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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市场历来有“金三银四”的说

法。春节过后，是人才市场最为活跃的季

节，就业高峰即将到来。那么，节后的就

业市场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农民工与高校

毕业生的求职就业情况又是怎样？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节后多场招聘会。

农民工

本地就业、技术工种受青睐

元宵节之后，就业市场上人头攒动。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开

始选择就近就业，因为多年打工求职的经

历，他们对薪酬的期望趋于理性，省内就

业可以使其工作和家庭兼顾。

今年34岁的包秀梅是长岭县人，在

珠海工作了几年，春节回家之前她把工作

辞了，准备回省内找个离家近的地方就

业。因为长春的节后招聘会较多、工作机

会也多，过完春节她就和丈夫一起在长春

租了房子，打算在长春找份工作。“我最近

一直在跑人才市场，了解招聘企业，希望

能够尽快确定就业单位。”包秀梅说，她以

前从事的是销售管理方面的工作，因为有

工作经验，工作还是比较好找。“在外面工

作离家远，不方便照顾家人。通过这次回

来跑招聘会，我发现咱们省很多企业的工

资待遇还可以。”

“既然家门口能够就业，我就不想再到

外面奔波了。再说像我这样有技术、有手艺

的，想要找个好工作也不难。现在技术人才

在哪儿都吃香。”在外打工已经有5年的王伟

华告诉记者，他原本是做制造业相关工作

的，这次回长春求职也打算找这方面的工

作，既好上手，工资又高。不过因为技术

人才需求量大，王伟华打算再观望一下，

比较完招工企业的情况后再做决定。

记者从节后多场招聘会了解到，节后

的求职招聘高峰已经到来。长春市人才

市场节后的几场招聘会吸引用人单位上

千家，提供岗位百余种，节后招聘单位需

求的学历仍以大专和本科学历为主，医疗

康复、商业酒店连锁、计算机通信、汽车、

文化教育传媒等相关岗位需求量大。从

目前就业市场整体情况看，求职较热的岗

位以技术工种为主，工资待遇良好，但因

为不少技能型人才尚处于求职观望阶段，

部分企业招工缺口仍大。

高校毕业生

就业大军中成主力

春节假期过后，长春人才市场举办的综

合性常规招聘会迎来了大批高校毕业生。

无论是春节前跳槽辞职的往届毕业生，还是

目前还没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届毕业生，都逐

渐成为人才市场中求职的主力军。

从长春理工大学毕业已经6年的张

瑾在春节前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我是学

工程的，原来那份工作从毕业就开始做，

但因为企业效益、工作氛围、发展前景都

让我不太满意，我最终决定辞职重找一份

工作。”张瑾说，这几年他已经积累了不少

工程方面的专业经验，所以这次打算找个

设计类的工程师岗位。“工程师这个岗位

一般都要求有工作经验，这一点我正好合

适，所以这次我希望能找个有发展前景的

企业，稳定地做下去。”

求稳、看发展前景、要专业对口，这是

不少高校生求职的诉求。据记者走访后统

计，半数以上参聘的高校毕业生把企业知

名度和发展前景放在第一位，而薪资其次，

紧随其后的是专业对口和地域要求，尤其

是有了一些工作经验的高校生。但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提前结束假期来参加招聘会

的应届毕业生中，仍有部分人对自己的就

业缺乏定位和规划，他们稍显迷茫。

“我每次到招聘会，都是看看一些大

企业的招聘信息，一些没听过的小企业我

一般都不会看。”应届毕业生刘媛媛最近

一直在参加招聘会，她告诉记者，自己更

倾向到大企业工作，即使是和专业不相关

的工作也无所谓。

“我们在最近参加的几场招聘会上发

现，不少大学生都是盲目地来问我们招不

招人，有些大学生甚至都没带简历，他们还

没想好怎么找工作、找什么样的岗位。”一

家医药康复类企业的招聘人员表示，应届

毕业生最好还是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实习

经历、兴趣爱好、性格能力倾向等因素进行

行业和职位的选择，也可以多和长辈、学长

沟通，听听他们的经验和建议。“但我们不

建议大学生跟着父母一起来参加招聘会，

这样会使用人单位对你的能力产生疑问。”

求职方式

网络求职越来越多

在对春节后长春市内举办的几场招

聘会进行走访时，记者发现，随着科技水

平的进步和网络的发展，电脑网络、手机

APP、微博、微信等技术逐步应用于企业招

聘和求职者找工作中，网络求职逐渐成为

年轻人求职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今年

节后的几场招聘会上，记者注意到，30岁

以上的求职者占了大多数，90后求职者

较往年少了一些。

记者在节后的一场招聘会中见到吉林

大学大四学生程文时，他正穿行在人才市场

的招聘大厅中，和大多数忙着求职者相比，

他显得比较轻松。“我是空手来招聘会的，这

次主要是在网上看到我心仪的一家企业来

现场招聘，我就过来看看情况。”程文说，他

早在一周前就已经通过网络向这家企业投

递了简历，前两天也接到了面试通知，所以

这次他主要是出来打探企业的招工情况。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近年来不少求

职者都会熟练地使用网络进行求职，尤其

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有过网

络求职的经历。今年23岁的张龙奎是新

生代农民工，90后的他在一众年轻求职者

中看上去比较老练。用长春市人才市场

的电脑上网登记自己的求职信息、刷身份

证进招聘会、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了解招聘

企业的信息，“这样的招聘会流程我在南

方打工的时候也遇到过。现在年轻人都

会用电脑、玩手机，网上求职招聘的很多，

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的90后一样能在网

上找工作。”张龙奎告诉记者，他经常上一

些求职网站，这样就能了解各地不同的收

入情况，比较过收入和物价后，在南方打

工3年的他最终还是选择回长春工作。

节后求职黄金期到来——

你 准 备 好 了 吗 ？
本报记者 马贺 实习生 郭梦莹

通化市二道江区桃园街道东江社区党员爱心志愿者弘扬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近日，为行走不

便的老人送去了轮椅。 刘桂彤 盖霞 摄

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九，虽然

气温降低，还飘起了雪花，但永吉

县西阳镇永胜村村民刘卫东家呈

现出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今年

春节，在外打工的刘卫东带着妻儿

回老家过年，村中电网的改造升级

使他感受到农村生活的新变化。

“以往春节，村里外出打工的

人回来过年，用电人一多，‘低电

压’问题就来了，别说用其他电器

了，有时候连春节联欢晚会都看不

全。今年过年就不同了，多样电器

一起用都不跳闸。”

刘卫东拉着记者走进家门。

干净的农家小院，鲜红的对联，高

高挂起的大灯笼，洋溢着浓浓的新

春气息。屋里新添置的全自动洗

衣机、电脑等电器格外醒目，这些

都是农网改造升级后家中的新变

化。刘卫东说：“过去有钱电不好

用，想给孩子们添置一些时尚电

器，又怕电压太低带不动。现在好

了，‘低电压’治理让农民生活有了

可靠的用电保障。”

永胜村支部书记向记者介绍

道，为解决困扰永胜村村民生活的

“低电压”问题，去年，国网吉林供

电公司投资6476.3万元对永胜村

等 21 个村屯进行了电网改造升

级。永胜村原来只有一台30千伏

安变压器，改造后升级增容为3台

30千伏安变压器，使5250户低电压

居民享受到了更加便利的供电服

务，满足了村民生活和农村经济发

展的用电需求。

记者了解到，此次永胜村“低电压”治理工作不仅改善

了农民的日常生活，还加速了农民致富的步伐。永胜村的

姜山是2008年高校毕业生，毕业后在家创业，搞了个黑毛

猪养殖场。村里长期存在的“低电压”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猪长得也慢。“现在好了，猪养得胖了一圈，肯定能卖上好价

钱。”姜山看着肥肥的猪乐得合不上嘴。在这个村，像姜山

这样因为改造“低压电”受益的养殖场有6户。

如今，走在永胜村的街道上，挺立的电杆、笔直的线路、

崭新的变压器，众多的改变都使农民切实体会到农网改造

升级带来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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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长白县以全国

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系统数据库为依托，

与省联通集团研发中心共同研究开发了“长

白县精准扶贫云平台”系统，成为全省首家建

立精准扶贫云平台的县份。“我们十四道沟镇

共有贫困户100户，贫困人口157人。以前也

做过贫困户信息调查，那时抱着纸质版的表

格挨家挨户走，有些贫困户住在深山里，20

个贫困户的信息1个人跑，至少要四五天的

时间能录完，现在，1个人拿着手机1天就能

完成同样的工作。”十四道沟镇经济办主任赵

福贵感受颇深。

识别贫困人员是开展扶贫工作的源头。

以传统的建档立卡机制，并不能确保扶贫人

员的精准识别。而云平台系统采用大数据技

术采集，利用影像进行比对，对贫困人员实施

全面真实地识别与评估，为扶贫开发工作的

规划与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根据“一看证、二看房、三看劳动力强不

强”的“三看法”，县扶贫办在对贫困户基本信

息采集的过程中，各村书记、会计等村干部使

用“云平台”手持信息采集终端对贫困户家庭

成员、贫困证明、生活条件等内容进行拍摄记

录，第一时间上传至“云平台”后台管理终端

的贫困户信息版块，录入时GPS实时定位，照

片、录像齐全，对扶贫情况进行全程跟踪记

录，有效地防止录入贫困户信息的作假现象，

精准锁定“谁真贫，怎么贫”的根本原因，为分

析致贫原因、制定帮扶措施提供了准确数据。

而在电脑端使用的“精准扶贫云平台”，

通过植入长白县情，开发出贫困户信息、日常

工作、考勤管理、工作成果、轨迹管理、系统设

置7个功能模块，在电脑端能够看到贫困户

信息采集从镇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入档。

谈到精准扶贫云平台，县发改局副局长

李志全告诉记者：“我们通过云平台可以直观

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帮扶情况、脱贫

路径以及脱贫情况等，让人一目了然清楚了

解扶贫工作的进展。另外，云平台系统最大

的特点是后台管理可以实时监测，对工作人

员进行GPS定位，时刻看到工作人员的轨迹。”

云平台能够展示县、镇、村贫困人口的致

贫原因情况，包括因病、因残、因学、缺技术、

缺劳力、缺资金、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针对

不同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该县组织97个部门

（单位）成立72支驻村帮扶工作队，到村到户

到人开展帮扶工作，逐村逐户设计帮扶措施，

并通过手持数据采集终端即时上传到“精准

扶贫云平台”信息管理系统，平台管理人员对

帮扶工作进展情况时时监控，确保了精准帮

扶定时定点的有效开展。

在手持数据端使用的“长白精准扶贫

APP”软件，设计有包保溯源、贫困户信息查

询、信息采集、考勤上报、工作日志等9个功

能板块，实现了对包村部门、驻村工作队、驻

村第一书记帮扶贫困户脱贫的具体实施动态

的全过程监控，对贫困人口脱贫的精准记录，

可以随时调度脱贫攻坚进展情况。

云平台旨在为扶贫工作提供真实可靠、

及时全面的情况，为最终实现精准扶贫和精

准脱贫保驾护航。

当通过云平台掌握贫困人口信息、致贫

原因等情况后，该县围绕帮扶结对情况、帮扶

计划制定、落实及帮扶措施等情况，分别对结

对、帮扶计划、帮扶项目进行监测落实，识别

出已落实、未落实的贫困人口分布，关联显示

帮扶的人或单位等相关信息。通过帮扶情况

分析，清晰了解县、镇、村贫困人口的实际帮

扶情况，协助帮扶任务的落实。

相对于全国建档立卡系统，长白县云平

台实现了贫困户信息的即时传递，即时定位，

有效防止录入贫困户信息的作假现象，另外

云平台增加的照相和视频功能，使贫困户信

息和帮扶信息更直观明了。长白县精准扶贫

云平台系统的建立将真正防止数字脱贫、造

假脱贫，做到识真贫、真扶贫、扶真贫。

新平台 新举措 新思路
——长白县建设精准扶贫云平台记事

本报记者 姜忠孝 通讯员 苑海燕 宋志斌

本报讯（记者祖维

晨 通讯员张学刚 王华

荣）东丰县紧紧围绕“以

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

服务”的宗旨，以“保民

生、促和谐”为工作主线，

努力提高困难群众生活

质量和幸福指数，推动

全县民生工作取得了新

突破。

这个春节，东丰县南屯基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老人们格外开

心，因为他们从简陋的平房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过上了一个温

暖舒适的幸福年。这家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始建于1956年，由于使用

年限长，老人们的居住条件十分有限。2014年，东丰县筹资530余万

元，为南屯基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新建了一栋1800平方米的宿舍楼，

并对福利中心硬件设施进行了修缮，使老人们的生活居住条件得到彻

底改善。

据了解，东丰县现有集中和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2875人，拥有农村

社会福利服务中心14所。“十二五”期间，该县始终把强化推进养老作为

重点工作，累计投资2169.7万元，对全县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院舍进行

了新建、维修和升级改造，改造总面积达11322平方米。同时将五保供

养资金全部纳入财政预算，达到了省定供养标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的良性工作格局正在稳步推进中。

2010年以来，东丰县还持续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

度，进一步健全完善以城乡低保为基础，以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

为辅助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使城乡困难群体实实在在地享

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仅2015年一年，全县就新增城市低保户

525户、1312人，城市低保户总数达到7404户、11953人，发放低保

金4700万元；新增农村低保户1941户、2514人，农村低保户总数达

到16377户、23040人，发放低保金3292万元，极大地改善了困难群

众的生活条件。

东丰县始终坚持对五保户、城乡低保户、重点优抚对象和边缘人群等

贫困群众开展医疗救助工作，不断调整、提高困难群众住院医疗救助比例。

2010年以来，东丰县平均每年实施城镇医疗救助900人次，发放医疗救助

金180万元；实施农村医疗救助2600人次，发放医疗救助金600万元。全

县社会救助、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等各项工作均取得新突破，用实际行动在

党、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搭建了一座连心桥。

东丰民生保障亮点纷呈

2月23日，由辉南县人社局承办的2016“春风行动”

暨辉南县人才交流招聘会在县人社局一楼大厅召开。

本次招聘会共召集县内外用人单位142家，提供

就业岗位3100余个，并首次将微商、淘宝等网络平台

纳入到公共就业服务范围，同时设立了创业担保贷款、

政策维权、技能培训、政策咨询服务平台，为用工企业

及求职者提供现场招聘及咨询服务。此次招聘会泰安

社区共有300余人参与招聘，52人应聘成功，本次活动

深受群众好评。 姚志强 张艳 高诗尧 摄影报道

““春风行动春风行动””惠民生惠民生

本报讯（陈庆玉 张学林）近

日，长春市双阳区在奢岭街道新

安村集贸市场组织了2016年第

一场送岗下乡专场宣传会。

本次送岗下乡共有 86 家

企业参加，现场宣传推介1600

余个岗位，同时还向现场近

2000 名群众发放创业项目推

介、农民工维权等宣传资料，共

计一万余份，受到广大村民的

一致好评。

“每年区里都组织送岗下

乡活动，这对于我们老百姓来

说是一件大好事儿，现在都是

农闲季节，大家都想找一份适

合自己的项目，这在家门口就

能选择，既方便又有保障。”村

民们纷纷这样表示。

据了解，开展“送岗下乡”

是双阳区近年来开展“春风行

动”的重要举措，今年双阳区

还将采取“赶大集、送岗位”

的形式，开展十余场送岗下乡

活动。

送 岗 下 乡 促 就 业

招聘会现场招聘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