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業難」中新現「擇業難」
高校畢業生再創新高 求職市場供需兩旺

香港文匯報訊 春季招聘餘熱尚存，

應屆畢業生主力軍的「95後」開始大量

進入人力資源市場。據官方統計，今年

內地高校畢業生預計超過820萬人，再

創歷史新高，至少比去年增加 25 萬

人。據《經濟日報》報道，總體上，目

前應屆生求職市場供需兩旺，第三產業

的就業比重最高且呈明顯上升趨勢。北

京高校招生就業部門的負責人表示，不

少大學生面臨「擇業難」的煩惱。換言

之，學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面對就

業需求不知道怎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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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對華出口猛增
創百萬就業崗位

香港文匯報訊 高校畢業生數量再
創歷史新高，就業市場為何還呈現出
供需兩旺的情況？業內人士認為，隨
着中國經濟總量放大，由高速發展階
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新經濟、
新產業釋放了大量就業崗位，畢業生
在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最高，並且呈
現出明顯上升趨勢。
山東省濰坊市大中專畢業生指導

就業中心主任王術平表示，今年2月
份以來，進入濰坊市各級人力資源
市場辦理招聘登記的用人單位共為
高校畢業生提供就業崗位1.5萬個。
從濰坊市崗位需求來看，營銷、技
工、互聯網、管理、客服類崗位名
列前5名。

傳統產業用人需求下降
「新舊動能轉換加速，讓高新技術

企業異軍突起。信息技術、生物科
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術企業
有了一定程度增長，令崗位需求發生
了結構性變化。一方面，傳統高能耗
企業的崗位需求明顯下降；另一方
面，新的業態以及新興產業的創新企
業，尤其是各類專業技術人員需求量
居高不下。」王術平說。

三產就業呈明顯升勢
專家表示，在經濟新動能的推動

下，以信息、文化、教育等為代表，
以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為引領的
現代服務業結構基本形成，高校畢業
生在第一、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也
發生了顯着變化，畢業生在第三產業
的就業比重最高，並且呈現出明顯上
升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 江蘇省人社廳就業
促進處副處長薛勇表示，目前民營
企業是吸納大學生就業的主陣地，
但招聘難度大。從不同性質單位的
分類數據來看，在江蘇省，民營企
業對畢業生人才的需求量最多，佔
到需求總量的 79%。但在政府機
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民營企
業等不同性質單位的供求比中，只
有民營企業低於1——僅有約65%的
崗位收到簡歷投送。
這個現象反映出內地就業結構性

矛盾（即勞動者的技能無法適應產
業結構的變化）仍然存在。
「根據我們統計來看，中小企業
是吸納大學生就業的主力軍，但部
分中小企業還存在招人難，部分專
業學生就業難現象。比如，目前技
能型人才緊缺，機械、機電、營銷
等專業畢業生位列供不應求的專
業，財會、行政、文秘、企業管理
等職業則出現明顯的供過於求情

況。」山東省濰坊市大中專畢業生
指導就業中心主任王術平指出。

就業服務須更精準
薛勇介紹說，新興產業發展產生
的專業型、複合型人才崗位需求
大，但招聘難度大。隨着經濟轉型
升級向縱深發展，產業轉型向中高
端邁進，使新技術、新能源、高端
裝備等新興產業的人才需求以專業
型畢業生為主，但具有理工背景的
複合型人才缺口較大。
那麼，如何解決大學生就業擇業困

難？業內人士認為政府、學校都必須
提供更加精準化的服務。一方面，要
通過建立檔案、一對一指導、重點崗
位推薦等方式，對就業困難群體提供
「精準」幫扶。另一方面，要「精
準」跟蹤市場需求，讓畢業生生源信
息、就業信息、跟蹤反饋信息與招生
培養工作聯動起來，形成長效的就業
聯動和預警機制。

中小民企招人難
技能人才仍緊缺

家庭整理
師、酒店試
睡員、食物

造型師……為滿足新式消費而
生的「新型職業」是否等於
「不務正業」？這是一份專業
的工作，還是一份過渡期的零
工？
新的消費需求正隨着經濟發

展不斷被激發出來，市場領域
也被細分再細分，一個個嶄新
的職業隨之產生。

家庭整理師月入近萬
在貴州省貴陽市，「家庭整

理師」楊帆選擇以幫別人收
拾、整理屋子為職。他說，
「如果只是簡單摺衣服、收納
物件，那是家政在收拾屋
子。」談到工作，楊帆堅定地
說，這時「收納」不只是司空
見慣的日常行為，而是一門經
營生活的學問。

按整理空間的大小收費，一
個月接三、四單，楊帆收入將
近萬元（人民幣）。為了體現
自己工作的品質和價值，在收
納整理房間過程中，他有自己
嚴苛的標準，包括衣服掛鈎朝
向、衣服間距、同一區域的收

納方式等都嚴格統一。

新職業更考驗創造力
最令人羨慕的新興職業之一，就是「酒

店試睡員」，任此職的楊雨殊說，酒店試
睡中的免費「逛吃」並不容易，是一個兼
具體力和腦力的勞動過程。
楊雨殊介紹，酒店試睡重在體驗，需要

調動感官，包括眼睛看房間陳列是否整
齊、酒店標識是否清楚，用鼻子聞房間是
否有異味，還要用手觸摸床品看是否乾淨
舒適以及用耳朵聆聽房間隔音效果如
何……小到服務員的一句問候，大到整個
酒店及其周邊的配套規劃等，最終都將寫
入《試睡報告》。

受訪專家認為，當前，中國的經濟活力
與個人創造力正在「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中激發，並釋放出無限潛能，極大促
進「新興職業」的產生和發展。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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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產業
就業率最高

前海深港合作加速
港企經濟支柱作用顯現

隨着經濟轉型升級初見成效，用人單位高校
畢業生需求增多。「據不完全統計，一季

度江蘇省人才系統對高校畢業生人才需求較去年
同期增長30%左右。」江蘇省人社廳就業促進處
副處長薛勇介紹說。他並判斷，「雖然就業形勢
依然繁重，但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相對樂觀」。

企業均「起早」惟恐失優才
人力資源市場供需兩旺的形勢不僅反映在數據
上。不少高校招生工作人員表示，今年校園招聘
呈現出來的一個巨大變化，就是很多企業啟動招
聘更早、崗位數量更多、簽約速度也比往年更
快。
清華大學學生職業發展中心副主任萬一表示，
「很多企業今年3月份過來時，發現竟然招不到
學生了。」截至2017年12月31日，清華大學已
舉辦500多場招聘會，3,000多家企業前來招
聘，目前2018屆清華大學畢業生已基本實現就
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招生就業處副處長劉睿也對
這一趨勢的判斷表示贊同，「往年企業啟動校園
招聘都在10月份到11月份左右，但2018屆高校
畢業生招聘工作從去年9月份就已啟動。僅去年
9月份，學校就召開了200多場招聘會」。

崗位多選一 學生怕「選錯」
在人社部全國人才流動中心主辦的一場招聘會
現場，身着正裝的周源走走轉轉，仔細閱讀着用
人單位的招聘海報。作為一名中文系碩士應屆畢
業生，周源手裡已經有了好幾份錄取通知書，她
仍然顯得有點焦慮。還有2個多月就要畢業了，
是回老家瀋陽陪伴父母，還是留在北京爭取更多
發展？她沒想好。
持周源這樣擇業心態的大學生並不在少數。劉睿

介紹說，如今來自企業之間的「人才大戰」日趨明
顯。從北航近年情況看，學生就業滿意度在不斷提
升，以錄取通知書數為例，目前平均每個學生的錄
取通知書也在逐年提高，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擇業問
題。根據北航對求職大學生的調查顯示，應屆畢業
生求職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困惑，包括「擔心作出錯
誤的選擇」和「多個工作難以選擇」。

就業觀新變 漸看淡薪酬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盧宇也表示，應屆
畢業生「95後」伴隨着互聯網快速發展而成長，
思想活躍、視野寬廣、就業觀念也在不斷變化。
一個明顯的特徵是：自我實現需求日益明顯，生
存需求逐漸淡化。
「在求職擇業的過程中，『95後』更加注重個
人成長空間和未來發展前景，對於薪酬福利方面的
關注度則有所下降，從這個角度來看，『95後』
在步入職場之初、面臨職業選擇的時候相當務實，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長遠目光。」盧宇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
中貿易全國委員會30日發佈的年度
報告顯示，美國2017年對華出口在

下降兩年後開始強勁增長，為美國創造了100萬
個就業崗位。
報告顯示，目前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第三大貨物和
服務出口目的地。2008年至2017年，美國對華貨
物出口增長了86%，而同期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和
地區的貨物出口增速僅為21%。2007年至2016
年，美國對華服務出口增長超過3倍，而同期美國
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服務出口僅增長50%。

籲對話解決經貿摩擦
報告顯示，美國對華出口貿易惠及各州。
2008年至2017年，美國有49個州對華貨物出口
明顯增長，其中有17個州增速達三位數。2007
年至2016年，美國各州對華服務出口均呈三位
數增長，有31個州增速超過3倍。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傅強恩當天在一份聲
明中說，美國對華出口仍繼續為美國經濟增長作
貢獻。他說，希望美國政府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等
多邊框架來解決中美經貿摩擦，也希望雙方開展
以結果為導向的對話，從而形成有商業價值、可
評估的對話成果。
當天，白宮公佈了將於近期前往中國就兩國貿

易關係展開磋商的美國官方代表團成員名單。代
表團成員之一、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日前接受美
國媒體採訪時表示，代表團計劃與中方討論知識
產權、合資企業、貿易不平衡等問題，他對此次
貿易磋商持「謹慎樂觀」態度。
近期，美國發佈對華「301 調查」報告，

拋出500億美元徵稅產品建議清單，之後又
考慮再對中國 1,000 億美元出口商品加徵關
稅。多方學者認為，美國此舉有違世貿組織
原則和精神，將嚴重損害全球多邊貿易體
系。

香港文匯報訊 「一季度註冊港企實
現增加值佔片區的 20.8%，納稅佔
23.22% ， 完 成 固 定 資 產 投 資 佔
30.17%，港企作為前海經濟支柱的作
用持續顯現。」深圳前海蛇口自貿片
區管委會主任田夫說，港企雖然數量
佔比不高，但發展質量很高，前海深
港合作正向深層次多領域展開，並呈
現持續加速態勢。

國際金融經驗本土化
據新華社報道，從首筆跨境人民幣

貸款到首家港資控股的基金公司和證
券公司，CEPA框架下金融業對港澳地
區開放措施正在前海加緊落實。同
時，國務院給前海的金融領域先行先
試政策均已落地，香港金銀業貿易
場、港交所等香港知名金融機構紛紛

在前海佈局。
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強

說：「引入境外金融機構，會給內地
市場帶來很多國際化的經驗，有利於
推動境內金融機構的成長和壯大。」

三分一土地專供港企
招聯消費金融公司，是首家在CEPA

框架下成立的消費金融公司，由中國
聯通與招商銀行旗下全資子公司香港
永隆銀行共同出資籌建。該公司通過
互聯網消費金融模式，服務被傳統銀
行忽視的中低收入「長尾人群」。
「52%的客群來自農村地區，35%來

自二三線城市。截至2017年底，累計
授信用戶1,662萬戶，貸款餘額468億
元（人民幣，下同），筆均貸款6,000
元。」招聯消費金融公司總經理章楊

清說。
為深化深港合作，前海區內三分之一

土地面向港企出讓。截至目前，前海已
累計面向港企出讓土地15宗，面積
34.08公頃，佔比47.4%，周大福、新世
界、九龍倉、嘉里建設等港企積極參與
前海開發建設，尋求發展機遇。

去年新註冊港企2482家
如今，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前海深

港基金小鎮等產業載體正逐步推出，前
海新城建設在轟轟烈烈地進行。
在深港合作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港

企入駐呈現加速態勢。截至今年一季
度末，前海累計註冊港企8,031家，其
中2017年新增註冊港企達2,482家。
2017年，港企實現增加值486億元，同
比增長23.79%。

■■大學生多青睞國企大學生多青睞國企，，造成中小民造成中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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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輕人開始關注家庭整理師等「新
型職業」。圖為家庭整理師工作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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