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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职场人计划在疫情后改变工作状态
叶报告曳显示袁此次疫情结束后袁将有 33.8%的职场人计划改变工作

状态遥 其中袁83.3%选择在当地城市换工作袁23.5%选择去其他城市换工
作袁还有 5.4%选择辞职学习深造遥

数据显示袁选择 2020 年疫情后改变工作状态的职场人袁以 26-35
岁人群为主袁占比 29.9%袁其中本科学历者达 67.9%遥 此外袁选择改变工
作状态的职场人中袁78.7%因个人主见而选择跳槽尧 换城市或深造袁
48.4%的人为了挑战自我和寻找更多机会袁 也有 43.0%是因对当前的工
作生活不满遥

同时袁叶报告曳也对选择疫情后不改变工作状态的人群进行了分析袁
66.2%的职场人暂时不想跳出野舒适区冶袁52.3%表示已在当地稳定下来袁
39.8%表示目前行业较适合自己长期发展袁因此没有作出更换工作的选
择遥

销售成疫情后热门职业
叶报告曳显示袁95 前职场人更偏好一线城市袁95 后更偏好新一线尧二

线和三线城市遥 近年来袁多个新一线尧二线城市都发布了具有吸引力的
人才引进政策袁给新毕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袁吸
引了大量年轻人才遥

叶报告曳称袁目前从事计算机/互联网/通信工作的人数最多袁占比达
6.7%袁其次是人事/行政/后勤尧教育培训尧建筑等职业遥

疫情后选择调整工作状态的职场人袁对职位的选择也发生了变化袁
热门职业选择 TOP3 为销售尧生产管理/研发尧人事/行政/后勤袁分别占
比 9.8%尧7.6%和 7.1%遥 其中袁职场男性节后选择在计算机/互联网/通信
行业就业的比例最高袁销售尧人事/行政/后勤等职位则更受女性职场人
青睐遥

薪资方面袁目前参与调研的职场人薪资主要分布在 5000-20000 元
之间袁其中薪资为 5001-8000 元占比最高袁达 31.1%袁职场人目前人均
月薪 9665 元袁疫情后的平均期望月薪为 18608 元遥 可见袁疫情期间出现
的企业延迟复工袁甚至停产现象袁让疫情后计划选择跳槽的职场人对薪
资增长有较高期待袁 希望通过不错的收入带来更稳定和更大安全感的
生活遥

薪资是疫情后择业的首要考虑因素
叶报告曳显示袁想要挑战自己和寻找更多机会是影响职场人选择改

变工作状态的首要原因遥 疫情后调整工作状态的职场人中袁41.8%是因
为从事的工作发展前景不好袁40.2%是因为薪资太低袁35.9%是因为缺少
工作热情遥

调研数据还显示袁疫情后将调整工作状态的职场人中袁选择回家乡
发展的比例达 36.5%遥其中袁84.2%的职场人是为了照顾父母袁68.4%为了
离家人朋友更近袁31.6%希望减小生活压力遥

总体看袁 疫情后职场人择业时将考虑因素 TOP3 是薪资水平
渊52.2%冤尧个人发展渊40.2%冤尧工作环境渊34.4%冤遥 其中袁21-35 岁职场人
比较注重公司氛围和公司所在地袁对于工作时公司环境的要求更高曰而
35-40 岁的职场人因为背负较多家庭压力袁对于薪资的要求更高遥

同时袁叶报告曳对职场人 2020 年的规划进行了调研袁有 58.9%的职场
人希望 2020 年能涨薪袁52.2%的职场人希望去更大平台开拓眼界袁
44.0%的职场人期待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遥与高级员工涨薪的主要期望
相比袁39.3%的初级员工选择了在新的一年提升工作技能袁可见袁通过技
能的逐步提升获得良好的职场发展是部分职场人的职业规划遥 在家庭
方面袁叶报告曳反映出袁共有 66.6%的职场人把渴望家庭美满尧家人健康
放在首位遥

就业问题是横在 2020 届毕业
生面前的一道坎儿遥 教育部公布的
数据显示袁今年将会有 874 万的应
届毕业生袁创历史新高遥 受疫情影
响袁那些寄情春招和原本计划出国
深造的大学生袁也遇到各种意想不
到的情况遥

因 2 月尧3 月的雅思考试取消袁
4 月的考位锁定袁 华东理工大学商
学院大四女生李曼宁的留学计划
暂时中止遥 转而求职后袁她观察到袁
此次春招袁 商科岗位数量不多袁还
更倾向于有编程能力的理工科袁比
如袁银行就需要更多后台系统维护
的 IT 岗位遥 多种因素叠加袁致使拿
到 offer 的同学少之又少遥

一些已经找到工作的同学也
有所担忧遥 一位华中农业大学生物
化学专业的硕士生告诉记者袁他考
上了一家事业单位袁当初报考要求
是 7 月底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袁但
现在他还没有做完实验袁可能面临
延期毕业袁影响单位的政审袁以致
无法顺利入职遥 他身边还有同学签
了生物公司袁原本约定 4 月送审资
料袁但很担心届时不能返校遥

伴随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袁 各地复工速度有所加快袁近
期就业市场开始回温遥

根据 BOSS 直聘最近发布的叶2020 春招就业
市场追踪报告曳袁2 月 24 日开始袁 就业市场出现
了首个人才需求快速增长点遥小微企业岗位需求
有所复苏遥千人以上规模的大型企业人才需求规
模已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九成遥 其中互联网行
业 30%的新增岗位为技术类袁 开启新一轮抢人遥
交通/物流行业岗位需求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
平遥

教育部更是野点名冶临床医学尧公共卫生尧集
成电路尧人工智能尧预防医学尧应急管理尧养老服
务管理尧电子商务等专业袁表示经过调研袁今后一
段时间袁 这些学科人才的社会需求会比较旺盛遥
野这显然是一个好势头袁 关键点在于企业是否看
到这一点袁还有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遥冶云南大学工
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电子商务系杨路明教授
说袁就本专业来讲袁物流与电子商务的有效协同袁
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遥

得益于学校组织的野空中双选会冶袁因考研错
过秋招的的河南姑娘刘丹得到某教育机构的入
职邀请遥 根据对方公司要求袁完成了一份笔试考
卷袁录制了 10 多分钟的试讲视频遥

刘丹坦言袁从考核方式到考核内容袁线上招
考没有降低难度袁仍秉持野择优冶原则遥 为顺利通
关袁她付出不少努力遥 尤其在提交时限不足 3 天
的试讲录制环节袁她先是花费一下午时间袁准备
了教案袁接着反复练习袁录制了 10 多遍袁才选出
较为满意的版本遥

对此袁她建议袁想在春招有所斩获的毕业生袁
要认准求职目标袁关注老师和班干部推送的招聘
信息袁积极参与适合自己的线上面试袁野最重要的
是要把握每一次机会袁多一手准备袁就会多一点
希望冶遥

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担任人力资源经理的
陈果袁已连续多年参加校招工作遥近期袁其所在的
公司袁就录取了一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应届毕
业生遥疫情之下袁她建议袁正在求职的同学要清晰
自己的择业方向袁 看准职位和公司的发展前景曰
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现阶段的价值曰做好职场前两
年钱包紧巴的心理建设遥同时袁关注细节袁做足准
备遥

针对教育机构的线上招聘平台 野可以为师
矣冶的负责人朱俊帆告诉记者袁由于疫情期间线
上教育的需求陡增袁各个线上教育机构的招聘数
量迅速增加遥 野例如总部在杭州的在线辅导机构
耶铭师堂爷袁两个月之内招聘需求从 200 人涨到了
2000 人曰在线教育机构耶猿辅导爷袁日前发布推
送袁要补充招募 1 万人曰北京的在线教育机构耶跟
谁学爷 近期计划招聘 3500 位辅导老师袁 他们的
HR 告诉我袁这两天每天能收到上千份简历遥 冶

在朱俊帆看来袁部分找工作困难的大学生不
是没有门路袁是因为忽略了行业需求袁事实上这
些教育机构招聘的大多数是应届生袁 且不限专
业遥 据他了解袁不少应届生已经通过线上招聘拿
到了 offer袁有的已经在线签了三方协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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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牛广文
随着各地企业逐渐有序复工袁58 同城基于职场人对疫情后职场的发展以及期望进行了调

研袁发布了叶2020 年就业趋势调研报告曳渊以下简称叶报告曳冤遥 报告显示对 18-40 岁尧一线和新一
线城市职场人进行调研袁对其目前整体工作情况尧疫情后就业的工作计划袁以及对 2020 年的职
业规划予以归纳总结袁全面展现求职者就业趋势野画像冶遥

报告显示袁计划在疫情后调整工作状态的职场人中袁36.5%选择在家乡发展袁主要是为了方便
照顾父母曰职场人疫情后将会选择从事的 TOP 3 职业分别是销售尧生产管理/研发尧人事/行政/
后勤曰 职场人择业时考虑的 TOP 3 因素是薪资水平尧 个人发展和工作环境曰58.9%的职场人对
2020 年的工作期待是涨薪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