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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招聘提前进入寒冬

路透社日前引述英国最大的雇主
联盟组织 ， 工业联盟 （CBI） 和招聘
咨询公司Pertemps Network Group的年
度报告说 ， 51%的英国公司计划在明
年维持或增加招聘， 而46%的公司预
计会减少或完全冻结招聘。 受新冠疫
情冲击， 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削减招
聘新员工或完全冻结招聘的英国企业
数量远高于去年。 欧洲其他国家的大
多数大企业也都处于裁员状态， 如法
荷航计划裁员8000-10000人， 宝马计
划裁员6000人等。 一家德国汽车企业
的主管克劳斯对记者表示， 现在大企
业都处于 “生存状态”， 只有 “发展状
态” 时才会大量吸收应届毕业生。

“我在大二时参观过波士顿的大
型招聘会， 却在今年要毕业时再没有
了这种机会。”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一所学校就读亚洲经济相关专业的中
国留学生田同学对记者说， 每年这个
时间在波士顿都会举行2-3天专门面
向亚裔学生和亚洲留学生的大型招聘
会， “虽然不一定当场投简历就能得
到回复， 但是在场有成百上千家大型
企业的介绍会， 我们也可以学到以后
求职时需要如何准备自己 。” 田同学
说， 目前她知道的几个大型招聘会都
已取消， “不知是否会改为线上， 但
效果会差很多”。

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报道， 韩国
大型招聘门户网站针对530家上市公司
展开调查， 结果显示下半年确定招聘
大学毕业新职员的上市公司占57.2%，
比去年减少9.6%。 受访的各企业一致
表示， 经济不景气加上疫情影响， 没
有条件开展大规模招聘。 招聘方式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 下半年计划开展校
园招聘的企业占39.6%， 比去年减少
10%。 相反， 计划进行社会招聘的企
业占41.4%， 与去年相比增加了10.7%。
这也是首次社招比率超过校招。 不少
企业认为， 不定期的社会招聘比校园
招聘更有效率， 且由于经营环境的变

化， 比起新职员， 更愿意优先录用有
经验的员工。

学生选择延期毕业躲避难关

在疫情影响下， 很多中国留学生
也意识到， 现在在国外找到一份工作
并不容易。 从英格兰诺福克郡当地大
学毕业的徐同学对记者说， 他的班上
有来自世界各地约20名国际留学生 ，
很多人最近都联系过当地雇主机构或
人力资源中介， 但没人获得面试机会。
徐同学抱怨说， “雇主方面回答几乎
都是一样的， 都说 ‘疫情过后再说’，
但也很难说企业何时有招募新人的
计划”。

仍有机会留在英国工作的中国留
学生主要从事金融和会计等行业， 这
类大型公司仍然拥有合同市场。 不过，
有限的招募机构对于数以万计的毕业
生来说显然是僧多粥少。 在伦敦当地
大学金融专业的毕业生陈同学对记者
说， 她最近一共通过网络面试了7家企
业 ， 仍未获得任何二度面试的机会 ，
雇主也直言， 面试的人实在太多了。

英国政府面对明年1月底结束脱欧
过渡期的劳工市场前景， 已经决定大
幅改革工作签证制度。 今年9月就读的
国际留学生毕业后， 可获得长达两年
的毕业生工作签证机会， 但刚刚毕业
的学生确实是错失良机。 对于明年的
招聘市场， 当地企业仍抱观望态度。

德国 《焦点》 周刊称， 欧洲今年
至少有1/4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外国学生毕业后更是 “难上加难”。 今
年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机械工程毕业
的刘同学希望在德国从事机械行业 。
他最近两个月向30多家企业申请工作
位置， 却没得到一个面试机会。 他对
记者说 ， 前两年师姐师哥们都借助
“中国背景” 进入德国机械制造企业，
后来外派到中国分公司。 但今年这些
企业都不招人 ， 连免费实习机会也
不给。

相较北欧国家， 南欧国家大学毕
业生就业更是艰难。 《焦点》 周刊报

道， 西班牙、 希腊等国， 超过1/3以上
的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目前在
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就读旅游
专业的蒋同学对记者说， 本来今年他
就可以毕业 ， 但因为没有工作位置 ，
所以他决定延期毕业。 他希望在西班
牙旅游机构积累两年的工作经验。

不过， 疫情中也有一些 “好专业”
的学生不愁找不到工作。 德国联邦劳
工局就业专家对记者说 ， MINT学科
（包括数学 、 计算机科学 、 科学和技
术）， 以及医疗类的毕业生仍有许多工
作位置。

更多学生选择回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与往年相
比， 今年应届毕业生决定回国的明显
更多。 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蔡同学
就是其中一位。 她对记者表示， 现在
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经济因为疫情仍处
于困境之中， 而国内则已经迅速复苏，
工作机会更多。 “现在中国国内的薪
水与法国也相差越来越近， 有时甚至
更高。” 目前准备回国的波兰华沙大学
应届留学毕业生张同学对记者说， 随
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 中国企业日益
国际化， 加上收入与欧美企业的不断
接近， 留学生回国就业越来越成为潮
流。 不过， 他也认为， 留学生相比国
内学生的优势也在减少。 创纪录的中
国海归正返回原本就已拥挤的国内就
业市场， 竞争会更加激烈。

对于已经在国内上网课的留学生
来说， 直接在国内参加秋招更是一个
现实的选择。 在纽约上学、 今年升入
研究生2年级的赵同学在疫情爆发后就
已回国， 5个月以来一直在国内上远程
网课。 “原本虽然也有毕业后回国发
展的想法， 但当时想在美国先历练一
段时间， 自身会比较有竞争力。 现在
我直接打消了这个念头， 已经开始了
解在国内求职的种种信息了 。” 他表
示， 周围有类似想法的同学不在少数，
“今年或许会成为留学生最难的一年”。

摘自 《环球时报》

这这个个毕毕业业季季
留留学学生生海海外外求求职职无无门门
纷纷纷纷选选择择回回国国

10月， 在往年是应届
毕业生求职和企业秋招的
大热时期。 留学生们以往
在这个时间段常穿梭于留
学国的大型招聘会， 不少
企业也会奔走在各所高
校，希望纳入新鲜血液。然
而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下， 这个本来应热热
闹闹开启人生新旅程的重
要环节， 变得前所未有的
冷清———学生们无法和企
业近距离接触， 企业也找
不到合适人才。 更有不少
学生打消在国外就业的想
法，想要回国发展，也让今
年的国内秋招竞争变得更
为激烈。

河北唐山：
收获生姜获良好经济效益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韩城
镇在实施产业富民过程中，通过土地流
转模式引导农民规模化发展生姜种植，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据介绍，目前韩
城镇生姜种植面积1万余亩， 有效促进
了农民增收。图为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
大张刘村农民展示收获的生姜。

■看天下

福州：
智慧幼儿园管理系统投用

近日，福州市首批智慧幼儿园———
蓓蕾幼儿园智慧校园管理系统正式投
入使用。该智慧幼儿园管理系统由AI人
脸识别出入设备、晨检机器人等系列设
备组成。在其控制的中枢管理系统上有
幼儿考勤、入离园、晨检、运动等多项信
息记录，该系统能根据大数据分析每位
幼儿的运动健康、 行为兴趣等分析报
告，为幼儿的个性化教育和校园管理等
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江西新余：
“油面村”里油面香

金秋时节， 在江西省新余市高新
区马洪办事处王家下村， 村民们迎着
阳光晾晒传统手工油面。 王家下村是
传统的 “油面村”， 家家户户保持着手
工制面的传统 ， 至今已有300多年历
史。 村民制作油面要经过和面、 划条、
盘大小条、 发酵、 上竹、 晒面等十几
道工序， 从凌晨起便开始忙碌。

重庆江北：
文创街区假期受青睐

长假期间， 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观
音桥街道的北仓文创街区受到游客青
睐。 北仓文创街区由重庆市江北纺织
仓库老厂房改造而成， 由城市公共图
书馆、 休闲商业区、 文创办公区等构
成 ， 街区保留了城市的记忆与历史 ，
文艺气息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