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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赶集集网网招招聘聘业业务务营营收收增增长长220000%%
每年的第一季度都是传统

的招聘旺季，各大公司、工厂的
招聘需求急速井喷，求职人员高
速流动。尤其人数高达3 . 7亿的
蓝领招聘市场，无论企业还是个
人，对求职招聘的需求更大。赶
集网招聘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
的2015年第一季度，赶集网招聘
业务营收增长幅度超过200%，
招聘流量增长达150%，简历量
增长400%。

赶集网招聘频道负责人钟
磊认为：赶集网招聘一直保证高
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
是：蓝领招聘的市场本身就是一
个庞大的市场，在中国人口红利
逐渐消失后，企业对于招聘愿意
付出的成本更高，从而进一步扩
大了招聘市场。二是，招聘服务
更多在线上完成，现在移动在蓝

领人群的渗透率继续扩大，蓝领
人群找工作的方式转移到线上；
三是赶集招聘推出了大量满足
蓝领人群的找工作习惯的创新
应用和运营活动，提升了蓝领人
群在赶集网上找工作的黏性。

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中基
层员工总人数为3 . 3亿人，未来
五年预计将增长到3 . 7亿人，其
中中基层求职人群占了全国就
业市场的80%。尽管就业人口庞
大，却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国
家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就表示，
就业、招工“两难”的结构性矛盾
将成为常态，而“两难”是市场需
求结果，普工“招工难”反映农民
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
转变，可以说不再是取之不尽的
蓄水池”。因此企业愿意为招聘
付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在一些

人口密集型的行业，企业为员工
愿意付出的招聘成本从500元到
1000元不等，在招聘旺季，更有
企业愿意付出5000的成本招聘
一个人才。巨大的蓝领招聘市场
正处爆发期，赶集网从2012年起
布局蓝领招聘，2013年，赶集招
聘营收为2亿，到2014年，招聘营
收达7 . 68亿，增速超过300%。

赶集网数据显示，目前在赶
集网上找工作的人群80%以上
通过移动端。中基层找工作习惯
在改变：更多依赖智能手机找工
作，有 4 1% 的人通过网络找工
作，此外，根据第35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在企业应用方面，网络招聘的普
及率达到了53 . 8%。

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
为新兴蓝领人群的主体，而互联

网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另外，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
手机的普及，除了一二线城市
外，越来越多三四线人群开始接
触到网络，从互联网获取免费的
高价值服务的意识逐渐增强，网
络逐渐成为求职的主流渠道。

新蓝领人群的找工作习惯
与白领有着截然不同的习惯，针
对不同新蓝领人群，赶集网这个
以产品技术见长的公司也在不
断通过技术产品满足用户的需
要，今年3月，赶集推出了基于位
置找工作的赶集易招聘，此外，
一分钟简历，招聘橄榄树等服务
都在最大限度的满足新蓝领的
招聘需求。

在4月刚刚落下帷幕的赶集
招聘节吸引了超4亿人次参与，
记者了解到，本次招聘节共有

142 . 8万家企业提供了3200万个
岗位供应聘者选择。赶集网招聘
产品总监钟磊这样描述道，此次
赶集网络招聘节，吸引了我国三
成以上有求职需求的新蓝领阶
层登录赶集网找工作。而本次招
聘节，赶集网更是创新性推出了
线上投简历，线下招聘会集中面
试的O2O新模式，这种模式最大
限度提升了蓝领找工作的效率，
一站式完成面试。在全国覆盖了
26个城市。

赶集网CEO杨浩涌表示，新
蓝领招聘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
在继续做好分类信息层面招聘
业务的同时，赶集将会在今年下
半年推出招聘O2O项目，深度解
决新蓝领招聘的需求。做中国中
基层招聘是赶集的使命，也是赶
集的责任。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蒋龙
龙） 27日，记者从章丘市人社部门
获悉，1至4月章丘市城镇新增就业
2526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6993人，城镇登记失业率2%。今年以
来，章丘市人社局按照“政策到位、服
务到家、帮扶到人、岗位到手”的就业
服务宗旨，积极破解就业难题。

章丘市人社局通过开展“就业
援助月”、“春风行动”等活动，为全
市用工单位和求职个人开展全方
位、全覆盖、一站式的就业服务，增
强就业服务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举办22场就业援助专场招聘会，
提供就业岗位3000余个，达成就业
意向900余人，举办春风行动专场招
聘会21场，370余家企业参加，提供
就业岗位22000余个，有16000求职者
参加了现场招聘，达成就业意向
7000余人，发放“春风卡”在内的宣
传材料3万余份。充分发挥培训机构
的优势，开设月嫂、保健按摩、电焊
工等多个免费培训工种，采用“菜单
式”、“订单式”培训方式，免费为有
培训意愿的人员提供全方位、广角
度、一站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截
至目前，已开展技能培训39期，培训
各类人员1170人。全面落实小额担
保贷款政策，共为250名创业培训合
格者发放小额担保贷款2234万元支
持创业，带动就业1550人。

同时，该局对登记失业人员、登
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零就业”家
庭中的登记失业人员进行入户走
访，了解援助对象具体困难和就业
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援助服务。

章丘前4月新增

城镇就业2526人

5月 29日，是中国计划
生育协会成立 35周年纪念
日。为此，辛寨镇计生办联合
卫生院举办了以“文明、快
乐、协作、健康”为主题的首
届趣味运动会。运动会设立
了拔河比赛、托球跑、两人绑
腿跑、自行车慢骑等趣味活
动项目。现场的协会会员以
及干部职工们玩得不亦乐
乎。

本报记者 石剑芳 通
讯员 孟繁玫 摄影报道

趣味运动
庆“5 . 29”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蒋龙龙） 27日，记者从章丘
市慈善总会获悉，从5月26日
至6月30日为章丘市“慈心一
日捐”活动期。本次活动的主
题是“携手慈善、共创和谐”。
将按照依法组织，广泛发动，
坚持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进
行组织开展。

捐赠主体包括各级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驻章部
队、济南市属以上驻章单位、
国营、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
社会团体及其干部职工；农村

（居委会）和社会中小工商业
（三资企业）；热心慈善、乐于
奉献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社会各界可通过现金捐
赠、设立企业和个人冠名的慈
善基金、义工活动等方式参与

慈善活动。所募善款主要用于
章丘慈善总会统一安排的“情
暖万家”、“朝阳助学”、“康复
助医”、“爱心助残”、“夕阳扶
老”等救助工程，并对全市因
患重大疾病或因灾害造成的
困难家庭及个人实施临时救
助等；冠名慈善基金的捐赠要
根据基金协议要求安排使用；
个人（家庭）小微基金尊重捐

赠人意愿使用。
据了解，去年该市通过此

项活动共募集善款710 . 08万
元，支出善款735 . 12万元，并对
善款的募集、使用等收支明细
通过当地报纸、民政部门网站
进行了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此外，还设立了查询电话，方
便捐助者了解所捐款项的去
向。

章章丘丘““慈慈心心一一日日捐捐””活活动动启启动动
5月26日至6月30日为活动期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王
帅） 近日，根据章丘市食品药
品监管局的日常检查监管部署，
记者跟随食药执法人员，对章丘
食品的生产、流通、餐饮等不同
环节的安全规范工作进行了探
访，了解监管执法背后实实在在
的食药安全保障情况。

“在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管
上，我们主要是有日常监督检查
和特殊监督检查两大类。”章丘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监管科的
执法人员介绍，日常监督检查主
要查对企业信用档案、资证等信
息，并查验生产过程中购进材料、
添加剂及现场卫生等是否合法合
规，而特殊监督检查则是针对某
类某种产品的专项监督检查。

采访中，食药执法人员正进
行纯净水、花生油等生产企业的
评价性抽检工作，在章丘一家大
型水类生产企业，执法人员随即

抽取了同批次的6瓶矿泉水，封
袋标注后将进一步化验检测。

据了解，企业在获证后，应
当保持严格的自查管理，而食药
部门则对其自查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通过进一步的核查发现企
业存在的问题，而十人以下的小
企业，一般管理上易不到位，成
为食药部门监管的重点。

在食品流通和餐饮环节，执
法人员先后检查了章丘大型超市

及学校食堂，重点查看超市食品
现场制售、经营者食品自律制度
以及加工制作、服务过程的环境
卫生、工艺设施等。

据悉，2015年章丘食品监管
中，食药部门按照“抓好特色食
品整治，开展‘两小’规范监管，
推动示范村镇带动，降低整体安
全风险，实施‘低小’告知管理，
促进劝善尚德经营”的总体要
求，开展了“十提升”活动，并先

后开展进口冻牛肉、低劣红酒、
“伍角食品”、西瓜、活禽等多项
市场专项检查。

对于这一系列的专项整顿
行动，章丘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指出，要通过点上的突
破带来面上的改观，食品生产、
流通、餐饮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
轻易放过，确保对其严管力度，
不断提高全市食药安全整体水
平。

食药安全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既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又关系社会和谐稳定，要做好食药安全
工作，就要切实贴近老百姓。今年以来，章丘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制定了《2015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要
点》，在做好各项规定工作的基础上，着力打造食药安全重点、亮点工作，涉及“小作坊、小摊贩”规范监
管等多项接地气的食药安全管理。那么，食药部门都有哪些监管新动向？章丘的食药安全又是怎样的新
状况？从本期起，我们将带您走近食药，了解咱们身边的食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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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流通，餐饮，一个都不放过

食食药药““十十提提升升””活活动动打打造造食食安安章章丘丘

居易酿造邀您一起关注咱身边的食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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