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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周 ，智 联 招 聘 发 布
2019 春季人才流动报告。数
据表明，相较于去年，今年针
对大学生发布的企业需求大
幅增加，但求职的大学生人数
却在下降，相应地，今年春招
期间，大学生就业形势要好于
去年同期。

记者从常州市人才服务
中心了解到，一季度的高校毕
业生签约率在 20%左右，与往
年同期基本持平。该中心工
作人员表示，近年来，毕业生

“慢就业”趋势明显。“‘95 后’
有自己的想法。事实上，毕业
后他们的出路有很多，比如考
研、出国游学、深造、考公务
员、创业等，家里支持，他们也
不着急‘挣钱养家’，那么传统
的‘毕业即工作’模式自然就
不是唯一的必选项了。”

需求端：
企 业 提 前 布 局 招 聘

会，用福利吸引人才

为了分一杯羹，往年“金
三银四”的校招季现已提前至
上年九月，毕业生刚开学就有
不少企业进校开始“抢人大
战”了。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
公司质量经理周涛几乎每年
都是校招招聘官，他发现，现
在的毕业生确实没以前那么
积极找工作了。“以前的毕业
生找到工作都会很兴奋满足，
也比较踏实。现在的孩子思
路更活更聪明，会给自己准备
更多出路。”他打了个比方，以
往录用 10 人，一般入职的会
有 6~7 个，如今就 4~5 个，有
时甚至更少。因此，公司提前
布局校招会，将范围扩大，除
本市外，还会前往外地高校招
人。

无锡一家眼科医院近日
来常物色眼视光技术人才。
他们提供的福利很诱人：为员
工提供食宿，水电、网络全免
费 ，此 外 实 习 期 还 有 每 月
1000元食宿补贴，300元住房
补贴，转正后留岗，第一年月

薪 5000 元左右。“我们的业务
发展很快，所以对专业对口的
毕业生需求量很大，希望用福
利吸引优才。”招聘官曹女士
说。

求职端：
毕业生从容不迫，最

看重职业前景

尽管需求端打得火热，但
在求职端，大学生倒显得从
容。市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学生的求职周期
比往年缩短了个把月。“往年
秋季招聘是 9 月~11 月，春招
为 3 月~4 月，一共有 5 个月时
间，现在基本上到 10 月底和 4
月中下旬，校招会就已经乏人
问津了。”他分析，原因可能有
三：一是由于校园招聘会场次
过于密集，学生多少呈现出疲
态，二是多数学生已经找到了
合适的工作，三是有的学生虽
做“考研”“找工作”两手准备，
但精力基本还是放在考研上，
没太多时间求职。

上周六，在常州卫生高职
校举行的 2019 届医药卫生类
毕业生供需洽谈会上，护理专
业应届毕业生小彭带着自己
的简历四处观望。反复斟酌
后，她投了一家溧阳的私立医
院和常州金东方颐养中心。

“第一份工作嘛，还是要慎重
点。”她说，自己是溧阳人，对
待工作的心里预期是个人发
展＞薪资＞离家近。“我还比
较关心是否要上夜班，毕竟三
班倒比较痛苦。”

记者针对本市毕业生做
了一项微调查，数据显示，求
职过程中，学生除了看重薪
资，73.33%的同学也很看重公
司未来的进修和培养计划，还
有近一半的同学希望拥有弹
性的工作时间。

此外，如今深入大学的职
业规划课程也对同学们产生
了一定的帮助，有将近一半的
同学表示自己曾做过系统的
职业规划。

杨曌

“95后”毕业生“慢就业”趋势明显

传统“毕业即工作”渐成“过去式”

本报讯 刘国钧高职校
近日举办第七届就业创业明
星评选活动并举行了颁奖典
礼，曾就读于该校的 20 位毕
业生分获“就业创业明星奖”
和“就业创业明星提名奖”。

获奖者中，有的抓住机
遇、开拓市场，创建企业实
体；有的学有专长、术有专
攻，成为“行业专家”；有的技
艺超群、勇于实践，成为技术

精英；有的忠于职守、敢于创
新，成为企业骨干；也有的脚
踏实地、默默奉献，成为岗位
能手。这些毕业生，为全校
学生树立了就业创业的典
范。

据了解，刘高职于 2005
年起进行“就业创业明星”评
选，每两年一次，至今共举办
七届，有 140 位“就业创业明
星”脱颖而出。 （皇甫）

刘国钧高职校

20名“就业创业明星”出炉

大学生的求职路

厚积薄发，总会收获自己的“小幸运”
大学生记者团 田俊佶 刘玉佳 向尚（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徐寅（常州大学） 钱晨露（江苏理工学院）
记者 杨曌

人物：远军
专业：河海大学常州

校区工商管理专业
签约企业：华为

大四的远军，如今拿到了
华为的offer，成为公司的一员。

其实，在秋招面试中，远
军就遇过挫折。他参加某大
企业面试时，通过了一面，却
在二面被问到：“来这里面试
的只有你一个是本科生吧，你
觉得一个本科生，有什么优势
呢？”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收
到过三面的消息，这让他很有
挫败感。

远军决定，在社会工作和
实习经验方面补足自己的短
板。他先后去往中建东孚、碧
桂园等企业实习，经历过一线
的营销岗、主管助理岗和财务
岗。这些实习经历弥补了书
本理论知识的缺漏，提高了他
学以致用的能力。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
华为的招聘信息，比较了房地
产行业的现状与华为的发展
前景后，远军对华为有了向
往。面试时，远军围绕着应聘
岗位所要求的能力进行陈述，
获得了面试官的青睐。“面试
时切忌不实言论，因为你表达
的每一句话都会被面试官认
真推敲。万一被提问你所不

了解的知识，最好的办法是大
方承认自己不了解。”

人物：张奕玮
专业：常州大学环境

工程专业
签约企业：中石化

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的
秋招到现在的春招，张奕玮参
加了大大小小的招聘会，也收
到了很多企业抛出的橄榄枝，
最终选择了中石化。

张奕玮回忆，自己当时应
聘的岗位只招聘两个人，然而
报名应聘的人数却超过了五
十人。经历了初试，16 人参
与复试，不乏一些知名 985、
211 高校的毕业生，相比之下
他的优势并不明显。在随后
的面试中，面试官提到 PPT
制 作 。“ 我 正 好 有 这 方 面 经
验，做 PPT 高效美观，在校内
还有点名气呢。”于是，小张
顺着这个话题提出了自己的
修改意见，也和几位面试官
交流分享了一些 PPT 制作的
小技巧。

也许正是由于这段特殊
经历的加分，小张的名字最
终出现在了录取名单上。“做
PPT 这样一项简单的技能相
信现在的大学生都会，可没
想 到 这 项 技 能 让 我 脱 颖 而
出。”

人物：钱星佑
专业：江苏理工学院

商务英语专业
签约企业：oppo公司

钱星佑是无锡人，从小在
父母的关爱下长大。习惯被
家人安排好一切，临近毕业，
他的工作也有了着落。不过，
小钱有自己的想法，“我想自
己完成角色转变，走出舒适
区，学会长大。”

他开始跑各种双选会，省
内的、省外的，都去尝试。大
学业余时间，他通过网课自学
报关内容，并考取了报关员资
格证。“广东 oppo 招聘海外
关务。”在上网课的群里，他看
到了这则就业信息。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精
心设计了自己的简历，并写了
一封真诚的自荐信，说明了自
己的意愿。终于，机会来了。

“无锡的发展也很好，为
什么要来东莞？”“报关每天都
要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法律，
不同问题，你可以吗？”面对面
试官的询问，小钱说，自己不
想做父母的“提线木偶”，想出
来闯闯。没想到，他被破格录
取了。

幸运降临，褪去了父母的
保护罩，小钱表示，自己要学着
做一个真正独立的成年人。

刷简历、跑招聘会，是每一位求职者的日常。在一场接一场的面试中，
毕业生怎样才能迅速赢得认可，把握工作机遇？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招聘会现场 朱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