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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时薪12美元 星巴克还招不到人？
14.56%

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但不少尝到失业救济金福利的人却还没有返回工作岗位的意思。从餐饮
到零售，从民航到煤炭，员工短缺的问题正在影响美国多个行业，有裁员后遗症的冲击，有失业福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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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有潜在健康风险的考量。于是，涨薪成了各大企业招工的法宝，星巴克已经打算将最低时薪提
至12美元了，而未来三年，这一数字还将提至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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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们在疫情期间至少拒绝了一个工作机
会，其中45%的人表示，政府提供的失业救济
金是他们拒绝工作的主要原因。
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的失业补助约为
平均每周387美元，而在疫情之后，联邦政府
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就包括
每周300美元的额外失业福利。这意味着美国
失业民众平均每周的净收入达到687美元，相
当于每小时17.17美元的工资，是联邦最低工
资每小时7.25美元的两倍多。
杨水清也表示，现在美国的就业市场可
能的确有投机取巧的情况存在，要等到额外
的失业救济金停了之后才能看到就业的真实
情况，可能差不多到9月、10月就能看到了。
若没有继续延长，美国劳工节（9月第一
个星期一）之后，全美的失业救济金项目都将
到期。而进步智库世纪基金会研究员Andrew
Stettner直言，“几乎没有人讨论延长福利”。
事实上，为了促进就业，已经有一些州迫
不及待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底，美国已
经有26个州撤销了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项
目。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7月初的就业数据
显示，在撤销失业救济金的26个州（包括7月
底撤销的路易斯安那州）中，找工作人数额外
增加了17万余人，其他暂未撤销失业救济金
的州只增加了4.7万人。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马萨
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家杜布指出，
这些人并没有在失业救济金撤销的几周后立
即找到工作，但还需要更多时间、信息来分析
撤销失业救济金对就业的长期影响。
《福布斯》还在报道中指出，劳动力短缺
还归因于美联储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导致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就业市场供不应求，为弱
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薪资却没
有提高。
杨水清表示，现在美国各州的薪资水平
不一，拜登政府之前提过要将最低时薪涨到
15美元，但后来没能成行，从经济学角度来
看，涨薪肯定对刺激就业有帮助，但涨的幅度
有天花板，有些州本来时薪不低，所以上涨幅
度有限。
“对于就业情况，美联储之前预测，保守
估计到年底失业率为4.5%，而美国一直将4%
定义为充分就业，所以4.5%若能达到，基本就
可以认为就业市场恢复了。”杨水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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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记者联系了星巴克美国方面，不过截至发
稿暂未收到具体回复。
不只是星巴克，包括麦当劳、亚马逊等零
作为零售消费巨头，星巴克也感受到了 售消费巨头近期都提出了涨薪计划。今年5
当下招工的难题。当地时间8月3日，据美国商 月，麦当劳称，将为员工平均加薪10%，初级
业媒体BusinessInsider报道，星巴克周二表 员工的时薪将达到11至17美元，轮班经理的
示，从今年10月开始，将把美国所有门店员工 时薪将达到15至20美元，具体涨薪将取决于
的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2美元。
工作分店的地点。
至于具体的涨薪方式，Business Insider
同一天，亚马逊不甘示弱，将其仓库空缺
援引星巴克一位发言人的话称，2021年7月之 职位的平均时薪定为每小时17美元，且额外
前聘用的员工将加薪5%，终身合伙人将加薪 提供1000美元的签约奖金。
6%。除了将美国所有门店的最低时薪提高到
在更早之前，沃尔玛也表示，将提高其
至少12美元，在部分门店甚至会提高到超过 42.5万名美国员工的起薪，从2020年初的每
15美元。
小时14美元提高至15美元。
近期，在涨薪这个问题上，星巴克动作频
频。去年12月，星巴克宣布，美国门店的所有
抢人大战
咖啡师、轮班主管和服务员都将获得至少
虽然星巴克没明说，但无论是亚马逊还
10%的加薪，工作了三年及以上的员工将获
得至少11%的加薪，新员工的起薪也提高了 是麦当劳，都挑明了自己借涨薪招人的意图。
5%，同时，所有门店的员工工资提高至超过 亚马逊预计，此举将增加75000个工作岗位。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
麦当劳则希望，在涨薪后的三个月内，雇佣到
根据星巴克的说法，超过一半的公司员 10000名员工。
大手笔的投入背后，是各大企业对员工
工可以拿到15美元甚至更多的时薪。“这是我
们公司史上最重大的薪酬投入之一”，对于当 的渴求。当下，随着美国疫苗接种的铺开以及
时的涨薪计划，星巴克美国门店总裁罗森·威 多地限制措施的放开，报复性消费需求开始
增长，多个行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
廉姆斯这样表示。
对于接连涨薪背后的考量因素，北京商 缺，尤其是在餐饮、旅游和娱乐等服务行业。
星巴克再涨薪

2月

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例，疫情前，该州约有
58万人从事餐厅和食品服务工作，但在疫情
期间，近2/3的人暂停工作或者离职。
在对旅游复苏最敏感的航空业，缺人已
经导致了航空公司不得不削减航班。6月下
旬，美国航空宣布日均取消至少五六十架次
航班。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美国民众出行需
求的回升幅度超出许多航空公司高管的预
期，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所有航空运营商
都面临着“用工荒”。
在此背景下，各大航司都在积极准备招
人。达美航空计划到明年夏天雇佣超过1000
名飞行员，美国航空打算在今年秋天恢复招
聘飞行员，到今年年底将有大约300名新飞行
员加入；美国西南航空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
候招聘副机长；美联航则计划在未来几周增
加约300名新飞行员。
这与去年大肆裁员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
比。美国煤炭行业也遇到了类似的难题。根据
美国劳工局发布的数据，今年4月，美国煤炭
行业就业人数仅略高于4万人，较2019年同期
下降20%左右。同时，煤炭与伐木业两大领域
工作缺口激增，达到了3.1万个，较去年同期翻
了三倍以上。
整体而言，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尽管
美国6月失业人数为930万，但空缺职位数量
是略高于920万，并打破了历史纪录。而在疫

情之前，空缺岗位约为700万个。美国商会预
计，目前每个空缺岗位大约需要1.2名可用工
人，但疫情之前，这一数字徘徊在1左右。
对于当前企业面临的用工荒问题，经济
学家柯蒂斯·杜拜表示，除了一些技能不匹配
的情况，主要问题是很多拥有熟练技能的工
人不愿重返工作岗位，背后原因也许是他们
对新冠病毒存在传染风险的担忧、儿童照顾
问题以及一直持续的额外福利计划。
失业福利快到期了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
究员杨水清看来，现在美国的失业问题更倾
向于是结构性失业，一方面，企业需要的岗位
和技能不匹配，另一方面，在门槛比较低的零
售行业，由于不少员工属于兼职，可能时薪仅
为10美元左右，这样每天拿到手的工资会比
较低。
杨水清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对就业和
非就业情况的补助不一样，所以民众可能会
考虑，到底是在家领失业救济金比较划算，还
是去打零工划算。
事实上，对于当前的用工荒，也有不少经
济学者将其归咎为美国高额的失业救济福
利。数据研究机构MorningConsult发布的
调查显示，美国近1/3的失业保险领取者表

北京商报记者 汤艺甜

·图片新闻·

Lyft业绩大增 网约车靠裁员活过来了
作为美国第二大的网约车巨头，二季
度的Lyft称得上是真正的“来福车”。美东时
间周二盘后，网约车公司Lyft公布了2021
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Lyft二季度营
收为76.5亿美元，同比大增125%，环比上涨
26%；二季度经调整后净亏损1800万美元，
去年同期经调整后净亏损2.658亿美元；二
季度经调整后EBITDA为2380万美元，超
出市场预期。
此外，公司二季度活跃乘客数同比增
加97.3%至1714.2万，去年同期为868.8万，
每活跃乘客的收益同比增加14.3%至44.63
美元，去年同期为39.06美元。
这 是 Lyft首 次 实 现 季 度 调 整 后 的
EBITDA利润扭亏为盈，受此影响，该公司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一度涨逾6%。
可喜的成绩或许源于节流。在过去的
一年里，通过大规模裁员等举措，Lyft削减
了约25亿美元的开支，成本结构更为精简。
相较于去年同期，该公司今年二季度总成
本占营收的比例几乎减半，与2019年二季
度相比，这一比例也大幅下降。
未来，控制成本依然是Lyft的主要任
务。Lyft总裁JohnZimmer表示，即使乘客
量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公司也能够
降低成本。“我们希望在调整后的基础上保
持盈利，并希望能够继续复苏”。
另一方面，公司收入大增也得益于美
国的逐渐解封。此外，Lyft表示公司今年二
季度活跃乘客数达1714万，较一季度增加
超360万。当时美国城市取消了疫情防控相

关的限制，更多美国人回到路上。不过，这
一数据仍未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2020
年一季度Lyft报告了2120万活跃乘客数。
此外，Lyft在7月还恢复了在疫情暴发
时暂停的拼车服务。它允许多名乘客分享
同一方向行驶的汽车，但Lyft目前将共享乘
车限制为两名乘客，中间和前排座位空着。
Lyft的优异财报也提高了市场对其竞
争对手Uber的预期，此前，两家公司都曾向
华尔街承诺，得益于疫情期间的成本削减，
公司业务正在反弹，并回到盈利和增长的
道路上。
Lyft在5月曾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乘
客返回其平台，公司将利用其更精简的成
本结构，使每次乘车赚取更多的利润。同样
是在5月，Uber也表示，将在2021年下半年
实现盈利，这要求Uber迅速减少亏损。
在疫情期间，Uber还强化了其送货业
务，UberEats餐厅订单抵消了其网约车服
务的损失。此外，Uber还通过收购酒类快递
公司Drizly，以及与美国杂货店巨头艾伯森
和好市多合作，进一步拓展送货业务。
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重返其平台，
Lyft和Uber一直在努力增加司机供应，提
供大量奖励和付款保证以吸引司机。与第
一季度相比，Lyft第二季度迎来了50%的新
司机。
不过，司机依然是各大公司之间争抢
的对象。纽约市“出租车与豪华轿车委员
会”数据显示，从2月到6月，纽约市的网约
车数量增长了20%以上，但6月的车辆总

量，仍比2019年3月的最高水平低30%以
上。一些分析师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乘客
需求将继续超过司机的供应。
对于网约车市场的未来，Lyft信心满
满。公司首席执行官LoganGreen表示：“对
我们的企业和我们所处的行业来说，这无
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展望未来，我们预
计将继续保持盈利。”
财经网站Investing.com分析师杰克·
谢尔曼也表示：“疫情所导致的消费者行为
变化，在疫情之后可能会持续下去，这对网
约车来说是有利的。”
但在眼下，疫情依然是最大的不确定
性。根据Worldometer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
月 3日 ， 美 国 累 计 确 诊 新 冠 肺 炎 病 例
36021038例，累计死亡病例630438例。与前
一日数据相比，美国新增确诊病例171625
例，为半年来新高，新增死亡病例774例。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2日还表
示，上周末，美国日增新冠病例的七天平均
值约为7.2万例，这要高于去年夏天的峰值，
当时7天平均日增病例数约为68700例，且
还没有疫苗上市。瓦伦斯基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 虽然我们迫切希望结束这场疫情，
但疫情显然还没有结束。我们的战斗必须
再持续一段时间。”
调研公司Forrester分析师詹姆斯·麦
奎维称：“疫情的持续不确定性，将抑制网
约车服务的供求，直至我们了解‘德尔塔变
异毒株’的死亡人数到底有多少，或者是疫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情告一段落。”

希腊首都北部发生山火致数千人撤离

3日，消防员在希腊雅典北部郊区进行灭火作业。 新华社/图

希腊首都雅典北部山林地区3日下午发
生山火，附近数千居民撤离。火灾已造成至少
6人因呼吸问题入院治疗，另有一名消防员受
伤，部分房屋损毁。
希腊公民保护部副部长尼科斯·哈达利
亚斯3日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过去24小
时共出现81起山林火情，仍有40起未被扑灭，
而雅典北部火情是“最大和最危险的”。受极
端高温天气及强风、湿度低的影响，火势更加
难以控制。
哈达利亚斯表示，政府已派出520名消防
员、150辆消防车、14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前
往灭火，参与灭火的还有军人、警察、志愿者
和市政员工等。政府将为撤离居民提供酒店

住宿。
火灾发生后，政府已要求周边数座城镇居
民撤离，并向部分地区发出警报，要求居民关
闭门窗避免烟雾进入室内。火灾还造成附近高
速公路关闭，雅典至北部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
基的火车停运，雅典北部部分地区停电。
希腊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高温预警，提
示希腊近期将遭遇极端高温天气，预计高温
天气将持续至少一周。据报道，希腊各地3日
气温普遍达到40摄氏度以上，雅典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
希腊夏季多发山林火灾。2018年7月雅典
附近曾发生森林火灾，导致102人死亡。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