基
斯表示，员工可以在周一至周四加班，在
周五休假，这种制度在欧洲很常见。但据
报道，实行此制度的国家允许职工在加班
费和休假中自由选择。
希腊最大反对党激进左翼联盟则批
评新劳动法草案，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劳动者当下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该
法案将限制劳工权利。
（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