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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2020 新蓝领人群洞察报告》发布

80、
90 后成活跃主力军
很多国人到美国等地定居都在网上学习过修屋
顶与修水管的技能，只因为在当地，这样的服务昂贵
得吓人，拥有专业技能的蓝领人，收入也自然水涨船
高，甚至比在办公室上班的白领更高。
早几年就有相关数据显示，在美国汽车修理工的
平均年薪差不多是银行出纳员平均年薪的 2 倍；经验
丰富的保姆，年薪则更是能达到我们所说的年薪百万
人民币。
根据 Questmobile 发布的《2020 新蓝领人群洞察
报告》显示，
国内的情况，
也在近几年有了变化，
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普及，
蓝领的定义范围更加宽阔，
职业类型
也更为丰富。外卖骑手、
网约车司机、
整理师等随着时
代而诞生的新职业，
成为我们所说的
“新蓝领人”
。

“新蓝领”群体逐渐壮大
大龄裁员现象并不明显
10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
术指导中心发布的 2020 年第三季度全国“最缺工”
的 100 个职业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 的基本为蓝领
人员，分别为营销员、保洁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商
品服务员、家政服务员、客服人员、房地产经纪人、快
递员、车工。
另外，
我们常忧虑的互联网人35岁被裁现象，
在蓝
领群体中似乎也不那么明显，
反而部分工种的蓝领人，
会因为经验的积累、
技术的成熟而拥有更高的收入。
但并不是所有的蓝领人，都能达到像开头所举例
的收入水平。
他们要么是职业难度较高、
拥有不可或缺的技能，
或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经验的高技能蓝领人，要么拥有
吃苦耐劳、
勤奋努力的品质，
替代性强却踏实苦干的基
层蓝领人；要么是综合素质提升，能与时俱进，积极地

利用互联网知识、
新的技术手段来辅助工作，
努力结合
新事物的综合型蓝领人，
也就是我们说的
“新蓝领”
。

“新蓝领”活跃增长明显
80 后和 90 后成为主力军
在建筑工人、司机、维修工人这些典型蓝领之外，
“新蓝领”群体开始增长活跃。根据《2020 新蓝领人群
洞察报告》显示，蓝领总数超过 4 亿，其中新蓝领占了
1.2 亿。尤其是最近五年，互联网中的新蓝领用户月活
规模逐步上升，
到 2020 年 7 月增长已经超过一倍。
此外，新蓝领用户活跃规模与城市等级呈正比，
其中 80 后和 90 后是主力军。从地域分布看，根据
Questmobile7 月的数据，在新蓝领人群各城市等级活
跃占比 TGI 中，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 TGI 数值相对较
高，分别为 147、114 和 104。同时在年龄分布上，
“新蓝
领”中 80 后和 90 后居多，
分别占 35.1%和 34.7%。

相比典型蓝领，
“新蓝领”留在工作地发展的意愿
更大。从企鹅智库的调研数据来看，对于不在家乡工
作 的 蓝 领 群 体 ，选 择 留 在 工 作 地 的 典 型 蓝 领 占 比
25.8%，而“新蓝领”在工作地继续发展的意愿明显高
于典型蓝领，
占比 38.7%。
蓝领群体在外奔波生活，子女是内心的温暖，也
是一种牵挂。根据企鹅智库的调研报告，一些有
子女的蓝领网民表示，
“校内的教育开销”占比
最大为 76.7%，同时，
“蓝领”父母们重视子女
全面综合发展，因此紧随其后的是才艺、兴
趣培养方面的开支。

如，在网上报名系统增设“每日打卡”模块，供考生进
行健康信息填报，并要求应试人员签署健康承诺书；
在考点门口设置体温检测通道，开辟专用隔离考场和
防疫专用通道等。
今年是实施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第三
年。在考试内容上，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宪法、民法典等的考查力度，加大案例题的考
查比重；在考试方式上，主观题考试将全面实行计
算机化考试方式，因身体、年龄等原因使用计算机
考试确有困难的，可申请使用纸笔答题方式。
司法部统计数据显示，自 2002 年国家司法考试
制度建立至今，共有 110 余万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选拔
和储备了大量高素质法律职业人才，为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提供了有力人才保障。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
签订系列人才合作协议
新华社合肥电 （记者 吴慧珺）近日，在第三届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人才峰会上，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九城市共同签订了人才联合培训合作协议、技能人
才合作共建协议、人力资源产业园联盟章程等一系列
人才合作协议。
记者此前从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人才交
流合作成果发布会获悉，G60 科创走廊是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创新创业人
才富集、资源汇集、活动密集、成果云集的优势区域。

如今创业成为“新蓝领”群体实现未来规划的一
环。从数据来看，
“新蓝领”和典型蓝领群体的发展选
择稍有不同，更多的“新蓝领”希望能在积累资金的情
况下实现自主创业，寻求自己的一片天地。典型蓝领
群体则求“精”，
希望提高本行能力，
赚取更多收入。
努力获取知识、在岗位奋力拼搏是各行各业的共
同选择。
“新蓝领”
（40.5%）和典型蓝领群体（40.8%）都
认为改善教育背景，投入资金和精力学习是一种出
路。当然也有一部分“新蓝领”
（41.6%）和典型蓝领
（41.0%）选择以工作为重心，
学习为辅。 （本报综合）

“新蓝领”工作拼劲十足
子女培养开销比重大

2020 年法考开考
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白阳）2020 年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于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
举行。记者从司法部获悉，今年考试报名人数创历史
新高，同比去年增长 16.8%。
据悉，此次法考客观题考试在 30 个省区市和
香港、澳门地区设置了 296 个考区、566 个考点，近
70 万名应试人员报名参加考试。报名考试人数最
多的是广东省，为 56364 人；北京、江苏、山东三省
市的报名人数也超过了 40000 人。此外，受疫情形
势影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
区延迟考试。
今年的法考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组织实施的一
次重要考试，为此，司法部办公厅与教育部办公厅、国
家卫健委办公厅联合印发相关指导意见，要求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确保考试安全和人员健康。比

“新蓝领”聚焦创业风口
学习深造主动性强

截至 2020 年 9 月，九城市已集聚国家级人才超 1000
人，院士专家工作站 547 个，博士后工作站 771 个，高
校 176 所。
九城市还联合在合肥举办首场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层次人才”研修班，参与人员
主要是九城市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围绕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区块链技术与信息安全
的融合创新、5G 时代的工业互联网及发展前景、人工
智能专利保护等内容开展研讨交流。

北京启动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季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陈旭）为持续做好北京
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10 月 23 日起，北京
市人社局、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国资委和北京市工
商联等部门联合举办“2021 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季活动”，密集开展特色化、集成化的线
上、线下招聘活动，
活动持续至 12 月 31 日。
据悉，就业服务季是北京市服务高校毕业生就
业的重要措施，已连续举办 3 年。今年活动期间，将
举办招聘会和就业创业指导活动 230 余场。北京城
建集团、中关村发展集团、字节跳动等大量国有企
事业单位、知名民营企业积极参与，预计将有 5000
余家用人单位提供超 5 万个就业岗位。
北京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京尤码·北京
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作为此次就业服务季活
动的主阵地，活动利用“集成化”供需平台，实现就
业供需信息“扫码”互换，提高劳动力市场信息交换
效率。
在招聘会现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通过互
扫“京尤码”实现“一键”对接。企业扫码可以获知
毕业生简历、认证数据等信息，毕业生扫码可以了
解招聘岗位、单位介绍等，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实
现“无接触”就业。
23 日就业服务季首日，清华大学开展现场招
聘会和大型网络招聘会。后续，活动主办方还将
与北航、北理工、人大等高校合作，开展线下校园
专场，结合不同专业、学历、院校毕业生的实际需
求，密集开展更具行业化、特色化的线上招聘会，
力求“日日有活动”
“ 月月有特色”，为首都发展吸
纳大学生人才。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 2020 届及往届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纳入服务范围。除组织线下专场招聘会外，
北京市区两级人力社保部门将为毕业生提供就业
创业指导、实名制登记、就业见习、政策服务、档案
查询、申领补贴等全链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