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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需求有变化
中介服务行业的景气度最高

近年来，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中介服务
行业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十分渴求人才。
由于这一行业现阶段招聘门槛不高，因此对没
有工作经验的应届生接纳程度也比较高，今年
该行业的企业招聘需求同比增长25%。

需求上涨的同时，在这个行业求职的大学
生数量却在减少，2019届应届生投递中介服
务行业的人数同比减少21%。这一极端的供
需关系导致人才缺口进一步拉开。

此外，服务外包产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益于服务经济的带动，
同时符合灵活用工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倾
向于把非核心业务外包，从而提高内部团队的
工作能效并节约成本。

外包服务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并持
续释放工作机会，针对应届生而言，需求人数
增长11%，求职人数增长4%，呈现出双向繁荣
的态势。

当前的外包服务市场中以信息技术为主，
这类公司承接的项目种类丰富且实操机会多，
是应届生快速积累经验的好平台，拥有信息技
术、人力资源、财会等技能的毕业生不妨多关
注这个行业的机会。

销售类岗位在就业景气度前十的职业中
比较集中，如销售业务、客服/售前/售后技术
支持、销售管理等，这类对经验、技能要求不高
的岗位更容易向应届生开放。

值得关注的是，社区/居民/家政服务、
物流/仓储这两个职位就业景气度较去年涨
幅较大，与技工/操作工性质一样，这类传
统观念中偏“蓝领”属性的岗位，在大学生
这一知识型人群中普遍不受青睐，但服务
业的发展让这类岗位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不
断攀升，导致应届生在这一领域供不应求
的现象加剧。

毕业后选择面多
“慢就业”较去年同期升1.01%

在参与本次调研的2019应届毕业生当
中，80.22%的大学生选择毕业后直接就业，同
比2018年基本持平；8.00%的大学生选择慢就
业，较去年同期上升1.01个百分点；7.11%的
大学生选择国内继续学习，较去年同期上升
2.13个百分点。

虽然绝大部分应届毕业生积极主动地投
入到求职大军当中，但选择逃避就业压力的毕
业生占比也在缓慢上升。

此外，选择创业的大学生占比为2.40%，
较去年同期下降2.38个百分点；1.05%的大学
生选择出国继续学习，较去年同期下降1.58个
百分点。可见高校毕业生们对于未来的职业
规划更加趋于谨慎，就业仍是2019应届毕业
生的首选。

调研数据显示，在2019应届毕业生中，大
二和大三开始关注求职的学生占比54.49%，
大四开始关注求职的占比 31.49%。对比
2018年，从大二和大三开始关注求职的学生
比例略有上升；从大四才开始关注求职的学生
比例稍有下降。

物质回报非首位
95后更关注真正喜欢的岗位

社招群体在跳槽时的首要考虑因素是薪
酬，而数据显示，大学生在求职时最关注的因素
是“能够学习新东西”，占比54.01%；其次才是

“待遇好，能挣钱”，占比47.31%。除此之外，追
求“工作和生活平衡”“企业氛围/人际关系和
谐”的工作体验也是他们看重的重要因素。

95后应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结合自身
的短板追求快速成长，并非把物质回报放在第
一位，而是更加期待个人能力的提升，实现对
自我价值的长期投资回报。

在参与调研的 2019 应届毕业生中，
55.08%投递简历数为1-10份，占比最高；其
次为11-30份，占比25.86%；投递31-50份的
占比6.47%；51份以上的占比7.15%；一份简
历都未投递的占比5.44%。

总体来看，2019年参与求职的应届毕业
生当中，投递简历数11份及以上的合计占比
39.48%，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9.58%。大学
生在求职时选择“海投”行为的人数下降，主要
和95后的求职特性有关，相对于为了提升面
试几率的“海投”行为，大部分95后更加关注
自己真正喜欢的岗位。

获得录用有门道
有相关实习经历占到57.66%

参与调研的2019应届毕业生当中，截至

2019年3月，24.19%的应届毕业生尚未获得
任何录用通知，和去年同期相比数据基本持
平。对比去年，获得1-3个录用通知的占比上
升12.01个百分点，获得6个及以上录用通知
的占比下降15.51个百分点。

针对2019应届毕业生未拿到录用通知的
主要原因，认为自己“太迷茫”的占比最高，为
26.22%；其次是“未满足用人单位要求”，占比
21.06%，

根据2019应届毕业生“实习经历对毕业
找工作是否有帮助”的调研结果，近乎全票通
过，94.62%的应届毕业生认为实习经历对毕
业找工作是有帮助的。

参与调研的2019应届毕业生中，78.22%
有过实习经历。实习可帮助大学生加深对公
司的了解，确认喜欢或擅长的行业，稳固提升
专业技能，为以后的就业做好铺垫和提供参
考。

在已经拿到录用通知的大学生群体中，
认为成功获得录用通知的主要因素是“有相
关的实习经历”，占比为57.66%，其次是“求
职目标明确”和“社会实践经验丰富”，占比
分别为 50.39%和 49.69%。由此可见，找对
方向，凭实操能力胜出是大学生求职成功的
关键因素。

期望与现实有偏差
七成签约月薪不到6000元

调研结果显示，2019应届毕业生期望月薪
集中在 6000- 7999 元，占比最高，达到了
32.39%；随后为 4000- 5999 元之间，占比
24.86%。对比2018年，毕业生对未来薪酬的
预期有所提高。

从实际签约月薪来看，有七成2019应届
毕业生的签约月薪在6000元以内，4000元以
下占比为35.77%，相比2018年六成应届毕业
生签约月薪不足4000元，3000元以下占比为
34.62%的情况，毕业生实际签约月薪同比有
所提高，但期望与现实依然存在偏差。

从签约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是否对口情况
来看，2019 年签约对口的毕业生占比为
66.09%，不对口的占比为33.91%。和去年数
据对比，2019年签约对口率上升5.29个百分
点，不对口率虽然下降，但仍超过三成。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林祺

2019年大学生求职指南发布

95后求职首选兴趣再看待遇
有实习经历更容易被录用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鲤跃龙门体验赛、背景墙上按下手印
……昨天下午，重庆市涪陵第二中学2019
年初三毕业生们，在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水
上乐园冲浪池举办了一场个性化毕业活
动。他们身穿泳装，拍下最“水”毕业集体
照，留住美好的校园记忆。

活动现场，毕业生们身穿泳装，在冲浪
池主题背景墙上逐一按下手印，并开展鲤
跃龙门体验赛。他们举着“我们毕业啦”

“青春不散场”这些个性的牌子，在水中摆
出众多创意造型，用最真诚的笑容致敬青
春，拍下史上最“水”毕业集体照，用这样的
方式锁住记忆。

随后，毕业生们还在水公园的造浪池
内玩起泼水大狂欢，青春活力在造浪池中
尽情释放，体验双道螺旋滑梯、炮筒滑梯、
封闭螺旋滑梯这些大型水上游乐，寓意用
饱满的热情迎接新生活，大家在欢声笑语
中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毕业典礼。

“我希望以别具新意的形式来纪念人
生中的每一次考试。”毕业生说，“今天这
样的毕业仪式十分有趣，意义非凡，这么
多好玩的水上项目也缓解了毕业季的伤
感，让我们更加珍惜这段回忆。”

美心红酒小镇举办毕业活动
初三考生水中“青春不散场”

学生水中游玩缓解了毕业分离的伤感。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黄
勤春）七月暑假已至，南岸珊瑚实验小学书法
课堂却依旧桃李春风。7月6日，南岸区创建

“中国书法教育示范区”的重要活动之——书
法教育专业师资培训（第二期）圆满结业，经考
核合格的学员现场拿到了培训结业证书。

本次活动由南岸区教委主办，由重庆衍轮
文化艺术传播机构、宝轮书画院等专业文化团
队联合承办。南岸区教委有关负责人唐文，
知名书画家和书法教育家张裕纲、郑启超、吴
启菊等参加学员书法作品展并出席结业活
动。

南岸区以“礼敬传统、回归经典、守正创
新”为宗旨，率先倡导创建“中国书法教育示范
区”系列活动已持续一年多。通过举办书法教
育专业研修培训班，组织各中小学教师对传统
书法艺术进行实践性、体验性的学习；还通过
书法作品展、教研活动、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

提升教师的书法技能，增强书法专业教育能
力，更好为学生传道授业，进而为实现“书香南
岸、幸福教育”助力护航。

据悉，南岸创建“中国书法教育示范区”已
持续开展多项活动，本学期除继续开设“基础
班”夯实基本功外，还开设“提升班”强化提升。
活动不但为培养合格的书法教师，更注重出成
果、出作品，希望培训造就一批优秀的书法家、
专业书法教育骨干人才。此外，还将结合校园
文化，安排书法教育专题讲座、教育研讨活动，
组织书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教学观摩等文化
交流；结合南岸社区、街道、景点等城区文化建
设，组织开展笔会、书法展等公益文化活动，力
争通过多种形式礼敬传统、传承经典、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

通过持续一年多的培训教育，已为南岸百
余名教师进行了系统培训，教师们经过专业系
统训练，激发了对传统书法艺术的热爱，并经
过专家们的指导和自己的勤学苦练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书法技能水平、专业书法教学能力
得到普遍提升。

近日，智联招聘结合
88150 名应届生的调研
数据，出台《智联招聘
2019 年大学生求职指
南》，多角度呈现今年应
届生的就业心态及就业
特征。调查显示，大部分
95后更加关注自己真正
喜欢的岗位，应届生在技
工/操作工、销售类岗位
有更多机会，实践经验成
求职法宝。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陈军 通讯员 赵凤娟）近日，大渡
口九宫庙街道锦霞社区在湖榕锦苑开展

“不忘初心·永怀党恩”文艺演出。社区
合唱团、金秋岁月文艺队和居民代表60
余名参加演出，吸引了200余名辖区居
民纷纷驻足观看，文艺汇演以唱歌、跳
舞、朗诵等形式献礼“七一”，既丰富了辖
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分调动了居
民在精神文明创建中的积极性。

演出以合唱《领航新时代》拉开序幕，
振奋的歌词、激昂的旋律，赢得现场观众的
热烈掌声；原创快板《改革开放40年》展现
了祖国发展变迁后的新貌；朗诵《母亲，你
辛苦了》歌颂了祖国母亲的伟大，新疆舞
《花儿这样红》、《创意时装秀》一个个精彩
的节目相继上演，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成为本次演出的压轴节目。

“不忘初心·永怀党恩”文艺演出
吸引200余名辖区居民驻足观看

大渡口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军 通讯员 李晨）近日，重庆市眼镜协
会携手依视路集团，在重庆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举行了万里路精英认证中心及高技术
人才培训基地挂牌仪式，此举旨在通过规
范的培训考核及认证模式，在高校学生和
企业中培养我市急需的高端配镜技术人
才。

据悉，万里路认证已在上海、重庆、广
州、天津等设立了区域培训认证中心，重庆
中心和培训基地的成立，可以在技术人才
培训、规范功能性镜片验配等方面，为西部
地区受视力困扰的市民提供精准的解决方
案和优质的服务。

重庆市眼镜协会秘书长徐灵介绍，通
过校企联动、协会牵头，从高校开始培养合
格人才，有助于解决我市中高端眼镜验配
技术人才不足的短板。成人也要养成定期
（每年一次）验光习惯，根据自己的视力状
况更换适合自己的眼视光产品。

万里路认证中心及培训基地
落户重庆精准培养高级技术人才

沙坪坝

南岸创建“中国书法教育示范区”
培养百名书法教育专业教师

培训活动现场。

7月6日，求职者在招聘会现场寻找岗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