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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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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私营单位年均工资81814元
厦门最高，莆田最低

2019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为 81814 元，比上年增加
7498 元，名义增长 10.1%，增幅比 2018 年
回落0.1个百分点；在岗职工（含劳务派遣
工）年平均工资为 84374 元，比上年增加
8108元，名义增长10.6%。扣除价格因素，
2019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实际增长 7.3%，在岗职工（含劳
务派遣工）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7.8%。

从行业门类看，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124370元，卫生和社会工
作119961元，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119694元，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1.52倍、1.47倍和 1.46倍。年平均工资最
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46387
元，农、林、牧、渔业51430元，采矿业61314
元，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56.7%、62.9%
和74.9%。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
为2.68，与2018年持平。

从增长速度来看，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增幅居前的三个行业依次为农、林、牧、
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 18.1%、
17.9%和 15.5%。增幅居后的三个行业依
次为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增长 0.1%、1.9%和
2.0%。全部 19个行业门类中，有 6个行业

的平均工资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最高的是国有单位105876元，为全省
平均水平的 1.29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
是联营单位 63939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78.2%。

从增长速度来看，股份合作单位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增幅最高，增长14.9%；其
他内资单位增幅最低，增长0.9%。股份合
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
司的平均工资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其余类型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速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

分设区市看，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最
高的是厦门市 96193元，为全省平均水平
的 1.18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是莆田市
69341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84.8%。

从增长速度来看，厦门市增幅最高，
增长 14.7%；福州市增幅最低，增长 6.9%。
厦门市、漳州市、龙岩市和宁德市平均工
资增幅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余设区市
的平均工资增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私营单位年均工资57141元
农林牧渔业最低

2019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为 57141 元，与 2018 年的
52930 元相比，增加 4211 元，名义增长
8.0%，增幅比 2018 年回落 0.4 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2019年，全省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5.3%。

从行业门类看，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居前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81306元，金融业（主要是
各种保险代理、典当行和投资咨询公司）
64487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64121元，
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1.42倍、1.13倍和
1.12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
是农、林、牧、渔业41032元，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 42862元，教育 43723元，分别为全省
平均水平的71.8%、75.0%和76.5%。

从增长速度看，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增幅居前的三个行业依次为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分
别增长15.5%、14.9%和14.5%。增幅后的三
个行业依次为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以
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
增长1.3%、3.1%和3.8%。有13个行业的平
均工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规上企业年均工资67129元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最高

2019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为 67129 元，比 2018 年增长
7.4%。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131741
元，增长 4.4%；专业技术人员 90197元，增
长5.8%；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60791元，增
长 9.1%；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53160元，增长9.5%；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59606元，增长 6.3%。中层及以上管理人
员平均工资最高，是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

员平均水平的1.96倍；社会生产服务和生
活服务人员平均工资最低，是规模以上企
业就业人员平均水平的79.2%。岗位平均
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为 2.48，比去年缩小
0.12。

从各岗位行业间差距看，专业技术人
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
造及有关人员三类岗位平均工资最高的行
业均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平均工资分别为157017元、87570元和
106829元。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办事人
员和有关人员两类岗位平均工资最高的行
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
均工资分别为243972元和89353元。中层
及以上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
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
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五类岗位平均工
资最低的行业均为住宿和餐饮业，平均工
资分别为 88547 元、56609 元、45791 元、
38459元和 40411元。五类岗位平均工资
在各行业门类中最高与最低之比分别为
2.76∶1、2.77∶1、1.95∶1、2.28∶1以及2.64∶1。

从各行业岗位间差距看，房地产业
岗位工资差距最大，岗位平均工资最高
与最低之比为 3.77∶1，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岗位工资差距最小，岗位平
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为 1.92∶1。有 9
个行业岗位工资差距（最高与最低比）大
于全省平均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房地
产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有 6个行业岗位工资差距小于全省平均
水平，从低到高依次是：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 2.33，批
发和零售业。

从各岗位登记注册类型间差距看，中
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两类岗
位平均工资最高的均是国有企业，平均工
资分别为 213093 元和 136161 元；办事人
员和有关人员岗位平均工资最高的是外
商投资企业，平均工资为99486元；社会生
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岗位平均工资最
高的是股份有限公司，平均工资为 64424
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岗位平均工资最
高的是联营企业，平均工资为 87313 元。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岗位平均工资最低
的企业类型为私营企业，平均工资为
106830元；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两类岗位平均工资最低的均是联
营企业，平均工资分别为77906元和45934
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岗位平
均工资最低的是股份合作企业，平均工资
为 40972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岗位平
均工资最低的是其他企业，平均工资为
37760元。五类岗位在各企业类型中最高
与最低平均工资之比分别为 1.99、1.75、
2.17、1.57和2.31。

（记者 卢芸斐）

新闻追踪

多地出台鼓励“2.5天小长假”
4.5 天工作制，已不是新鲜事。

早在 5年前，国家就提出“提倡 2.5天
小长假”。2015年 8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
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弹性
作息。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
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
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
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此后，包括
江苏、河北、江西、重庆、甘肃、辽宁、
安徽、陕西、贵州、福建、浙江和广东
等10多个省份陆续出台了鼓励2.5天
休假的意见。

但是从推广的情况来看，并不是
很理想，虽然当时一开始有企业积极
响应并试行 4.5天工作制，但最后都
不了了之，又恢复到每周工作 5天的
常态。今年全国两会前夕，浙江省印
发《关于提振消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的实施意见》，鼓励实施一周4.5天弹
性工作机制。

意见着重提到，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将消费提振工作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加快研究制定发放消费券、旅
游券等消费提振政策措施，促进疫情
后消费市场复苏。鼓励实施一周 4.5
天弹性工作制，支持有条件的机关、
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落实带薪休假
制度。与此同时，江西、甘肃陇南、南
京也出台了类似文件。

人大代表这样说

邵志清代表

劳动时间缩短两个前提缺一不可

全国人大代表邵志清表示，“从
内心来讲，人们的美好生活不仅仅
是工作，而工作则是为了追求更美
好的生活。”他认为，实行 4.5天工作
制，降低劳动时间，是未来趋势所
在。但眼下若要大面积铺开，还欠
火候。邵志清说，从 4.5天工作制出
台的初衷来看，减少劳动时间，用多
出来的休假日拉动内需、促进消费，
有两个前提缺一不可——老百姓要
有时间，还要有闲钱。要普遍降低

劳动者工作时间，前提是有足够的
社会财富，以及经济充分的发展和
积累。在今年的形势下，很多企业
复工推迟，不但耽误了时间，经济前
景也有不确定性。

“所以，如今的很多企业，不是想
着每星期工作四天还是五天，他们想
的是首先要保证生存，这么多的员
工，还要付工资，交保险；另一方面，
不少企业员工也担心会不会失业、有
没有工作可干，至于多拿假期、多休
息、多消费，或许还不在他们的考量
范畴里。”邵志清坦言。

“将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充分发
展，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将会越变越
少，但这是一条需要长时间历练的漫
漫之路。”邵志清说。

徐珏慧代表

想要刺激消费根本是要提高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徐珏慧对此认为，

毫无疑问，实行4.5天工作机制，也就
是 2.5天休假，一方面有助于丰富假
日体系，让人民群众从繁重的工作中
解放出来，缓解工作压力，缓和生理
和精神状况，促进工作和生活的和
谐；另一方面，有机会能够拉动内需
刺激经济增长、抵御经济下行的压
力。

徐珏慧说，理论上讲，周五出发
意味着游客极有可能在旅游目的地
多停留一晚。近年来周边游、自驾游
较为火热，但大多数游客不会夜间停
留在旅游目的地过夜，这从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游客的消费能力。因此，很
多城市都致力于鼓励发展夜游项目，
鼓励和刺激消费。

她表示，如果能推广2.5天休假，
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带动度假村、景
区周围的夜经济，对旅游业形成促进
作用。

然而徐珏慧也强调，从经济角
度出发，首先要明确的是，消费的提
升不是实施刺激政策后短时间就能
明显见效的，消费的边际变化是有
限的。要想居民消费有所提升，根
本还是要使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
大幅上升。

她建议，在实行 4.5天工作制之

前，应注重从强化再分配机制、劳资
关系调整、五险一金调整、增加财产
性收入等多方面入手，增加居民财产
性收入，扩大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面
向个人投资者的发行额度，让居民的
财产在保证收益的前提下很好地转
动起来。

上海法学会

劳动法研究会理事张佶

企业要考虑员工

不同的价值利益选择

“从公共管理和人力资源角度
说，是否实行 4.5 天工作制可以作
为选择性条款，但不能是强制的。”
上海法学会劳动法研究会理事张
佶向记者表示。然而这样会产生
的问题是，这项鼓励性政策惠及的
群体和人数有限，一般局限在党政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等。因为对
于企业来讲，该政策很难参照执
行。而且企业执行与否，应由企业
自主决定。

而对广大员工来说，“现在职工
工资的基础部分多为计时工资，”张
佶说，目前，标准工时制下的职工每
天工作 8 小时，每月的标准工时为
167小时左右。如果实行 4.5天工作
制，那么每个月的总工时数就会下
降，就会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员工工时减少意味着对外
服务时间减少，是否会影响企业社会
和经济效益？是否会因增加人次导
致的人力成本上升？二是以“坐班”
为主的员工面临工资下降的风险，面
对就业压力增大的环境，一些入职门
槛不高的岗位，在与用人单位协商工
资时，用人单位更可以用工时减少为
由，降低工资谈判标准。

张佶指出，总而言之，实行4.5天
工作制利处在于，促进企业、员工提
高工作效率，让员工有更多提升自我
价值的闲暇时间等等。但需要注意
的是，“有人想要休息，也有人想要来
上班多挣钱，每个人的需求不尽相
同，”企业在实行这种工作制度时，如
何充分考虑员工不同的价值利益选
择，也是一道难题。 （综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一词出现
了39次。面对正在“回血”的就业市场，哪些行
业最赚钱？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企业家提
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又有哪些
行业应该涨工资？

IT业年均工资连续4年领跑

日前，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显示，2019年全
国城镇非私营单位（以下简称“非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90501元，城镇私营单位
（以下简称“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53604元。以非私营单位为例，共有 10个行业
超过平均水平，6个行业年平均工资水平超过
10万元。

从区域来看，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
中部和东北地区。据统计，目前已有 6个省份
公布2019年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分别为
四川、湖南、山西、黑龙江、重庆和福建。非私营
单位方面，暂无省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私营单
位方面，福建和重庆超过平均线。

哪个行业赚的最多？当然还是 IT业。从
非私营单位看，超 16万元的年平均工资，让 IT
业连续四年保持第一。

国家统计局称，分行业门类看，年平均工资
最高的前三个行业依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161352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 133459元，金融业 131405元，分别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1.78倍、1.47倍和1.45倍。

今年就业形势和毕业生期望薪酬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大学生就业力报告》
显示，高校毕业生期望就职于 IT/通信/电子互
联网、文化/传媒娱乐体育、商业服务（咨询财会
法律广告）、金融业等行业的毕业生人数比例相
对较高。这些行业主要为新经济行业，薪酬待
遇较优厚。

来自拉勾网的调研显示，以电商、企业服
务、文化娱乐为代表的 10大互联网领域，在疫
情期间的校招人才需求逆势增长，体现出“宅经
济”下的国民消费态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高校毕业生达
874万人，要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高校和属
地政府都要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资助以训
稳岗，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 3500 万人次以
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
技能、好就业。

也有部分毕业生降低薪酬预期。智联招聘
披露数据显示，大学生平均期望薪酬约 6930
元，与 2019年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拉勾网提
供的数字则是 7110元，44.38%的毕业生主动降
低薪资期望。今年前 4月，大学毕业生对互联
网行业的平均薪酬期望从 7740元下降至 7110
元。

值得一提的是，据BOSS直聘发布的《2020
年春季复工追踪观察》披露，国内全面复工复
产至今，整体招聘需求水平已恢复到 2019 年
同期的 95%。截至 5月 20日，企业平均招聘薪
资为 8275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4.2%。

经历了春节后招聘需求的断崖式下跌后，
百人以下规模小微企业逐步回血，来自小微企
业的新增招聘需求占整体比例已上升至52.7%，
超越去年同期。

更加值得期待的是，多位企业家在全国两
会期间明确宣布了招聘名额。

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
东提到，苏宁仍在持续地加大技术投入、业态布
局、物流发展等智慧零售基础能力的建设，推出
3万人的招聘需求。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
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也表示，一直坚持不减员、
不裁员，今年还要招5000名大学生。“有条件有
能力的企业，都应该不减薪、不裁员，还要扩大
招聘。”格兰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梁昭贤透露，
截至5月，格兰仕实际招收大学生超3200名。

代表委员关注：这些行业最该涨工资

那么，对于工作中的人来说，有哪些行业最
应该涨工资？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将
目光聚焦在医务人员、社区基层人员和教师身
上。

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市卫计委党委书记
方来英建议，在薪酬体制改革中，应对基层卫生
人员给予更多关注。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第
一人民医院院长蒋立虹表示，建议提高防治体
系建设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待遇，加大薪酬
制度改革。全国政协常委、审计署副审计长、民
建中央副主席秦博勇提出，应建立基层医疗机
构人才队伍保障机制，完善基层医疗机构激励
性薪酬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岳阳市二人民医院门诊部
主任胡春莲进一步提到，将护士工资纳入财政
预算，并监管各医疗机构配足护士。同时，对于
坚守护理岗位满30年的护士，建议颁发荣誉证
书或勋章，给予工资调级或一次性补助，以提高
护士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荣誉感，减少辞职率
及改行率。

疫情之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教育系统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张雪建议，可以多
吸收大学毕业生到社区工作。注重从基层培养
和选拔干部，加大从优秀社区工作者中考录公
务员和事业编制的比例，形成长效机制，同时探
索建立社区工作者职称职级晋升和薪酬待遇保
障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正
荣集团董事局主席欧宗荣建议，要更加关心关
爱基层社区工作者，在待遇和负担上做好“加
减法”，即在待遇上做加法，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建立等级绩效薪酬制度，提高薪酬待遇。

与此同时，教师的工资待遇仍然备受关
注。5月 19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田祖荫在发布会上表示，要求今年底以前
必须完成“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水平不低于公务
员”的目标任务，并要求各地开展自查。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实验学
校教育集团总校校长崔建梅则提出，建议教龄
津贴应随着其他津贴、补贴的增长而增长。

（中新经纬APP）

2019年福建平均工资出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工资最高

省统计局近日发布 2019 年福建省平均工资统计

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81814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 57141 元，规模以上企业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67129元。

IT业年均工资再夺冠

两会热议：这些行业最该涨待遇

4.5天工作制离我们还远吗？
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时间缩短是大势所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调整节假日安排、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话题备受关注。有代表

提出每个月都设置小长假，也有代表提出按工龄计增带薪年休假天数。这不禁让人想

到，提议由来已久的4.5天弹性工作制。事实上，受今年疫情影响，多地又开始重提这项

制度，以达到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目的。4.5天工作制真的离我们不远了吗？这项政策

会不会大范围推广？让我们听听全国人大代表们是怎么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