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8日，《2021年河南省
公务员考试公告》发布，此次
公务员及参公单位共计招录
7901 人！相对于 2020 年的
（9837 人）缩减了 1936 人。2
月 22日是省考报名第一天，
22日下午，大河报记者获悉报
名人数已突破54764人！

总报名人数
截至22日17:00，河南省

考的总报名人数已经突破
54764 人：预计截至当天 24
时，报名人数应该能达到 7
万+。相比2020年省考，第一
天报名人数截至17:21左右
已达61723人，看来今年省考
报名并没有因为招录人数缩
招而变得平淡。考生们的报考
意愿依然强烈！报名首日，很
多岗位已经是“百人争一岗”
局面了，接下来几天，考生们
一定要冷静选岗。

各地市报名人数
截至22日17:00，各地的

报名人数也新鲜出炉，一起来
看：截至17:00，郑州市报名人

数最多，报名8616人，其次是
省直岗位，济源市报名人数最
少（与职位数与招录人数有
关）；从竞争比来看，郑州市竞
争比目前已达10:1。

这些岗位报名人数最多
截至17：00，河南省考报

名人数最多的岗位大部分都
是省直和郑州的岗位，例如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郑州纪委监
委、郑州发改委，郑州财政局
等，大家注意，一定结合自身
定位来确定报考方向，切勿只
顾追求热门岗位！

这个岗位竞争最激烈
截至17:00，河南省考报

名竞争最激烈的十大岗位中，
竞争最高的是义马市人民法
院，招录1人，已经有156人报
名，竞争比已达156:1，据了解
本岗位专业要求为法学类，预
估分数线为57.02分。

这些岗位目前无人报名
截至17:00，河南省考报

名人数最少的岗位主要分布

于各地市的县区、乡镇、监狱
和公安等岗位，目前这些岗位
还是处于无人报考的状态。

重要提醒
报考者网上提交报名信

息后，系统自动即时进行初
审，主要审核信息填报格式
和信息完整性。报名申请一
旦保存成功，即视为通过初
审，之后即不能改报其他职
位，也不能再修改任何信息。

初审不对报考资格进
行真实性、准确性核查，初
审通过不代表符合该职位
报考要求。

今日报名问题补充
问：函授本科可以报要

求为本科的职位吗？
答：可以，但需要已取

得对应的学历证书。
此外，省考选岗和报名

是第一大考验，考生们一定
要仔细斟酌！（本文数据来
自华图大数据）

截至2月22日17:00，河南省考报名竞争最小的十大岗位。

< 目前省考报名竞争最小的十大岗位 >

排名 地区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招录人数 报名人数
1 开封 开封市公安局基层一线单位 警务技术类二级主管以下（法医） 1 0
2 省直 省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 执法勤务类四级警长以下 1 0
3 焦作 武陟县嘉应观乡人民政府 一级科员（人武专干） 1 0
4 商丘 永城市医疗保障局 一级科员 1 0
5 平顶山 郏县教育体育局 一级科员 1 0
6 商丘 永城市司法局 一级科员 1 0
7 焦作 武陟县乔庙镇人民政府 一级科员（人武专干） 1 0
8 南阳 中共新野县委组织部 一级科员 1 0
9 许昌 许昌市东城区管理委员会 一级科员 1 0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
10 洛阳 汝阳县王坪乡人民政府 一级科员 2 1

2021年2月23日 星期二 责编 任华飞 美编 唐鼎

民生AⅠ·06

省直和郑州的岗位报名人数最多，首日已出现“百人争一岗”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瞧

2021郑州春季人才招聘大会来了！

3.6万个就业岗位等你来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瞧

本报讯 2月 22日，记者
从郑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职业介绍中心获悉，每年春
节后是求职和招聘的高峰期，
为促进社会各界人才就业，帮
助用人单位招贤纳才，郑州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介
绍中心联合52就业网将于2
月26日-3月12日举办“2021
郑州春季人才招聘大会”系列
活动。

据悉，活动期间将在经开
区郑州人力资源市场举办3场
大型综合招聘会。共拟邀请
500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岗
位3.6万余个，涉及土木工程、
IT技术、房产建筑、生物医药、
教育培训、机械制造、餐饮酒

店等多个行业。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浦

发银行、中建七局、福耀玻璃、
平煤集团、赊店酒业、饿了么、
巴奴火锅、海底捞、学而思网
校、开仑化工、驼人医疗、优德
控股、人民电缆、山海集团、花
花牛、伊利牛奶、北京链家、水
滴筹、花千代、中青旅等数百
家知名企业报名参会。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提醒
各位求职者，本次招聘活动，
岗位多机会多，求职者要把
握这次机会，选择合适的工
作。另外因为疫情防控需要，
本次招聘会实行实名入场，
参会人员需携带身份证、佩
戴口罩、扫描健康码测体温

进场。
需要提前了解参会企业

信息及岗位信息的求职者可
关注“52就业网”公众号，相关
信息将提前一天进行发布。

招聘会举办时间及场地：
2 月 26 日（正月十五）上

午郑州人力资源市场
3月5日（周五）上午郑州

人力资源市场
3 月 12 日（周五）上午郑

州人力资源市场
会场地址：中国郑州人力

资源市场（经开区第四大街与
经北二路交叉口）

咨 询 电 话 ：
0371-56666878、85518661

营销员，营销员，
还是营销员！

前不久，2020年第四季
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
工”100个职业排行发布。记
者梳理发现，自2019年第三
季度开始发布该排行以来，

“营销员”连续六期蝉联排行
榜首。不仅仅是营销员，一些
从业门槛较低的工种多次榜
上有名并位列前列，如保洁
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商
品营业员、家庭服务员、车工
等。说起“最缺工”的职业，想
必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高
精尖”领域的技术技能人才。
然而，现实中缺工的反而是
上述从业门槛较低的工种。
这些对技能要求低的工种为
何持续缺人？

制造业服务业
人才需求量大

“当某一职业的需求超
过供给，我们就可以简单地
理解为这个职业的劳动力存
在短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
院人力资源市场与流动管理
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田永坡
如是解释短缺职业。

综观已发布的 6 期排
行，生产制造业人员、社会生
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等3类职业占比
均超九成，稳居劳动力市场
短缺职业的主体。

“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青
壮年劳动力占优势。”在田永
坡看来，当前我国人口结构
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劳动年
龄人口总量和占总人口比例
呈下降之势，人口老龄化程
度日益提升。这种年龄上的
结构变化，直接导致了制造
业、服务业中劳动力密集型
行业和岗位的供求短缺。

同时，田永坡说，受技术
进步和产业调整的推动，劳
动力市场对具有一定技术和
专业知识劳动力的需求不断
增加，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日
益紧缺。另一方面，新经济、
新业态不断涌现，对传统制
造业的劳动力供给产生了

“虹吸”效应，导致制造业人

员短缺。

因自动化、智能化
难以取代而缺工

一些从业门槛低的工种
之所以招聘难，在中国劳动
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助理
研究员殷宝明看来，主要是
由于这些岗位就业质量不
高，吸引力不足导致流动性
高。他还注意到，其中多数工
种属于服务业，是自动化、智
能化一时难以取代的岗位。

同时，这也侧面反映了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有
岗无人”和“有人无岗”的错
配持续存在。“高技能人才和
技能要求不高的基础岗位两
头供不应求。”殷宝明表示。

缓解“最缺工”
企业要提待遇

“最缺工”的排行榜单，
除了短缺工种的排行，还罗
列了岗位缺口数从大到小排
列的需求典型城市。这其中，
不少岗位在南北方、东西部
都缺。如一年多来“最紧俏”
的营销员岗位，最紧缺的5
座城市为上海、长春、北京、
天津和洛阳；多次位列“最缺
工”榜单前十位的家政服务
员，长春、厦门、广州、北京、
昆明等地尤为短缺。

针对一些从业门槛较低
的工种总是缺工的现状，殷
宝明认为，企业要提高这些
岗位的待遇竞争力，畅通职
业发展通道，减少岗位流动
性，降低招聘成本，实现与员
工的双赢。同时，负责培训的
单位要完善相关职业标准和
培训规范，提高培训的实用
性、针对性，并在职业技能提
升补贴政策上进行倾斜。

田永坡建议，在条件允
许的时候或者地区，适当提
供短缺职业的工资水平数
据，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参
考。殷宝明建议未来要扩大
数据覆盖范围，增加数据来
源渠道，为劳动者求职和用
人单位招聘提供更加准确、
有效的指引。

据工人日报、新华社

营销员、保洁员……为何这些
从业门槛较低的岗位总缺人？

已发布的6季短缺职业排行中，营销员、餐
厅服务员、保安员等工种连续稳居“最缺工”前
十位。为何这些从业门槛较低的岗位总缺人？
营销员、保洁员、餐厅服务员等从业门槛较低的
工种之所以持续招工难，专业人士认为，一方面
是受劳动者择业观念等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
这些岗位就业质量不高，吸引力不足，加上自动
化、智能化一时难以取代所致。

一天报了5万多 省考未因缩招减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