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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资讯INFOS

9 月、10 月是找工作、跳槽
的热季， 许多企业也会在这时
启动招聘。 为了满足招聘方与
求职者的双向沟通需求， 快手

“快招工” 在 9 月 6 日至 9 月 8
日举办“服务行业招聘季”专
场，以“直播带岗”形式促进服
务业蓝领就业， 助力服务业企
业解决招工难题。

据悉，快招工“服务行业招
聘季”专场吸引了美团、58 到家、
快狗打车等 20 家优质企业参
加，涵盖物流配送、家政、出行、
餐饮等多元领域，且许多企业在
全国范围内都为求职者就近分

配工作地点。 此外，针对服务业
的不同岗位特点，部分岗位还分
别提供包吃包住、 高温补贴、晚
班补贴、技能培训等福利，为蓝
领提供切实工作保障。

岗位最高月入 2 万

数据显示， 在 9 月 6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早至上午 10 点、晚
至深夜 11 点均有企业账号或招
聘主播在进行直播，为求职者详
细讲解每个岗位的上岗要求、工
作内容、薪资福利等信息，招聘
的岗位多为骑手、保姆、网约车

司机、货运司机、客服等服务业
蓝领岗位，薪资在每月 5000 元-
20000 元之间。

此外，一些主播也在为企业
“直播带岗”助阵。 例如主要招聘
外卖骑手的主播会前往各个线
下骑手站点，帮求职者考察站点
周边的商圈情况，列出地区的平
均单价和人均日单量等，也让求
职者对入职后的住宿条件和生
活成本有直观的了解。

截至 9 月 9 日上午， 本次
“快招工” 服务行业招聘季专场
的相关直播累计获得千万曝光
量，观看量超过九百万。

助力服务业蓝领就业

目前，第三产业服务业蓝领
的规模达到 2.08 亿人，蓝领整体
规模达到 4.26 亿人。但蓝领招聘
的需求虽然庞大，线上化率却仅
为 5%。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
分地区的线下招聘难以展开，随
着“金九银十”蓝领就业热季到
来，“直播带岗”正在成为重要的
招工渠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
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
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长期

以来，蓝领群体在找工作中一直
面临着供需匹配效率低、招聘信
息虚假宣传等问题的困扰。 同
时，用工单位也感觉到招聘成本
越来越高。 面对普通劳动者大量
使用短视频平台求职的需求，今
年 1 月，快手平台建立起“快招
工”的功能，为用工企业和劳动
者搭建沟通桥梁。

接下来，“快招工”等直播招
聘平台将发挥覆盖范围广、真实
互动强的优势，促进企业与求职
者的高效精准匹配，持续帮助蓝
领群体实现高效、稳定的高质量
就业。 （高文兴）

快手“快招工”发起服务业“直播带岗”专场
助力解决“金九银十”招工难题

9 月 15 日， 中国饭店协会
与副会长单位百胜中国签署“餐
饮管理运行‘1+X’证书”合作协
议，百胜中国将该证书作为应届
毕业生员工上岗、就业、竞聘的
参考之一， 开展“店长培训”项
目，在院校和行业建立餐饮店长
培训基地，向院校以及行业输出
服务管理标准。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制
度文件推动产教融合。 其中“学
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 ”制度（简称“1+X”证书制
度”） 便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
一项重大制度创新。“1”学历证
书与“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结合，是让学生在一本学历证书
的前提下， 获得 X 本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X 证书最大特点是 X 证书
的标准与行业先进标准对接，课
程与行业标杆企业的先进理念、
岗位实际需求、行业发展趋势对
接，最终得到企业认可并输送就
业，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陈新华
表示，中国饭店协会成为教育部
“1+X” 证书第四批试点社会评
价组织。协会的“酒店运营管理”
“餐饮管理运行” 两项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是职业院校学生和在
职一线人员向管理层迈进的轻

管理岗位证书。 协会还利用自
身优势，结合行业标杆企业岗位
需求，将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挂
钩、 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一致、
联合行业标杆企业互认等方式
提高证书“含金量”。

目前，两项证书已获得 300
余所院校认可，培训近 500 名院
校教师。

据百胜中国介绍， 在百胜，
营运管理培训生最快在 18 个月
内学习餐厅经营所需的运营、财
务和管理知识，完成餐厅经理的
发展路径，并可追求进一步的发
展，成为全能型行业领袖。 该体
系不但为行业培养高素质餐饮
技术人才，向行业输出高标准的

餐饮营运经验，还为构建我国高
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贡献一份
企业担当。

百胜中国首席人力资源官
袁耀宗（Aiken Yuen）表示，中国
餐饮行业规模达到近 5 万亿元，
通过此次合作，希望为行业培养
更多优秀餐饮人才，助力中国餐
饮行业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也
为中国消费者持续打造舌尖上
的美味。

下一步，中国饭店协会将继
续打造“岗课赛证”融通发展的
全链路体系，与更多行业伙伴一
起推动教育培训、 行业研究、企
业服务、专委会建设、职业技能
竞赛等工作。 （徐辉）

中国饭店协会联合企业
打造校企对接高质量平台

日前， 方正
证券教育帮扶项
目捐赠仪式在京
举行。 现场，方正
证券向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教育
发展项目捐赠善
款 280万元。

“振兴乡村要
靠人力资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因
此乡村振兴越往前发展，教育的作
用就越突出。 ”教育部学生服务与
素质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玉
光从政策层面强调了教育在乡村
振兴中的基础性、 关键性作用，并
阐述了方正证券在欠发达地区积
极开展教师教研提升项目的意义。
他表示，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
展中心将全力做好项目支持工作，
联合各方力量推动乡村教育发展，
赋能乡村振兴。

自 2016年以来，中国证券业协
会积极发挥作为自律组织的联系动
员作用，先后发起“一司一县”结对
帮扶、“一县一企” 产业帮扶行动、
“证券行业助力乡村振兴行动”倡
议，引导证券公司立足行业优势、开
展合力帮扶。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
长张冀华介绍了协会在行业倡议方
面所做的努力， 也对方正证券在服
务脱贫攻坚、 促进乡村振兴过程中
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认可。

多年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始终把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先后策
划实施了新长城助学、 阳光跑道、
爱心包裹、加油未来等多个教育项

目， 依靠社会力量累计捐助资金
20 多亿元， 惠及 970 多万名小学
生、19 万人次高中生及 14 万人次
大学生。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
事长陈志刚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把乡村教育
发展作为工作的重点领域，广泛汇
聚社会资源，从解决“能上学”“上
好学”，到“全面发展”上持续发力，
着力做好四项工作：一是把助力乡
村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战略重点；二
是把乡村教师队伍能力提升作为
关键手段；三是把推动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作为突破口；四是强化乡
村人才发展外延。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 湖南方正证券汇爱公益基金
会理事长熊郁柳总结了方正证券
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主要探
索：第一，在顶层设计方面，方正
证券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紧跟党
中央决策部署， 积极主动服务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 真正做到党有
号召，司有行动；第二，在具体抓
落实层面， 方正证券建立捐赠长
效机制，实施平台化运作，注重实
效和高质量发展。 （李庆）

方正证券捐赠 280 万元
致力教育帮扶

近日，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携手华铁传媒共同推出的

“乡村振兴公益专列”在江苏徐
州东站发车， 该活动旨在宣传
乡村发展新气象， 倡导公众关
注和支持乡村振兴事业。

此次公益专列通过车身彩
贴、桌贴、头片、车外门贴、车内
门贴、品牌天幕、海报、创意贴、
语音播报、LED 滚动屏，车内外
全媒体形式展示了中国扶贫基
金会更名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后的五大业务方向： 产业发
展、人才发展、乡村建设、乡村

社会事业和社会动员；推介了一
批重点品牌项目：包括带动全民
运动与公益相结合的“善行者”
项目、促进三产融合的“百美村
庄”项目、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

“善品公社”项目、提升青年综合
能力的“大学生发展”项目、助力
乡村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林
建设”项目和改善儿童营养健康
的“爱加餐”项目等。

高铁列车全媒体展示形式
旨在宣传推广乡村振兴战略和
公益慈善事业，促进社会公众对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新理念、新

方向的了解， 动员广大公众关
注、支持、参与乡村发展。

据悉，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公益专列日运行 64个车次，重点
覆盖长三角地区， 涵盖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河南、山西、陕西、
四川、安徽、山东、江苏、浙江、湖
北、江西、湖南等全国各地重要城
市， 车厢内全部平面广告用于支
持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项目宣
传，传递“助力乡村发展，促进共
同富裕”的宗旨，将使 183.6 万旅
客见证乡村发展新局面， 助力乡
村振兴新征程。 （李庆）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谐号
“乡村振兴公益专列”发车

2022 年 9 月 5 日 12 时 52 分，
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
震。 6日起，水滴公益联合深圳壹基
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
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北京平
澜公益基金会、四川扶贫基金会、中
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等多家慈善
组织发起驰援泸定抗震的募捐项
目。 截至 9月 15日，10万余爱心网
友参与捐赠，筹集善款近 300万元。

目前，在社会各界努力下，受
灾群众基本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群众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大
部分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
得到恢复， 已开展地震次生灾害
排查处置。 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
部决定， 从 2022年 9月 12日 18
时起， 终止省级地震一级应急响
应， 应急救援阶段转入过渡安置
及恢复重建阶段。 （王勇）

水滴公益联合慈善组织赈灾
为泸定灾区筹款近 300万元

� �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陈新华（前左）与百胜中国首席公共事务官
王立志（Alice Wang，前右）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中国饭店协会资深
会长韩明（后排居中）等嘉宾见证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