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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新业态青年
月收入低于八千元

近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
益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联合发布的《新业态青年发展状况与
价值诉求调查》显示，近九成新业态
青年月收入低于 8000 元，超四分之
一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或商业保障，新
业态青年在福利保障、劳动权益和技
能培训方面的诉求较为强烈。从受
教育程度来看，全媒体运营人员和新
兴互联网科技从业人员拥有较高受
教育水平，分别有 67.0%和 59.8%的
受访者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从工作时间来看，新业态青年工作压
力较大。数据显示，约一半受访者每
天工作超过 8 小时，20.4%每天工作
12小时及以上。

美团外卖骑手
可自行设置接单上限

美团近日推出一系列新的“骑手
劳动安全保障”相关规则，包括：在接
单前，外卖骑手可自行设置接单上
限；在接单中，骑手可自主决定是否
接这单。这些措施给骑手更自由宽
松的配送选择。为解决异常场景问
题，美团外卖推出了系列举措：一是
减少订单可能的异常，对于预判和识
别到的异常场景，提供“单次补时+
系统修正”两种方式，让订单的配送
时间更合理。二是应对骑手可能的
异常，骑手可通过改派、转单、自行设
置“同时接单量”等方式，管理自己的
接单节奏。

关停假冒网站
治理“山寨证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
信办近日印发《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

“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对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进行网络
治理。通过网络巡查和群众举报，有
关部门严肃查处了两个打着“职业资
格”的幌子发放“山寨证书”谋取不法
利益的典型“山寨网站”。在两个假
冒网站中，其中一个冒用“中国人事
考试网”网站名称和单位标识，存在
故意混淆概念、误导社会的行为。目
前，这两个假冒网站均已被关停。

（职宗）

职场既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地，也
是体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场所。晚报
开设《职场》版，“职观察”关注职场热
点，“职资讯”为您提供最新信息，“职
言片语”和您分享思想，“职场那些
事”聊聊职场发生的各种趣事难事烦
事新鲜事……期待《职场》成为您的
好朋友，陪您一起走职场。《职场》版
欢 迎 大 家 提 供 新 闻 线 索 ，QQ:
466363421，邮 箱 ：466363421@qq.
com。

京江晚报讯 记者 11日获悉，第三
届“镇江工匠”认定工作启动，将认定 10
名“镇江工匠”。

本次认定面向全市各行各业从事职
业技能、职业能力工作的技术技能劳动
者，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现代服务业、乡村振兴等发展方向，
涵盖传统技艺技能领域，工程、农业、工
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
育、技工院校教师等贯通领域，数字经

济、医疗医药、公共安全、社会管理与服
务等新兴领域，包括技能人才、专业技术
人才、乡土人才。

认定的基本条件为：申报人选应具
备以下基本条件：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工
匠精神；原则上在法定就业年龄内；具有
镇江户籍且在镇江就业满 2 年，或在镇
江缴纳社会保险满 3 年；具有技师及以
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资格。在业绩条件方面，申报人

选应具备拥有绝招绝技绝活，技术技能
处于本市、本行业顶尖水平，且有较高社
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等业绩。

据悉，“镇江工匠”认定采用基层申
报、逐级推荐、集中评审的办法进行。经
认定的“镇江工匠”正式人选可获得一次
性奖励 1万元，享受“镇江市高技能领军
人才”和镇江市人才分类 E 类人才相关
待遇，列各级劳模评选和相关人才项目
优先推荐对象。 （沈春来）

第三届“镇江工匠”认定启动

刚刚过去的母亲节，祝
愿声在朋友圈此起彼伏。身
处职场的妈妈们，承担着来
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为平衡家庭与事业付出了更
多的精力，得到的祝福和肯
定让她们感动。

吐槽职场妈妈不容易

有人说“职场妈妈既是
超人，也是凡人”，感慨职场
妈妈的不易。“当了妈妈后，
我生活的重心都在孩子身上
了。”马女士说，成为职场妈
妈后，要平衡好工作、生活和
孩子之间的关系。现在我的
生活就是工作和孩子！每天
留给自己的时间也就一两个
小时，以前很多的业余爱好
都放弃了，现在最多抽空刷
刷微博。

“年后一直在找工作，这
两年受疫情影响，合适的财
务工作不好找。”陈女士说，
有了宝宝后，找工作总想着
离家近点，可以照顾到他。

一位网友第一次作为妈
妈过母亲节，比较前后的变
化，坦承一言难尽。她说，以
前早上七点前从来起不来，
现在则是孩子不睡我不睡，
这样的变化挺大的。现在抱
着孩子坐车，全程保持高度
警惕，以前还可以眯一下。
从怀孕到生产，再到产假结
束重新上班，差不多要一年
半的时间。在这期间，工作
都不能全身心投入，前期怀
孕不能剧烈运动，产假后回
单位孩子又小，有娃的职场
妈妈真的不容易。

李女士产假已倒计时，
即将回归职场，她感觉有点
焦虑。一方面回归职场后，
自己原来的岗位是否还在是
个问题，而要迅速跟上工作
的节奏，可能还有一段适应
期。另一方面，还要记挂着
家里的宝宝，担心家里的老
人能否带好，“一心两用恐怕
有点累”。

已回职场的苏女士每天
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早上
5:30 被娃叫醒，喂奶，陪娃玩
到 6:30 起床，把娃交给奶奶
之后开始洗漱吃饭。7:20 跟
娃告别出门，8:30 准时上班。
18:00 下班回家，带娃吃晚饭
陪娃。20:30给娃洗澡换衣服
喂奶，21:00给娃哄睡着，开始
运动。22:10洗漱，22:30躺在
床上。玩会手机，入睡。娃
睡得好的话，夜里会起来一
两次。苏女士表示，其实很
喜欢做做美食，现在只能趁
放假期间才有时间做点。跟
不少妈妈比算是比较幸运
的，白天有奶奶带娃做饭。

“现在比较发愁是，工作性质
决定了下班后也要回很多信
息，最近不太忙，一旦真要忙
起来，不知该如何应对”。

现在职场女性结婚生子
做全职妈妈被嫌弃只会花
钱，做职场妈妈则要兼顾工
作家庭压力山大。网友们纷
纷表示，每个女性其实得先
是自己，再是妈妈的角色，不
要道德绑架妈妈了，当今职
场妈妈真的不容易。

兼顾事业家庭是难题

兼顾事业和家庭仍是职
场妈妈的难题。智联招聘近
日发布《2022 年职场妈妈生
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职场

妈妈平均薪酬为 9315元/月，
比 2021 年的 8534 元/月提高
9.2%，与职场爸爸 12534 元/
月的薪酬水平相比，职场妈
妈收入低 25.7%，差距小于
2021年的 31.6%，职场爸妈收
入差距在缩小。

对于职场晋升，认为一
年内“肯定会升职”或升职

“可能性较大”的职场妈妈占
比10.2%，低于2021年的17.5%，
并且明显低于职场爸爸的
18.8%。其中，关于晋升障碍，
有 23.5%的职场妈妈选择了

“照顾家庭，职场精力分散”
这一选项，比例明显高于已
婚未育女性的 5.8%、未婚女
性的 2.5%，以及职场爸爸的
11.2%。从中可见，婚姻和孩
子让职场妈妈分身乏术，事
业与家庭兼顾仍然是不少职
场妈妈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在业余时间分配上，八
成多的职场妈妈将时间主要
用在陪伴家人上，显著高于
未婚女性和已婚未育女性，
也高于职场爸爸。具体到家
务方面，61.3%的职场妈妈每
天在家务中投入1小时以上，
占比高于职场爸爸的56.7%。

在收入分配上，80.2%的
职场妈妈将收入主要用于子
女抚养和教育，低于 2021 年
的 85.5%，却高于职场爸爸的
72.4%。从中可见，职场妈妈
对子女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经
费上的投入，都比职场爸爸
更为尽心。此外，21.4%的职
场妈妈将收入用来学习培
训，这反映了职场妈妈在婚
育“围城”中仍未放弃充电和
奋斗。

期待更好的职场生态

职场妈妈大多认为家庭
事业难以兼顾，是否她们难
以胜任工作？现实证明并非
如此。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
钱女士表示，从工作中可以
发现，职场妈妈更具亲和力，
与同事更容易相处，人际关
系更为和谐，而且做事更有
耐心。不少职场妈妈为人母
后反而进取心更强，而且她
们的责任感也更强了，面对
各种利益和关系也更为成
熟，对一件事轻重缓急的拿
捏也更为准确。另外，她们
做事更加注重效率。

“我们在招聘时，对已孕
育子女的应聘女性会优先考
虑，除了上面的优势，她们对
工作的宽容性较高，重视工
作性价比，而且具有较好的
稳定性。”钱女士说。

照顾孩子和工作虽然占
去了职场妈妈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但她们依然有挣更多
钱、拓展个人技能提高职场
竞争力等迫切愿望，希望自
己得到更好的发展，为家庭
争取更好的经济保障。

不过，面对工作与家庭，
职场妈妈的困境依然存在。
她们期望能有适当的弹性工
作制、应享受的福利、平等的
晋 升 空 间 、更 多 的 生 育 假
期。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全
社会营造一个健康公平的职
场生态，创造更多的职业机
会，给职场妈妈更多的理解、
支持和关爱，让她们有机会
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沈春来）

兼顾家庭事业，职场妈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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