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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2018 年现场招聘人才供需情况盘点

IT 行业竞争最为激烈
本报记者 樊洁

近日，重庆汇博人才市场发布了《2018 年现场招聘人才供需
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涉及的企业主要来源于主城七
区，岗位主要为中基层岗位。
《报告》显示，2018 年，汇博人才市场
共举办各类人才招聘会 162 场，入场招聘企业达 35630 家/次，共
发布职位 187367 个，入场求职人数达 133204 人次，人才供需比
例为 1∶1.4。

第一季度职位量与求职量全年最多
2017 年全年汇博人才市场共举办 158 场现场招
聘会，招聘企业达 34160 家/次，共计发布职位 19.8 万
个。相比于 2017 年，2018 年人才市场企业发布的职
位需求下降了 5.6%，竞争也有所缓解，主要体现在互
联网、电子、机械制造、房产地产、建筑等行业。
第一季度是年后招聘和求职的旺季，从汇博人才
市场的数据来看，一季度企业发布的职位量最多，占
30.3%，第四季度下降明显，占全年的 16.9%，下降较
明显的行业包括餐饮、机械制造、酒店、旅游等。
从求职量来看，依旧是第一季度最高，占 35.8%，
从第二季度开始，求职人数开始递减，第四季度只占
18.6%。其中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物流、酒店等行业
求职量出现下降趋势。
从供需情况来看，第二季度人才市场职位空缺量
较大，企业发布的职位量和求职人数比为 1.6∶1。汇
博人才市场相关负责人分析，每年经过春节后的求职
招聘高峰后，第二季度有求职需求的人数会大幅度减

少，而在此期间考虑工作变动的人也减少，因此求职
潮略有回落。

机械制造业职位数达 2.3 万个
从汇博人才市场统计的数据来看，2018 年全年
人才需求量最大的行业是机械制造业，企业发布的职
位数超过了 2.3 万个，占了总体职位量的 12.3%，和
2017 年相比，同比下降 26.8%。房产地产行业仅次于
机械制造业，
职位数达 1.7 万个之多。
单从需求量来看，2018 年排在前十位的行业还
包括医药/卫生、餐饮、食品/饮料/烟酒/日化、装修装
饰、教育培训、建筑、互联网/电子商务、建材。这十大
行业职位量占了总体职位数量的 59.8%，比 2017 年
减少了 7.5%。
从求职量来看，机械制造、房产地产、建筑、互联
网/电子商务、交通运输/物流、金融/投资、自动化、医
药/卫生、电子/半导体/集成电路、软件等行业求职人
数比较多，占了总量的 58.8%。其中互联网/电子商

人社部：推进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
■ 韩秉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于推进技
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
知》），在全国技工院校大力推进学生创业创新工
作。
《通知》提出，到 2025 年，技工院校创业师资轮训
一遍，在校学生接受创业教育或创业培训基本做到
全覆盖，投身创业创新的学生有明显增加，技工院校
毕业生创业成功率有明显提升。
在政策扶持方面，
《通知》指出，各地要拓展创业
扶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指导推动技工院校帮助符合
条件的自主创业毕业生申请享受各项创业扶持政
策，同时支持技工院校引入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为
毕业生创业拓展融资渠道，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
上的创业学生，可参照享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
策，支持技工院校学生在校期间开展“试创业”实践

活动。
《通知》提出，各地要建立健全技工院校创业培
训体系，根据技工院校学生自身特点、实际需求和具
备的职业技能水平，依托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
创业培训（实训）中心、企业培训中心、创业孵化基
地、众创空间、网络平台等实体开展各类创业培训。
有条件的技工院校可开设毕业学期创业培训实验
班，
帮助应届毕业生投身创业。
在创业创新教育方面，
《通知》明确，各地要加强
技工教育创业创新课程体系建设，将创业创新课程
纳入技工院校教学计划，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创业创
新意识教育课程和市场开发、企业管理等创业创新
实践课程，根据课程设置和教学实际情况，开发技工
院校创业创新课程教材。

忠县：为青年人才提供免费创业工位
■ 周冰娥
2018 年 12 月 27 日，笔者从忠县就业和人才服
务局获悉，该局联合忠县时代创业孵化基地、忠州创
业谷，为青年人才提供 100 个免费创业工位。
创业工位是指创业服务平台提供的单独办公工
位，具备宽带网络、共享会议室等配套办公条件，青
年创业者可拎包入驻。
申请免费创业工位，须符合以下条件：法人代表

（项目创始人）年龄在 16 至 35 周岁，具有专科以上
学历的各类人才（含在校大学生），且有创业项目，有
创业工位使用需求。有意向者从即日起可携带“青
年人才免费创业工位申请表”、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1 份）、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 1 份）、工商注册证
明等材料，前往忠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创业服务窗
口提出申请。

务、交通运输/物流、自动化、软件行业，求职人数超过
企业发布的职位量。

IT 行业平均一个职位有 5.5 个人竞争
2018 年建筑、互联网/电子商务、IT、金融/投资、
软件、自动化、进出口、游戏等行业存在着求职竞争。
其中 IT 行业存在的竞争最明显，比例达到了 1∶5.5，
平均 5.5 个求职者面临着竞争同一职位的局面。另
外，进出口和自动化行业的竞争也不小，其中进出口
行业一个招聘职位有 2.4 个人竞争，而自动化也有 1.8
个人竞争一个职位。
2018 年不少行业存在着职位空缺，其中包括房
产地产、机械制造、医药/卫生、餐饮、食品/饮料/烟
酒/日化、装修装饰、教育培训、建材、酒店/旅游、计算
机硬件等行业。机械制造、房产地产作为两大用人需
求量较大的行业，企业发布的职位量和求职人数分别
达到了 1.6∶1 和 2.1∶1。所有行业当中，餐饮行业职位
空缺最为明显，平均 5.3 个岗位只有一个人前往求
职。明显差人的岗位主要集中在服务员、厨师、传菜
员、打杂工等。该行业在 2017 年同期也存在着不小
的职位空缺，平均 3.3 个招聘需求才有一个人求职。
另外，装修装饰行业职位量和求职人数比例达到了
3.2∶1。医药/卫生、教育培训两个行业对比也比较明
显，
分别为 2.7∶1 和 2.6∶1。

销售人员需求近 2 万
从职位来看，2018 年人才需求量排在前十的职
位包括销售人员、普工/技工、行政后勤、餐饮/娱乐、
销售管理、物业人员、会计/出纳、生产/质控、市场营
销 、机 械/设 备 。 企 业 发 布 的 职 位 量 占 了 总 量 的
55.4%。其中企业针对销售人员发布的职位量最大，
达到了近 2 万个，占总量的 10.5%，相比 2017 年增加
了 25.3%，从 2017 年人才需求排行榜的第二位上升
到第一位。而普工/技工人才需求仅次于销售人员，
排在了第二位，
占了总需求的 8.3%。
和 2017 年相比，用人需求增加的职位还包括销
售管理、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而生产/质控、采购
等职位则相对于 2017 年有所下降。

重庆交通大学
招聘 108 名教师
本报讯 （记者 樊洁）近日，记者从重庆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获悉，重庆交通大学将面向
海内外公开招聘 108 名高层次人才。涉及招聘的
岗位有：土木工程学院专职科研岗、河海学院专任
教师岗、航运与船舶工程学院专任教师岗等，符合
条件者即日起可报名。
据悉，本次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贯彻民
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采取考试考核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公开招聘。报考者年龄需满足：博
士研究生年龄原则上在 35 周岁及以下，具有副高
及以上职称者年龄原则上在 40 周岁及以下(年龄
计算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学校紧缺专业人
才、学术带头人、省部级及以上人才等，经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同意后，可适当放宽年龄
限制。
本次招聘报名方式为网上招聘，报名时间从
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止，招聘计划完成后
该岗位不再接受报名，学校网站将定期公布剩余
岗位数。应聘人员可登录学校在线招聘系统并注
册报名账号，每人只能填报一个岗位，按要求如实
在线填写“重庆交通大学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
登记表”，填报内容如有虚假、隐瞒，将取消其招聘
资格。应聘人员的教育经历和非教育经历，必须
按要求如实填报，时间应连续(如果有间断，间断时
间总计不得超过 3 个月），
经历应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