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场问答

“十一” 刚从西藏旅游回来

的李香打算去一家公司面试，她

每次在工作十个月后都会选择辞

职，旅行或休息一个月。 她表示：

“这是我的生活态度，我觉得这样

的节奏最适合自己， 该工作的时

候认真工作， 给公司带去效益的

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好的回报，

这样用一个月的时间去旅行或者

休息都可以毫无顾虑。 ”

李香告诉记者， 她身边的许

多朋友和同事都很不理解自己的

行为， 他们觉得旅行或者休息可

以， 但是辞职了专门去旅行或者

休息根本就没有必要， 而且休息

回来以后也可能找不到那么好的

工作。 但是李香认为，虽然工作很

重要， 但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

更重要， 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好好

生活、享受生活。

90后辞职的理由看似简单并

随心所欲， 但其实谁都不愿意裸

辞， 不过是不想呆在不靠谱的公

司。

对此，职场人士表示，辞与不

辞都是自己的选择， 年轻人就业

应有规划，不应盲目就业，也不应

频繁辞职，如果次数太多，确实会

给

HR

留下不好的印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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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19 个月换一份工作

那些 90后辞职的故事

本期《人次周刊》需求大量客服，

需求量达数百个， 最高薪资可以达到

15000元一个月。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需求

微信岗位 20 人，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

提供薪资 5000-15000 元； 另外需求

Java 开发工程师 6 人， 要求大专及以

上学历，2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薪资

5000-15000 元； 前端工程师， 薪资

5000-10000 元；爬虫开发工程师，薪资

5000-8000 元； 大数据工程师， 薪资

5000-10000元。

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需

求图书售前客服，要求 18 岁以上，中专

以上学历，月薪 1600 元以上（无责底

薪 + 全勤 + 绩效 + 包宿）； 客服员工，

月薪 1600 元以上；图书售前组员工，月

薪 1600 元以上；图书售后组员工，月薪

2500-4300 元， 另外提供五险一金、包

住、年底双薪、节假日福利、员工活动、

员工体检等。

贵州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需求

贵州电信 10000 号客服， 平均薪酬：

4000-7000 元 （含五险一金及福利），

工作地点：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

419 号计质检所旁贵州电信 10000；贵

州电信 118114 客服，工作地点：贵阳市

观山湖区窦官服务外包及呼叫中心产

业园；贵阳 110 接警热线，工作地点：贵

阳市观山湖区黔灵山路 306 号 （贵阳

市公安局内）。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新渠道贵阳分中心需求车险电销专员

50 人，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金融、保

险、经济、营销、电子商务等专业优先；

需求续保管理岗， 要求本科及以上学

历，金融、保险、统计学等专业优先，另

外还需求内训师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大量客服岗位

等你来选

“人事工作难

做啊， 公司里招进

来的年轻人基本都

待不长。 工作长的

五六个月， 短的一

个月， 招进来的那

几个 90 后都在陆

陆续续地辞职换工

作。 ” 正在一家公

司做人事工作的王英在跟记

者闲聊时提到最近比较热议

的话题———90 后频频辞职，

“不知道为什么 90 后会那么

高频率辞职，现在的大环境下

不光我们找人难，其实找工作

也难啊。 ”

在 《第一份工作趋势洞

察》中显示：70 后平均超过 4

年才换工作，80 后则是 3 年

半换工作，90 后骤减到平均

19 个月换工作，95 后更是平

均仅仅在职 7 个月就辞职。为

何 90 后辞职率那么高？ 90 后

辞职的原因是什么？ 对此，记

者采访了几位刚从大学毕业

或毕业两三年的 90 后， 聊一

聊他们辞职的故事……

刚毕业三个月的小杨告诉

记者，自己从今年六月份开始上

班，到现在虽然才四个月，但已

经换了三份工作。她表示：“其实

我也不想这么频繁地换工作，但

是前两个公司确实不适合我自

己， 思考了两天， 我选择了辞

职。 ”

小杨告诉记者，她的第一份

工作是在一家新公司当运营，当

时因为身边的同学陆陆续续找

到不错的工作，自己却一点都没

有着落，着急之下，并没有多做

考虑就去了那家小公司上班。 工

作不久之后，小公司的问题就逐

渐显现出来， 管理方面没有规

矩，标准流程不规范，在一些福

利待遇上也没有任何的保证，并

且做事混乱又拖拉，经常加班到

深夜，给老板提了几次建议都得

不到反馈。 在那家小公司工作了

两个月后，小杨用了两天的时间

思考，最终选择了辞职。

第二份工作，小杨也只干了

一个星期，谈到这份工作，她说：

“第二份工作的整个公司环境太

压抑了，同事、老板之间都没有

其他交流， 只有基本的工作交

流， 这不是我想要的办公氛围，

于是我又选择了辞职。 ”

最近刚找到工作的小杨打

算在第三家公司工作长久一点。

她表示：“虽然这个公司也才成

立五六年，但整个公司的氛围都

符合我想要的氛围，大家会一起

讨论工作、一起努力加油，会一

起聊感兴趣的事情、一起放松玩

耍， 这才是我想要的工作和生

活！ ”

“我去年三次都是因为老板

画虚空的大饼而辞职的， 付出和

回报不成正比， 我就不想继续下

去了。 ” 正在做着会计工作的王

雪对记者述说自己对工作的需

求，“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就想

找一个能对得起自己付出的公司

就行， 不想听领导们继续画吃不

到一口的饼。 ”

王雪的上一份工作入职时谈

的月薪是 6000 元， 有五险一金，

加班有补贴，年终奖丰富，还有一

些餐补和其他补贴。 而入职之后

却变成了底薪 2000 加绩效提成，

每个月下来有 5000 的工资已经

算不错了，加班也没有补贴。

王雪表示：“最不喜欢的还

是每次开会领导都会给我们画

饼，画大大的饼，比如：趁现在还

年轻，要多努力；今天的辛苦，是

为了以后能享福；只要努力，年终

一定会有好的回报。 其实这些真

的听腻了， 我的付出和收获差距

实在太大了， 一次次的失望堆积

让我不能接受， 于是就选择了辞

职。 ”

毕业三个月，换了三份工作

职场氛围合心很重要

讨厌老板

给我“画大饼”

一年辞职四次

核

心

提

示

只想让自己

享受生活

每年都要辞一次

本报讯 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

属于企业管理的两大基础手段。 规

章制度是对劳动合同没有规定的

事项进行的补充，相互之间有可能

存在重复或者冲突的情况。 那这时

候，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的效力哪

个大呢？

据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的工作人员介绍，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16 条规

定：“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

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

的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

用合同约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 规章制度作为用人单位经营

管理的内部规章，相对于劳动合同

对双方当事人的特殊约定，一般情

况下， 其效力都会低于劳动合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段筠）

据新华社电 恰值金秋招

聘季，作为“六稳”之首的稳就

业开始集中发力， 冲刺年度目

标。 近段时间，特别是 10 月以

来， 中央多个部门频频部署稳

定和扩大就业。 地方也密集出

招并陆续启动专项行动。

记者获悉， 有关部门正在

抓紧研究储备针对性政策，四

季度稳就业全方位政策大礼包

将集中派发， 将瞄准高校毕业

生等重点群体， 集中出台并实

施一揽子促就业新举措， 包括

加大力度为企业减负， 破解人

才供求失衡， 进一步放宽市场

准入， 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

等。

就业向好趋势显现

人社部 10 月 9 日公布的

《2018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月

度数据》显示，前 8 月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 984 万人，城

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353 万

人，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114万人。

“就业主要指标运行在合

理区间。 1 至 8 月份城镇新增

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 89

%

。

8

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2

%

，

低于
5.5%

的预期控制目

标。 第二季度人力资源市场的

求人倍率是 1.22，市场供求继

续保持总体平衡。 ” 人社部部

长张纪南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从企业看， 各类规模企业

的

CIER

指
数环比均有回升，

民营和合资企业招聘需求人数

增加， 且增幅大于求职申请人

数。从地区看，新一线城市的招

聘需求人数增幅大于求职申请

人数，

CIER

指
数同比上升；二

线和三线城市的招聘需求人数

也有明显增加。

多方集中加力稳就业

近段时间， 中央部委及各

地密集部署， 稳就业再迎集中

发力。

人社部第七届大中城市联

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

动近日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

举办不少于 800 场现场招聘

会。此外，各地也紧锣密鼓出台

方案并开启专项行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

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

成刚表示， 当前稳就业政策体

现出几大特点， 一是服务于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 通过大规模

职业技能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

问题； 二是与放管服改革相结

合， 通过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

本负担，提升中小企业活力；三

是与提升消费需求相结合，通

过发展灵活就业、夜间经济，带

动新岗位产生； 四是与新业态

发展结合，支持新就业形态、平

台经济、零工经济发展，带动就

业规模扩大。

更多新就业岗位将涌现

记者还了解到， 有关部门

正抓紧研究储备针对性政策，

酝酿一揽子促就业创业新举

措，加大力度为企业减负，进一

步放宽市场准入， 创造更多新

的就业岗位。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

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下

一步， 将把稳就业作为宏观调

控的下限和“六稳” 之首，会同

相关部门聚焦重点、精准施策，

在抓好既定政策落实的同时，

进一步完善应对举措， 多管齐

下稳定和扩大就业。

“未来将突出就业优先导

向，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

就业的导向，形成经济发展和扩

大就业的良性循环。”张纪南说。

多部门频频部署出实招

稳就业再加码

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的效力哪个大？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和

智联招聘日前联合推出第三季度 《中

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 报告显示，

2019 年三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

季节性回升，但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具

体来看，今年三季度求职申请人数和招

聘需求人数均出现回落，求职申请人数

降幅大于招聘需求人数。 根据预测，预

计四季度景气指数周期成分企稳。

从行业来看，本季度保险行业的排

名升至首位，就业形势最好。 中介服务

行业的排名在今年前两个季度都保持

首位，本季度则降至第二位。 值得一提

的是，排名第三的教育培训招聘职位数

量同比增加 8.1% ， 增幅较二季度

（5.9%）进一步扩大。 随着房价整体趋

稳带来的老百姓购房需求复苏，以及消

费结构性升级，房产中介、家政服务、留

学咨询等中介服务发展得到增长，释放

出更多就业岗位。而基金 /证券 /期货

/投资行业招聘需求人数同比下降

20.

7%

，

求 职 申 请 人 数 同 比 下 降

20.0

%

，

景气指数同比下降。 从 2017年

三季度开始，该行业招聘需求人数一直

处于下降过程中，收缩态势明显。

从企业性质来看， 本季度民营、合

资和上市公司的就业形势相对较好，股

份制企业、国企和外商独资企业就业形

势相对较差。 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招

聘需求人数同比降幅相对较大，景气指

数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综合

三季度就业

保险中介教育培训

行情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