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白领年终奖最高

记者注意到，智联招聘“2018

白领年终奖调查” 结果显示，2018

年全国白领年终奖总体均值为

7100元，低于 2017年的 7278元。

从城市来看，调查显示，北京

白领的年终奖均值最高， 为 8994

元。 紧随其后的为合肥， 均值达

8634元。 一线城市中，广州白领均

值为 7482元，位居第 14名。

调查显示， 参与调查的白领

中有 55.17%表示能拿到年终奖，

比例较 2017 年的 66.1%下降明

显；还有 14.56%的白领表示“据说

有，不确定” ；确定没有年终奖的

占比 22.30%。

与 2017年相比，调查指出，仅

39.10%的白领年终奖收入增加了，

持 平 的 为 45.35% ， 减 少 的 为

15.55%。

工龄方面，调查显示，年终奖

额度也是跟工龄正相关的， 工龄

每升一个阶段，年终奖均会有大幅

的提升， 工作 10年及以上的白领

的年终奖均值为 8853 元， 工作 1

年以内的均值仅为 5329 元， 职场

资深人士的年终奖是新人的近 1.6

倍。

从职位高低来看，调查显示，

职位越高，年终奖越高。 高层管理

者的年终奖是普通员工的近 4倍。

调查分析认为，高管们有更高

的年终奖除了和他们本身就高的

月薪有关外，还因为高管们很强的

不可替代性，企业通常会通过年底

分红和股权等方式留住他们，所以

他们一般都拥有更高的年终奖。

互联网行业豪气不再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 ，不同

行业在年终奖的差距也很大。

2018 年对互联网、 通讯等行

业来说不太“友好” 。调查显示，商

业服务行业的白领能拿到年终奖

的比例最多，为 75.90%，其次是政

府、非营利机构和金融业，分别为

64.90%和 63.14%。

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让不少金

融从业者对今年年终奖的幻想化

为泡影。 而有些基金公司发放年

终奖的方式，也超过你的想象。 据

中国证券报报道，某基金公司今年

如约发放了年终奖，但发放方式是

把年终奖折算成了新基金份额，即

员工需要拿着年终奖购买自家公

司的新产品。 年终奖的金额属于

正常范围。 让员工担心的是，这份

年终奖未来的缩水空间有多大。

调查还显示，互联网行业白领

能拿到年终奖的比例大幅降低，在

13 个参与排名的行业中垫底，仅

有 46.49%的白领表示能拿到年终

奖。

记者注意到，去年年末，滴滴

CEO程维公开表示， 公司的表现

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主要责任在管

理层，所以滴滴高管集体不拿年终

奖，而普通员工年终奖减半。

除互联网企业之外，不同性质

企业的年终奖呈现出冷热不均的

态势。

73.1%的外商、 港澳台独资企

业的白领表示， 在 2018 年能拿到

年终奖，收获最为丰厚。 合资企业

年终奖发放情况也比较理想，表示

能 拿 到 年 终 奖 的 白 领 占 比

70.91%。但私营、民营企业的白领，

表示能拿到年终奖的人群占比仅

为 46.51%，不到一半。

对年终奖减少的白领的调查

显示，认为年终奖减少和“公司经

济效益低” 有关的比例最多，达到

31.92%，认为和个人问题有关的仅

占 2.83%。 据《每日经济新闻》

近日， 在线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发布的一项针

对 2 万名白领的“2018 白领年终奖调查”（以下

简称调查）显示，2018 年能拿到年终奖的白领不

足 6 成，全国白领年终奖总体均值为 7100 元，低

于 2017 年的 7278 元。从城市来看，调查显示，北

京白领的年终奖均值最高，为 8994 元。 紧随其后

的为合肥，均值达 8634 元。 调查显示，职位越高，

年终奖越高， 高层管理者的年终奖是普通员工的

近 4 倍。

全国白领年终奖均值 7100元

智联招聘发布“2018白领年终奖调查”

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涨幅回落

国家统计局发布去年 12月份数据

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了

2018 年 12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

据。 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

统计师刘建伟进行了解读。

一、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涨幅扩大， 二手住

宅价格继续下降； 二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

涨幅均回落

去年 12 月份， 各地继续坚

持因城施策，切实履行城市主体

责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年

底成交有所增加， 价格有所上

涨， 二三线城市则继续保持稳

定。 据初步测算，从环比看，4 个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上涨 1.3%， 涨幅比上月扩大

1.0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

广 州 和 深 圳 分 别 上 涨 1.0% 、

0.6%、3.0%和 0.4%。 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下降 0.3%。 其中：北京、

上海 、 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0.2%、0.3%、0.4%和 0.3%。 31 个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 0.7%和

0.1%， 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3

和 0.2 个百分点。 35 个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分别上涨 0.7%和 0.3%，涨

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2 和 0.1 个

百分点。

二、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累计平

均涨幅比上年同期均回落，三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累计平

均涨幅与上年同期相同，二手住宅

有所扩大

去年 12 月份， 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年同月扩大 2.2

个百分点；1-12 月平均，同比上

涨 0.5%， 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9.6 个百分点。 12 月份，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6%，涨

幅比上年同月回落 1.9 个百分

点 ；1-12 月 平 均 ， 同 比 上 涨

0.7%，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11.3

个百分点。 12 月份，二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

别上涨 11.3%和 10.8%， 涨幅比

上年同月分别扩大 6.2 和 3.9 个

百分点；1-12 月平均，同比分别

上涨 7.6%和 7.8%， 其中二线城

市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1.5 个

百分点，三线城市涨幅与上年同

期相同。 12 月份，二三线城市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 7.9%

和 8.2%， 涨幅比上年同月均扩

大 2.9 个百分点；1-12 月平均，

同比分别上涨 5.8%和 5.9%，其

中二线城市涨幅比上年同期回

落 2.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涨幅

比上年同期扩大 0.5 个百分点。

三、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 3个

去年 12 月份，15 个热点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的城市有 3 个，与上月相同，最大

降幅为 0.4%； 上涨的有 12 个，增

加 1个，最高涨幅为 3.0%。 同比下

降的城市有 1 个， 比上月减少 1

个，最大降幅为 0.4%；上涨的有 14

个，增加 1个，最高涨幅为 15.9%。

据国家统计局官网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15 日，香港消

费者委员会发布的检测报告称， 其于 2018

年 8 月至 10 月从香港多地购买了 58 款饼

干类食品， 部分检测样品中发现了具有基

因毒性和致癌性的环氧丙醇和丙烯酰胺，

其中无印良品的一款产地为马来西亚的榛

子燕麦饼干， 在检测的非预先包装或豁免

营养标签的预先包装样品中， 其环氧丙醇

和丙烯酰胺含量均为最高。

15日下午， 记者在无印良品内地官方

网站上找到了该报告中同名的榛子燕麦饼

干，但官网显示该产品暂时缺货。 记者先后

联系了多家位于内地的无印良品实体店，

均被告知仍有“榛子燕麦” 口味饼干在售，

规格均为 15 片每袋。 各大电商平台上，也

仍旧可以检索出涉事饼干的购买链接，其

中部分还特意标注了“香港代购”字样。

15日晚，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

司客服人员回应记者称， 位于香港的无印

良品与内地的无印良品门店分属两家不同

的分公司， 因此门店所销售产品类型可能

略有差异。

香港无印良品饼干

测出致癌物

内地多家实体店有售

据新华社电 1月 15日，三款社交产品

一日内同时上线，字节跳动、云歌人工智能

和快如科技分别推出多闪、马桶 MT、聊天

宝，正式加入了竞争激烈的社交领域。业内

专家预测，5G 或将为短视频社交带来一轮

爆发。

当前我国短视频发展迅猛， 根据中国

信通院调查报告显示，2018 上半年中国网

络短视频带宽总量接近翻三番增长， 截至

6 月带宽指数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290.2%。

此外，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 显示，2018 年，74.1%的中国网民

使用短视频应用。

资本也在持续向短视频领域注入。 易

观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短视频市场投资

超过 100 笔， 投融资金额超过 62 亿元；

2017 年投资超过 90 笔， 投融资金额接近

54亿元， 尤其是快手以 3.5亿美元的 D 轮

投资领跑短视频市场。

未来几年内， 短视频将开放大量的商

业机会， 流量变现带来较大的市场规模增

长，内容变现也将出现较大机会。庞大的市

场下，短视频 +社交有望成为下一个风口。

5G时代来临

短视频混战或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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