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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关注

上班前先情绪签到
青岛市的温馨巴士兴达分公司制定

了独特的情绪管理方法，司机们每天把

自己的情绪估计一下，由好到坏按绿、

黄、橙、红打个分，心情实在糟糕的，管理

层就会给调一天假。

这种情绪管理方式也不是司机今天

想偷个懒休息，按个红钉子就可以的。据

温馨巴士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司机的

心情是否糟糕到影响工作，还会从每天

进行的血压、酒精等检测项中体现出来，

综合了司机自己的签到和检测结果，才

会给予无法正常进行工作的司机休息。

齐鲁网

外省市劳动力流入上海规模缩减
上海市人社局就业促进中心近日发

布的《上海市来沪人员就业状况报告

（2017）》显示，当前首次在沪登记就业人

数减少，外省市劳动力流入上海的规模

呈现缩减趋势。

人力资源专家分析指出，近年来中

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老龄人

口所占比重不断攀升，劳动年龄段人口

则逐年减少，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

也发生了变化，这是外省市劳动力流入

上海规模缩减的根本原因。同时，随着中

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的加快和经济结构的

优化，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收入

待遇越来越好，也促使了越来越多的劳

动力选择在家乡就业。 许婧

乐高全球裁员，开始数字化转型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丹麦玩具制

造商乐高近日宣布，计划裁员 1400人，

并重组整个业务。今年上半年，乐高营收

下降 5%，为 10多年来首次下滑。该公司

表示，此次裁员相当于其全球 1.82万员

工的约 8%。据了解，这次裁员目的是简

化其业务模式，顺应潮流，开始数字化转

型，在内部人员优化的前提下，为招聘数

字化技术人员做准备。

“我们现在非常专注于创造一个更

小且更加简化的组织架构，同时也在一

些市场清除我们的库存。我们将在今年

完成这些措施。”乐高集团的董事长

Jorgen Vig Knudstorp在接受 CNBC采访

时表示。

新浪

英国麦当劳员工罢工
据《联合早报》报道，英国两家麦当

劳快餐店的员工 9 月 4日发起罢工，要

求将时薪提高以及工作时间获得保障。

据悉这是麦当劳公司自 1974年在英国

开业以来首次面临的罢工活动。

据报道，英国剑桥（Cambridge)和克

雷福德(Crayford)两家麦当劳分店的 14

名员工参与罢工。他们要求公司向员工

保障最少工时并将时薪增加至 10英镑

(约合人民币 85元)。此次罢工活动还获

得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发声明支持，他

称赞这些参与罢工的麦当劳员工是“为

了争取员工权利而站出来”的“勇敢的麦

当劳员工”。

张敏

除了普遍关注的薪资福利，

员工也在寻求更高的“价值感”，

在曾经是某大型民营通信科技公

司员工张利荣看来，大学刚毕业

的学生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为

了高一些的薪酬频繁跳槽是比较

普遍的现象，而工作一段时间的

职场人，为了更高的薪酬和更好

的平台跳槽也是自然的事。大学

毕业后的 6年里，他换过不少工

作，这家大型民营通信科技公司

是他工作的第 4家公司，也是他

工作时间最长的公司。

“现在工作的这家公司相对

更看重员工的能力和工作经验，

工作更有成就感。”张利荣向记者

坦言，如果能找到一个自己满意

的工作，自己也不愿意经常跳槽，

“频繁跳槽并不是增强个人能力

的长久之计。要达到一定的能力水

平，还是需要在某个岗位有长期磨

练的过程”。

提到“满意的工作”，在采访

中，受访对象提及频率最高的词

分别是“企业的福利政策（如五险

一金、带薪假期等）”“有成就感”

“企业文化及员工关系”等。张利

荣表示，自己对工作满意度的考

量主要有三点：首先应该是良好

的福利待遇，这是平衡工作与生

活必不可少的因素；第二个是有

成长空间，作为员工并不是日复

一日、循规蹈矩的工作，而是不断

接受新的挑战；第三则是企业文

化，好的工作环境、氛围具有强大

的磁场效应。

报告发现，在我国经济全球

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多重驱

动下，职场人流动增速明显；而希

望发挥所长、创造更多影响力取

代“薪酬”成为当代职场人求职择

业的核心驱动力。普华永道人力

资源经理、领英中国认证招聘官

任懿冰表示：面试时 80%左右的

人都会主动问到岗位的职业发展

机会，其次他们会了解是否能得

到相对有竞争力的薪酬。怎样留

住人才，并将人才内化为“人才影

响力”成为企业需要重点考量的

问题之一。

本报记者叶飞艳

24 岁的许亮在长沙一家电商公司从事软件设计与

开发工作，到 9月底，他进公司刚好满两年。从一个月前

开始，许亮就开始通过各个招聘渠道投递简历准备跳槽

了。目前，他已经参加过 3个公司的面试。

每年到了 9、10 月份，都是各大企业为第二年拓展

业务而大量吸纳人才的关键时期，因此也是许多白领的

“跳槽季”。日前，一份职场调查报告显示，超六成的职场

人表示很愿意了解新的职业机会。

这个数据来源于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 LinkedIn

(领英)发布的《2017 中国人才趋势报告》，报告通过人才

大数据洞察和职场人调研，解析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升级

过程中，人才的流动趋势及就业观的变化。

在追求“职业发展”的目标驱使

下，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希望打破信

息不对称，更全方位地了解潜在雇

主，这其中包括公司的商业前景、核

心战略与价值观、招聘经理甚至是

团队背景信息等等。而“社交平台”

与“人脉”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

渠道。

据领英统计，绝大部分候选人

会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求职公司的详

细的情况，其中公司网站、搜索引擎

和领英是他们收集信息的主要渠

道，部分还会选择直接询问公司的

现任员工。而作为职场社交平台，领

英不仅可以帮助职场人通过企业雇

主品牌页面和人脉搜索功能，更好

地了解潜在雇主，而且还推出了“公

司评价功能”———鼓励在最佳雇主

和世界 500强企业工作的职场人分

享其职业体验和职场故事，话题涵

盖薪资待遇、面试流程、文化氛围、

发展前景等，以帮助求职者获取更

真实生动的职业发展信息。

领英中国董事总经理于志伟表

示：“我们在领英平台上明显地看

到，企业呈现的信息越丰富越真实，

候选人越有可能点击申请。企业应

该充分利用社交渠道打造和传播雇

主品牌，360度展现公司文化和价值

观，从‘抢夺’人才到‘吸引’那些有

能力且与企业志同道合的人才。同

时，企业也应建立起更为丰富和长

效的人才培养机制，鼓励多元文化

和创新机制，为人才创造更多的职

业发展空间。”

毕业于吉首大学艺术设计专

业的刘思思一年换了 2 份工作。

去年 7月，刚刚走出校园的刘思

思应聘到长沙一家室内设计公司

做室内设计师，前 3个月是试用

期，底薪 800，谈成业务才有提成

工资，“而且劳动强度很大，经常

要加班到晚上 10点多，后来感觉

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为了健康着

想，我就选择了辞职”。

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刘思思

在老家衡阳常宁的一家公司做起

了广告设计，“我还是希望自己大

学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派上用

场，所以依然选择了和自己专业

相关的工作。”她告诉记者，“这次

的工作比之前轻松，但工资比较

低，月薪只有 3000 多，公司平台

小，也没有什么发展前景。”最近，

刘思思又准备辞职。

领英平台大数据分析显示：

2016-2017年，中国职场人的平均

在职时间为 26个月，这意味着职

场人平均两年多就会选择跳槽。

而 2014-2015 年这个数字为 34

个月。与此同时，领英调研发现，

超 6成的中国职场人表示很愿意

了解新的职业机会。

领英中国董事总经理于志伟

表示：“造成我国人才流动加快的

动因来源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

新兴的职业价值观。一方面，我国

经济全球化与科技创新不断提

速，打破了行业和地域界限，为人

才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另一

方面，我国职场人呈现‘开放’‘跨

界’和‘目标驱动’这三大核心特

征，这样的职业价值观驱使职场

人不断追求更好的职业发展机

会，然而也为企业雇主留住优秀

人才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社交平台与职场人脉成求职信息源

企业需 360度引才
延伸阅读》》

要加薪、想升职、寻求更高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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