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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别的就业季，最“划算”的出路在哪
“云”毕业与“云”招聘

云毕业答辩、云毕业典礼、云毕业照、云

散伙饭……

“我的感觉就是太匆忙了，几乎没有毕业

的实感。本来学校安排的是分5批返校，但刚

返到第二批北京疫情就又严重了，后面的都

取消了。我刚好赶上第二批，但学校也只给了

两天的整理时间，还得帮后面没能返校的同

学收拾行李。”在北京上学的侯玉婷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在匆忙和疲累中，还来不及伤感，

就和大学生活告别了。

和侯玉婷一样，全国874万毕业生提着行

李站在了十字路口。受到疫情影响的不仅是

毕业状态，更是下一步的去向选择。

“往年这时候应届生就业率基本能达到

六七成，但今年只有三成左右。”北京某985大

学负责学生就业工作的范老师直言。

相比于往年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按部就

班的秋招、春招，今年的招聘季变化给毕业生

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一方面是岗位少了，另

外流程的变化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节后本来

是招聘最热的时候，但今年因为疫情，刚开始

是线下的展会全面取消了，之后转到线上。其

实学校也组织了很多招聘活动。线上招聘虽

然看起来机会也不少，但需要更多的筛选，流

程上也很不一样，有些同学可能没法完全发

挥出自己的实力。在线招聘总体来说实际效

果比较一般。”范老师直言。

升学与扩招

面对今年的就业形势，国务院多次提出

必须把稳就业放在首位，各地也推出了不少

解决应届生就业的举措。其中，公务员、教师

等岗位的扩招，以及硕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

也给毕业生提供了一些机会。

“又焦虑又佛系”。“我现在就是处于这种

状态，有时候感觉使不上力，撒完简历之后也

只能被迫等待。”祝秋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疫

情带给她最大的感觉就是不确定性。因此在

家人的建议和多重考虑下，她选择以退为进。

祝秋在湖南大学本科毕业后，在香港攻

读硕士。学校的复课时间多次延迟直至取消，

实习的单位也无转正的机会。祝秋谈道：“在

这个不确定的过程中是特别心烦的，每天都

在考虑以后怎么办，根本没法沉下心来工作

或学习。比如香港的检疫时间推后了好多次，

每次都是买了票又退，到最后行李都得托别

人收拾，很仓促地就毕业了。当时实习了两个

月之后，看到教师和公务员有扩招，家人建议

我先回去考试。这段时间特别‘颠沛流离’，回

家考试就想寻求一份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吸引着更多的“祝秋”。北京

商报记者查询各地省考情况发现，已公布省

考计划的十余个省份均有明显扩招。如陕西

省2020年省考于6月28日开始报名，共招聘

5765人，相比于去年的4720人同比增长22%。

再如内蒙古在6月9日发布的2020年公务员招

考简章，共计划招录7270人，较上年度的1471

人扩招近400%。

升学也是毕业生在工作之外面临的一大

选择。2月28日，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明确表

示，今年将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同比去

年增加18.9万，普通专升本扩招32.2万。虽然

研究生扩招是近年的趋势，但根据中国教育

在线发布的《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

告》测算，2019年，考研录取人数约为80.5万

人，则2020年扩招比例约为23.5%，远高于往

年10%左右的扩招比例。

虽然总体来说，扩招意味着在录取线边

缘的考生有更大的机会“上岸”，但机会依旧

有限。2020考研报名人数达到341万，相比去

年的290万增长了17%，考上研究生并没有容

易多少。且扩招计划指标主要向中西部和东

北地区高校倾斜，重点投向临床医学、公共卫

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专业。

今年考研失败、计划在明年“二战”的许

梦直言，研究生扩招对自己没什么影响。“我

考的是法律的专硕，国家线还涨了5分。研究

生还是希望能上好一点的学校，但双一流高

校实际扩招的也很少。扩招对于愿意调剂的

同学还是有点帮助的。”

国外留学作为升学途径之一，也在今年

因为疫情受到较大的影响。侯玉婷从去年开

始准备出国的雅思考试、申请欧洲的学校，目

前在实习的同时还在等待心仪offer中。

另一名同样准备留学的毕业生小雯也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其实欧洲方面offer影响不

是很大，没听说有缩招的情况。但是具体去不

去上学，可能每个人对形势的判断和想法不

一样。一方面是很多课程可能得通过网络来

上，会考虑实际效果或者说学费值不值当；另

外一方面对疫情和国际形势也会有些担心，

也只能再等等看新的情况。”

新领域与大市场

升学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本科毕业生就

业难的问题，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也表示，硕士扩招无法解决长远的就业

难问题。如不能保障培养质量，不过是延缓两

三年就业时间而已。从长远来看，就业市场的

复苏还需要依赖新经济的活力。

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在疫情期间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导致新员工招聘减少。但

一些新经济业态在疫情期间爆发出更强的生命

力，自然也成为今年招聘季中的新兴主力军。

在今年4月，教育部和商务部也联合举办

了电子商务行业面向2020届高校毕业生网上

招聘活动。据智联招聘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大学生就业力

报告》显示，一季度，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位

列就业景气较好的10个行业。

拉勾网的调研也显示，以电商、企业服

务、文化娱乐为代表的十大互联网领域，在疫

情期间的校招人才需求逆势增长，体现出“宅

经济”下的国民消费态势。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不少电商平台也

针对高校应届生推出了专属岗位。如苏宁推

出5000个岗位的管培生招聘计划和互联网店

长工程招聘计划；生鲜电商叮咚买菜计划招

聘1000名应届管培生，是去年的30多倍。

某生鲜电商企业校招负责人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近期企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尤其是

疫情期间由于需求旺盛，营收增长较快，因此

扩大对于应届生的招聘也是公司发展的需

要。招聘的应届生中，专业类岗位主要面向农

林、水产专业的毕业生，而综合类岗位更开

放，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公司对于招聘

来的应届生也有比较详细的发展规划。岗位

推出后也很受毕业生欢迎，今天又有一批新

员工入职，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训练。

此外，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也催

生了一批新职业，提供可观的行业机会。以直

播电商提供的岗位为例，北京商报记者从招聘

平台上发现，包括主播、直播运营、直播监看一

线运维、选品官、直播场控、直播策划等有多种

新岗位，并且大多对于工作经验无具体要求。

根据2020年春季校园招聘数据，毕业生

也倾向于进入新经济行业。毕业生杨林就在

今年4月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医疗”的公司。

公司在疫情期间提供医生线上问诊等服务，

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杨林谈道：“进去之后发

现公司的招聘量很大，包括IT等大量的专业

技术人才，包括提供线上问诊服务的医生和

护士需求量也很大。”

随着新业态的发展和成熟，技术、产品、

运营等岗位需求更细分，专业化程度也进一

步提高。岗位的供应和需求都处于旺盛状态，

不难预见，新业态将成为吸引毕业生就业的

大市场。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北京高考方案落定 市教委详解防疫焦点

每考场人数降至20人

据统计，今年北京高考考生49225人，设

17个考区，132个点。市教委将在考前每天掌

握考生健康状况，特别是考前第14天和第3

天，对所有考生进行健康状态监控，无异常

的考生可正常参加考试。

“根据防疫要求，降低考场人员密度，将

每考场考生人数从30人降至20人。”李奕表

示，在考点设置方面，每个考区设置1-3个备

用考点校，用于提前安排考前身体状况异

常、集中医学观察、居家观察或居住小区封

闭管理阶段考生的考试。每个考点校设置不

少于3个备用考场，用于安排考试当天入场

时健康检测异常或考试过程中身体状况异

常的考生考试。

当谈及当前高考考生健康状况时，李奕

表示，目前无新冠肺炎确诊及疑似考生。对

于高考当天临时出现发热等症状的考生，将

安排在备用考场考试。考前需要健康监控，

如发现考生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

染者，须经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

机构专业评估后，再行个案研究考生考试相

关事宜。

此外，此次发布会还介绍了特殊情况

下，对于考生备考“一类一策”的特殊安排。

例如，对于集中医学观察的考生，安排在备

用考点单人单场考试，由各区专门安排车辆

送考，实行全程封闭管理；对于居家观察或

居住小区封闭管理阶段的考生，安排在备用

考点参加考试，考生座位间距应不小于2米。

“本市中考将在7月17日-19日举行，考

生7.8万人，将参照高考工作方案和各项防疫

措施组织实施，并视本市疫情防控形势的变

化，对中考组织的工作方案和防疫措施等进

行进一步调整完善。”李奕说。

一律全程佩戴口罩

由于高考涉及较大人员流动，如何最大

限度做好防护，切断疫情传播至关重要。发

布会上，李奕明确，考试期间考生和考试工

作人员在考点内一律要全程佩戴口罩。“考

试环节当中，或暂摘口罩进行身份核验，考

生配合即可。”此外，李奕表示，考生和工作

人员进入考场时，均要通过速干型手部消毒

剂进行双手消毒。

为了应对考场内考生口罩断裂或弄脏

等情况，李奕表示，各考点已备好一次性医

用口罩。“但也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和考生，因

为考试全程均需佩戴口罩，舒适起见，最好

为考生准备备用口罩。”

若考试过程中考生出现发热、咳嗽、呕

吐、腹泻、呼吸道或者消化道症状者，考点的

防疫副主考会同主考将及时进行现场研判，

确定考生是否具备继续完成考试的条件。如

果具备考试条件的考生，将被安排在本考点

的备用考场考试，并从普通考场转移至备用

考场。研判和转移过程中耽误的时间经北京

教育考试院批准后，将在本场考试结束之后

予以补齐。在当场科目考试结束时，也要由

负责研判的专业人员到考场当场简要地向

所有考生进行解释和说明。

李奕表示，高考在即，全市不再对考生

作出统一核酸检测要求。“考虑到当前北京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还十分严峻，在这个时候

如果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的话，无论采取什么

方式，都会增加孩子的出行，增加交叉接触

的风险。”

考场不采用中央空调

应考前，部分家长及考生针对考场内通

风消毒提出疑问，对此，李奕作出统一回复。

考前各考点要在各区卫健部门疾控部门的

指导下，指定专人对考点，包括考试场所、通

道、区域和桌椅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并明确

张贴完成的标志，便于后期检查。

考试当天，考务人员将对考场和考务室

及其物体表面进行预防性消毒。每场考试开

始前还要确保考场考务室开窗通风30分钟

以上。考试期间，考场和考务办公室门窗都

不完全的闭合，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以保

持自然通风为主，也可以采用电风扇等设备

加强通风，气温较高的时候可以合理地使用

空调降温，使用前也将按照空调设备相关的

消毒管理规范，做好预防性消毒。

疫情期间，卫生间等公共场所消毒备受

关注。对此，李奕回应道，考点卫生间的消毒

分两部分，门把手、水龙头等手部经常接触的

表面，将用每升500毫克的含氯消毒液，或其

他可用于表面消毒的消毒剂擦拭消毒，作用

30分钟后清水擦拭干净；另外一方面，增加对

于大小便池的消毒频次，确保使用卫生清洁。

对于地面和可能被污染的墙面，包括拖布、

抹布等用具，也已提供消杀标准。

空调使用方面，李奕特别强调，不使用

中央空调，空调都是分体式。各考点会为空

调出风口做好遮挡，家长和考生可放心。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2020年高考在即，新一轮疫情让北京的高考方案打上了一个问号。是否按原计划
开考？如何保障考试安全？各界普遍关注。6月29日，在北京市召开的新冠肺炎防控工
作第136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对这些
问题给出了明确答复，“今年北京高考时间为7月7日-10日，其中7月7日-8日为全国统
一高考时间；7月9日-10日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时间”。

22岁生日这一天，侯玉婷回到阔别半年的学校。除去帮未返校的同学收拾

行李、繁杂的手续，她只来得及在毕业墙前留下一张简单的自拍。

彷徨，是2020年高校毕业生提及最多的词汇。疫情影响下，返校时间一再延

迟，原本计划好的考试、实习、告别都被打乱，匆忙地踏上就业征程。

史上最大规模的874万毕业生，迎来最特别的就业季。过去一周，北京商报

记者找到了各种类型的毕业生，在个体差异中拼凑群体画像。记录他们的就业

选择，丰满这些选择背后特殊经济时期的经济图景。

就业数据一览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
比4月隗0.1个百分点

6月29日，中消协发布的“6·18”
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 今年
“6·18”促销活动期间，消费维权负
面信息主要集中在直播带货、 价格
竞争、短信骚扰、红包活动、假冒伪劣
等方面。其中，得物App（原“毒”App
更名）涉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罗永浩
直播带货翻车以及国美直播带货不
发货等被点名。

就在同一天，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
政府官方网站的信息显示， 崇明区
2020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公
示名单中， 李佳琦在列。“带货一哥”
成了“新上海人”，是时代对新经济的
褒奖也代表了万千消费者对新模式
的宠爱。

两条新闻，亦喜亦忧。拥挤的直播
间在迅速聚拢人气、财气的时候，也一
度搞得乌烟瘴气。被点名的罗永浩带
货520鲜花变烂花；陈赫直播间内的小
龙虾因变质问题，被消费者投诉；快手
头部主播甚至被媒体曝光和商家联
起手来带假货等等。

直播带货保留了线下的即时互
动性，并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创新
和丰富了这种互动性。通过主播，娱乐
与购物体验相结合，在线上实现了仿
佛线上一般的场景消费。在这个网络
上搭建的消费场景里，消费者建立了
对商品短暂的信任机制，促成了一个
个鲜活的订单。

随着供应链效率的提升， 主播在
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牵线搭桥，使得每

一个消费者的力量都能迅速变现为
更好的商品、更优惠的价格，从而使链
条上的参与者都能获益。 其实消费者
作为上帝，在直播带货的江湖里无形
中也被放大了。

借助互联网吸引人流， 用生动
有趣的讲解和优惠的价格让客人掏
钱。 但商家不可能永远促销， 客人
也不可能永远头脑一热就掏钱。即
便直播有“滤镜”，内心也要敬畏消
费者。

号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但手
速和话术之间，往往都藏着陷阱。这些
陷阱寄生在直播带货的信任盲区，也
存在于法律规范跟不上的缝隙里。在
每个直播间， 消费者和商品的互动短
暂集中，产品活动诱导信息不对称，以
次充好、虚假宣传、恶意刷单、售后无
保障等行为也时有发生。

主播、厂商、电商、流量、平台，多
方势力交战下，保护消费者利益又成
为一道复杂的命题。现有法律制度日
渐捉襟见肘， 虽然一些违规行为可以
从《合同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等相关法律中寻找依据，但仍需
相关监管落地及时跟进。

对新兴事物多一些宽容， 理应给
予更宽松的发展空间。但任何事物想
要获得长久发展，需要有边界也需要
有底线。 边界是有效的行业约束，底
线是维护消费者利益。 简而言之，直
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 不能对消费者
不负责。

25-59岁人口调查

失业率为5.4%
隗0.1个百分点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

失业率为5.9%
比4月隍0.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