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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今日提示■

●新股上市
宏景科技(301396)：数量2167

万股， 发行价40.13元， 市盈率
45.12倍。

远航精密(833914)：数量5895
万股， 发行价16.20元， 市盈率
20.74倍。

●股权登记日
陕天然气(002267)。
●除息日
苏宁环球(000718)，加加食品

(002650)，玉龙股份(601028)。
●限售股上市流通
通化金马 (000766)， 天融信

(002212)，天顺风能(002531)，彩虹
集团(003023)，长盛轴承(300718)，
药石科技 (300725)， 润丰股份
(301035)，力诺特玻(301188)，宏景

科技(301396)，兴发集团(600141)，
镇 洋 发 展 (603213)， 杰 普 特
(688025)，金达莱(688057)，利扬芯
片(688135)，海尔生物(688139)，豪
森股份(688529)。

●召开股东大会
深科技 (000021)， 华锦股份

(000059)，徐工机械 (000425)，智
度 股 份 (000676)， 远 兴 能 源
(000683)，中南股份(000717)，神雾
节能(000820)，承德露露(000848)
等。

□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曹丽珍

哪些岗位最缺人？日前，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2022年第三
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
行。 其中，营销员、车工、餐厅服务
员、家政服务员等职业位列前十。

上述上榜职业，在南京是不是也
存在缺人现象？造成缺人的原因是什
么？ 企业如何来缓解“用工荒”……
带着上述疑问，记者进行了采访。

缺人！
餐厅服务员缺3万左右
家政人员缺口超1万

餐饮行业缺人， 似乎已成一种
行业“惯例”。

“这么说吧，集团旗下几家餐饮
企业，服务员长期处于缺人状态。与
此相关联的厨师、配菜师等岗位，同
样也缺。 ”10日上午，古南都集团相
关负责人李明义告诉记者， 每逢节
假日用餐高峰， 各餐饮企业通常都
会请管理人员和文职员工“救急”，
到餐厅前场补岗。

某西式餐饮连锁品牌HR也跟
记者证实， 该品牌在全市有十多家
餐厅，每家都缺服务员，缺口不低于
20人。

餐 饮 门 店 急 迫 的 用 工 需
求，在线上招聘网站里也能看出
端倪。

当天上午， 记者在某线上招聘
网站，在职位一栏输入“餐饮服务”
关键词，并选择“全南京”区域后，跳
出来近2000条信息。 首页50条招聘
信息， 全部都是各区餐饮企业11月
10日当天发布，岗位包括餐厅领班、
食堂帮厨、面点师等，月薪从几千到
上万元不等。

不仅是餐饮企业， 南京的家政
企业同样有着强烈的用人需求。

“缺人，一直缺！”燕姐家政负责
人许素珍坦言， 从公司的接单情况
看，目前主要缺的是母婴护理、养老
护理方面的技能型人才。 记者了解
到，目前燕姐家政共有约2500位家
政服务人员，尽管受疫情影响，订单
量有波动， 但员工缺口基本都在四
五百人。

市家庭服务业协会执行秘书长
卢丹告诉记者， 我市家政市场目前
需求量增速快，服务人员持续紧缺。
“按照协会相关统计数据，目前我市
共有家政从业人员约14万人， 缺口
超过万人。 ”

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江
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产业教授
于学荣也透露， 全省餐厅服务员大

约缺20万人。其中，南京餐饮市场的
员工缺口大约在3万人。

留人！
南京企业想方设法

提升员工归属感和安全感

面对行业的用工荒， 南京的企
业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以期招到更
多可用、稳定的人才。

“企业为需要实习机会的青年
学生提供舞台， 学生在全面实践的
同时， 也能为企业的人手紧缺起到
纾困实效。 ”李明义告诉记者，近年
来， 古南都集团通过开展校企合作
等形式，不断拓展招聘渠道，同时组
织积极、有正能量的企业文化活动，
让员工找到归属感。“就业是最大的
民生。我们努力做好经营，在力所能
及的情况下， 为员工提供尽可能好
的工资待遇和发展空间， 降低人员
流动性。 ”李明义说。

家政企业也在想方设法拓宽招
聘渠道。

许素珍告诉记者，一方面，公司
通过线上线下招聘的形式， 吸引更
多求职者；另一方面，通过熟人介绍
吸纳新员工。“不少阿姨觉得在我们
这儿做家政挺好， 就会介绍老乡和
亲戚过来一起做， 我们统一培训后

再安排上岗， 这种情况占了大多
数。 ”许素珍说。

南京快易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创新“招聘+培训+就业”运营模式，
研发运营快易洁智慧家政App派单
系统平台和小程序求职订单平台，
为客户和求职家政服务员做好“找
工作、找服务、找培训”的服务。

“我关注过，与千家万户居家
生活密切相关的家政服务员、保洁
员，常年位列‘最缺工’榜单前十，
员工缺口大。 ”快易洁家政相关负
责人夏宁说，为了更好地稳定员工
队伍， 企业通过职业技能提升、企
业文化建设、 关爱职工生活等方
面， 开展家政服务高技能人才培
训，促进城乡劳动者实现更充分更
高质量的就业。

招人！
行业协会为企业

缓解“用工荒”出谋划策

行业“用工荒”，直接反映了行
业人才缺口。

在卢丹看来，造成家政行业“用
工荒”， 需求变化是一个重要因素。
生活条件变好了， 尤其是人口老龄
化和二胎三胎政策的放开， 一老一
小两类客户的需求激增， 再加上疫

情影响， 部分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
暂时无法回家， 会选择请家政人员
照顾家里老人。

“需求变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
在对家政人员整体要求在变高，尤
其是年龄和素养。 ”卢丹介绍，目前
我市家政从业人员整体年龄偏大，
50岁以上居多， 文化水平大都在初
中及以下， 满足客户需求的阿姨比
例不高，导致订单匹配率不高。

针对行业用工困难的实际，卢
丹透露，协会将联合家政培训学校，
持续开展家政技能培训、 回炉培训
等， 鼓励更多高素质人才加入家政
行业，同时与市残联合作，推进残疾
人就业培训，补充保洁、钟点工等岗
位空缺。此外，协会还将与南京都市
圈各家协及政府部门加强沟通，帮
助解决当地就业需求， 为南京家政
引入新鲜血液。

于学荣也给餐饮企业支招。 他
认为，要缓解餐饮行业“用工荒”，企
业可以加大校企合作， 扩大服务员
聘用范围， 同时采取工时制等灵活
用工机制提升应聘率， 也可以通过
打赏制等形式， 激励员工提高服务
热情和质量。此外，餐饮服务员工作
相对较苦， 企业应树立起餐饮服务
人员新形象， 为员工打造职业生涯
提供保障。

南京餐饮员工缺3万
家政人员缺口超1万

南邮刘俊杰：一架小小的
无人机飞出了大世界

南京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工
程学院2019级本科生刘俊杰已经
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
究生院。从大二开始，刘俊杰将研究
方向从小车等传统自控方向转至飞
控方向，如今成功圆梦清华，他用一
架小小的无人机飞出了大世界。

出于对电子信息大类的兴趣，
刘俊杰填报了具有信息特色的南
京邮电大学。 大一时，沉浸在知识
海洋中的他感到很快乐，并且从那
时便决心要走“保研”这条路。 大二
时， 刘俊杰在电子设计竞赛中，将
研究方向从小车等传统自控方向
转至飞控方向。 即使知道比起传统
定位和控制方案，自己的选择充满
着未知与挑战， 但他毅然选择突
破，尝试给无人机加装更高阶的传
感器。

在一次次的试错、一次次的修
改中，刘俊杰对操作系统、工程软
件的运用越发熟悉，工科思维和工
程习惯也变得更加严谨。 在老师、
同学们眼中，刘俊杰身上最难能可
贵的就是这份钻研精神。

南信大蒋沁廷： 给自己立
“规矩”，晚十一点前不回宿舍

心怀炬火，追逐梦想，他用无
限热情探索科学未知。 他是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2019级计算机学院软
件工程专业的蒋沁廷，所有课程加

权排名专业第一，目前已发表多篇
学术论文，在“互联网+”等竞赛取
得国家级奖项，目前他已成功推免
至清华大学。

大一时，蒋沁廷就给自己立下
了很多“规矩”，并严格执行，比如
每天至少运动半小时，又或者晚上
十一点前不回宿舍。 他用“每晚十
一点”这个时间点来高效安排学习
和生活， 晚十一点前定心自习，十
一点一到便收拾好心情回宿舍洗
漱、放松，第二天则可以获得充沛
的精力，继续心无旁骛地踏上去教
学楼的路，周末也不例外。

大一结束后，蒋沁廷在许小龙
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接触各类竞赛
与科研项目，自此，他便正式踏上
了科研竞赛之路，将大多数时间留
给了实验室。 他在每一次尝试、每
一次历练中总结经验，从“小白”一
跃而成获奖无数的“大佬”。

前不久，蒋沁廷收到了清华大
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消息传
来，最欣喜的是他的老师许小龙以
及一路陪他走来的师兄、课题组成
员们。“陪你把沿途感想活出了答
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
蒋沁廷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
形容他和老师、师兄们的关系。

南工大郭都笑：又美又飒，
脱下军装的她跨专业保研成功

两年前， 她选择携笔从戎、保
家卫国，如今她又以专业综合排名
第一的成绩成功保研至浙江大学

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 这位姑娘有
个好听的名字———郭都笑，来自南
京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与控制科学
学院。

大三即将结束之时，郭都笑的
成绩已经符合推免硕士研究生的条
件。 但同时，参军的机会也摆在她面
前，郭都笑陷入深深的纠结中。 郭都
笑的父亲曾是一名军人， 受父亲的
影响， 她从小就有一个军旅梦，犹
豫再三，她最终选择去部队。

部队里的士兵虽然来自五湖
四海，但都有着“保家卫国”的共同
信念，在那里，郭都笑见到了很多
同是满腔热血的人，有的老兵为了
研究好一项新技术，每天只睡三四
个小时。 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郭
都笑在训练之余也拿起了书本，虽
然不知道两年的义务兵结束后，自
己能不能保研， 但她还是看起了
《普通心理学》《心理学与生活》等
书籍，为考上心仪的专业做准备。

“我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学
的又是工科，我了解到浙大的心理
学研究方向侧重于工业应用，因此
我就有了跨专业保研的计划。 ”郭
都笑表示，虽然自己所学的自动化
专业与工业心理学有一定的联系，
和本科期间就学心理学的同学比
起来，自己在心理学专业基础方面
还有一定差距，所以在大四这一学
年，她在高质量完成本科学业的基
础上，补充学习心理学知识，并积
极和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联
系，争取尽早参加课题组会。

昨天，市民走在正洪街街头。 当天，南京最高气温升至25℃，根
据南京市气象台预测，气温还将继续攀升，预计12日最高气温将达
27℃-28℃。 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徐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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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人！！

心怀梦想、超级自律
南京高校一批学霸提前锁定顶级名校

南京气温又升了

图片新闻

□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何洁

近日，多所在宁高校学生提前拿到“保研直通卡”，将前往清华、北大等高校
继续学习深造。 成功保研的同学都超级自律，他们心怀梦想，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