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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
874万，同比增加40万人。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大部分用人单位的春季校
园招聘由线下转为线上，云招聘、云求
职成为主流。这种招聘方式“上线”以
来效果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

线上招聘成主流

目前，“线上双选会”“空中宣讲”
等进行得如火如荼。

由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网（新职业
网）联合 5 家社会招聘网站举办的

“2020届高校毕业生全国联合网络招
聘——24365校园招聘服务”活动，上
线一周就已累计发布200多万个校园
招聘岗位信息。

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各省市高
校毕业生就业部门积极推进网上招

聘、咨询、签约等一系列
就业服务，3月份计划举

办各类网上招聘活动2万余场。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

在京高校均积极为学生搭建网络求职
平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月6日举
行了首场网络视频招聘会，共有168家
单位线上参会，提供总岗位数778个，

“入场”参加招聘的学生达1783人。
智联招聘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3

月 15日，该平台已有超过5万家企业
参与线上校园招聘，提供超过20万个
岗位，有超过45万学生投递了170万
份简历。

“今年公司的春招计划已全部放
到了网上。”上海一家外资企业招聘负
责人张经理告诉记者，“线上招聘第一
轮是笔试，然后电话测试，第三轮是视
频面试。过去公司也有部分招聘采用
这种方式，这次全部线上招聘也是在
过去基础上的一种尝试。”

优势明显，不足尚需完善

虽然身在山西临汾老家，但半个
多月来，太原理工大学大四学生白璐

已在网上陆续投了十几份简历，并且
拿到了多个offer。

“线上招聘还是挺方便的，效率也
很高。最快的一次，从投简历到拿到
offer，只用了4天时间。”白璐说。登录
求职网站后，他一般会先和招聘人员
简单聊天，了解用人单位情况。简历
投出后，两天左右会收到回复，之后进
入微信或者QQ群，等待面试通知。面
试一般是三四个人同时进行。

“线上招聘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时
间和经济成本，而且在家里视频面试
也没有去现场那么紧张。”就读于山东
大学新闻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王佳佳
说，“以前找工作需在北京、上海、济南
等多个城市之间往返，现在在家就能
完成。”

线上招聘突破空间限制，在一定
程度上给了毕业生更多选择，但一些
用人单位反映，这种方式也存在精准
性差、招聘双方难以全面了解等不足。

“待在家里就可以向不同地区的单
位投递简历并进行面试，这使得一些学
生盲目‘海投’简历，用人单位虽获得了
大量求职信息，但很多简历都不满足岗
位需求。”张经理说。

此外，线上招聘无法面对面考查，
通过视频对一个人进行判断，与面对
面考查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一些公
司关键岗位的敲定仍然选择在疫情稳
定之后进行线下面试。

主动出击，多方支持

有优势，也有隐忧，但无论如何，

线上招聘在今年这个毕业季已是大
势所趋。相关专家建议，大学生应及
早进入状态，适当调整自己的心理预
期。同时，学校和相关部门也应积极
为学生扩宽就业渠道，提供就业支持。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毕业生仍
未从假期状态中调整过来。“在家待习
惯了，没有人催着就不想动。”一位大
四毕业生这样形容自己目前的状态。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办公
室副主任钟健雄说，一部分毕业生没
有认识到现在线上招聘已成为主流，
还想等着疫情过去再参加线下招聘。
疫情面前，毕业生要做的不是等，而是
主动出击，这样才能化挑战为机遇。

针对线上招聘，多位用人单位招
聘负责人均表示，毕业生从投简历到
面试都要更加用心，准备充分。“针对
不同单位、不同岗位，毕业生要有侧
重点地准备不同的简历。”智联招聘
校园及国际业务事务部渠道经理邢
庆恒建议。

高校和相关部门也应继续加大力
度，为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如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就建立校地人才供需合
作对接平台，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多个
地区人社部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达
成地区企业组团式来校招聘意向。

此外，专家提示，高校在搭建线上
招聘平台时，要对企业的背景和资质
调查清楚，谨防用人单位以招聘的名
义坑骗学生；学生自己也要保持警惕，
对于可疑单位，可要求对方提供资质
证明，必要时向学校或相关政府部门
求助，不要因求职心切而上当受骗。

本报讯 （记者 何军林 通讯员
黄晓文）为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抗击疫
情中稳定就业岗位的重要作用，切实减
轻中小企业负担。长寿区迅速启动实
施援企稳岗返还工作，对因受疫情影响
严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
有望中小企业发放第一批援企稳岗返

还补贴，为疫情期间受影响最为严重的
中小企业送去支持与温暖。

为做好这次失业保险支持中小
企业援企稳岗返还工作，长寿区人
力社保局主动对接区经信委等相
关部门，认真制定方案，优化返岗
补贴流程，力求第一时间将补贴发

放到位。该区人力社保局召集区
经信委等 4 部门对重庆川维物流有
限公司等 9 家线上申报稳岗返还的
企业进行会审，认定符合返还条件
并经公示无异议后，目前已将 9 家
企业 660.58 万元补贴资金拨付到
位，受益职工达 2209 人。

“云”端招聘，效果几何？
——疫情之下大学生就业新观察

新华社记者 王菲菲 郑天虹 解园

长寿：援企稳岗返还工作启动实施

合川：返岗直通车促进农民工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唐敖 徐应兵）

近日，笔者从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第55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合川区
严格落实援企稳岗返还补贴、返岗交
通补贴、岗位补贴等多项优惠政策，积
极畅通健康服务、交通出行、就业创业
等返岗服务渠道，开通返岗直通车，提
供从家门到厂门的闭环服务，打通返
岗的“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有
力地促进了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

据了解，合川区是重庆市人力资
源大区，农村劳动力常年稳定转移就
业 47 万余人，今年春节返乡 27.1 万
人。截至目前，全区26.4万有意愿出

行的农民工中，已返岗出行26.2万人，
出行率达99%；全区规上工业企业全
部实现复工复产，6.1 万名员工返岗
5.87万，返岗率达到96.1%。

“复工后厂里面给我们发放了
生活费和交通补助费，让我们复工
达产的积极性更高了。”返岗农民工
徐川说。

据合川区人力社保局党委书记、
局长柳萍介绍，合川区充分运用大数
据、网格化等手段，精准掌握贫困劳
动力、湖北务工返乡人员等群体就业
意愿和培训需求，依托公共就业服务
平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一帮

一、几帮一的送岗位、送政策服务，鼓
励用人单位优先招用贫困人员就业，
对符合条件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岗
位补贴。

此外，合川区推出用工线上招聘
服务和返岗包车补贴等 11项稳定和
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有效解决企业
用工和返乡人员就业“双难”问题。
依托全市首个就业创业服务超市，大
力开展线上招聘和线下预约用工求
职服务，并向骨干企业派驻人力资源
服务专员，保障了达方电子等骨干企
业用工需求，圆满完成了2200人的送
工任务。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部令 第4号）的要求，现对重
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高枧村狮子
岩建筑石料用灰岩整合矿山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进行第二
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
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od5mVN2aN_zvPKWj0r- G2g
提取码：gzwi 。
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
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
括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征求
内容为环评相关建议。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及
时限
公众可通过链接下载查阅项目
征求意见稿，并通过邮件、传真、
电话、信函、来访或填写公众调
查表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和
反映。
公众意见提出时限：2020.3.17~
3.30
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冠鹰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
建设地址：合川区草街街道高枧
村三社
评价机构：重庆乌江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联系人：黄总 电话：13618201681
重庆市万州区陈老三矿业有
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部令 第4号）的要求，本公司
现对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改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进行
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
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6tj9TyylosYLTJkIhqgMCQ 提
取码：888w。
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
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
括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征求
内容为环评相关建议。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及
时限
公众可通过链接下载查阅项目征
求意见稿，并通过邮件、传真、电
话、信函、来访或填写公众调查表
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和反映。
公众意见提出时限：2020.3.20~
4.2
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市万州区陈老三
矿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重庆市万州区长滩镇
白岩村
评价机构：重庆中楷工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老师电话：15683140440
重庆市万州区陈老三矿业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0日
遗失声明

●袁丰光遗失执业证，编号：
02004750000080020180602283，
声明作废。
●冉军华遗失执业证，编号：
02004750000080020180604035，
声明作废。
● 陈 霞 遗 失 执 业 证 ，编 号 ：
00010350011200102019000051，
声明作废。
● 缪 沙 遗 失 执 业 证 ，编 号 ：
02000350000080020170813241，
声明作废。
● 兰 雪 遗 失 执 业 证 ，编 号 ：
02000350000080020180706489，
声明作废。
●陈从芳遗失执业证，编号：
02000050011580020181000566，
声明作废。
● 李 瑞 遗 失 执 业 证 ，编 号 ：
00000550023500002019000848，
声明作废。
●蒋琴（500224198609124246）遗
失执业证，编号：020000500224800
2017050062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重庆付呗科技有限公司（社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500105MA60H1CH97）决 定
拟将注册资本1000万元减成20
万元，自公告起45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特此公告。

重庆付呗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