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近 2000万元 LOFT房型 拎包入住 ……

■劳动报记者 徐巍

上海建工首批人才公寓开建

2019 年 8 月 2 日 星期五

就业 07责任编辑 苏海亚
美术编辑 尹三同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佳琦） 中国有近百万家单
体酒店， 行业规模很大， 利
润却十分微薄。 如何打破经
营困局 ？ 被称作酒店行业
“特种兵” 的店长， 重要性不
言而喻。

据透露， 所有先进的管
理理念、 都要通过店长来执
行。 而经过专业培训的店长
不仅可以为酒店带去专业的

酒店管理知识， 还可以帮助
酒店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获
客能力、 运营效率及经济效
益， 帮助其构建核心竞争能
力。

到底这些 “特种兵” 有
多重要？ 他们又是如何妙手
回春的？ 记者为你一探究竟。

近百万家单体酒店
亟待管理

《中国酒店产业报告 》
数据显示， 中国酒店市场约
有 92 万家单体酒店 ， 占比
超过 85%， 可触达的市场规
模接近 1 万亿元 。 “蛋糕 ”
越大， 竞争就越激烈。

记者了解到， 单体酒店
大部分瞄准中低端市场， 虽
然总体体量和市场规模不容

小觑， 但论单个酒店， 却往
往业绩低迷、 利润微薄， 深
陷经营困局。 在酒旅行业转
型升级的浪潮中， 它们时刻
面临 “出局” 的危险。

比如， 由于许多单体酒
店缺乏获客能力， 不得不压
低价格或支付高额佣金， 导
致单体酒店获利艰难。 另一
方面， 由于单体酒店品质良
莠不齐， 管理专业能力匮乏

等原因 ， 也难以积累客户 。
更雪上加霜的是， 酒店行业
长期存在巨大的管理型人才

缺口， 人才培养速度远远跟
不上行业发展速度。

有业内人士指出。 “优
质的人才往往倾向于投身大

平台、 大酒店， 中小单体酒
店根本招不到也留不住真正

有能耐的店长。 人才方面的
严重短板， 让单体酒店进一
步被连锁酒店甩在身后， 对
优质人才丧失吸引力， 形成
恶性循环。”

“店长模式”
助力单体酒店转型

一方面是单体酒店亟待

管理， 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
的行业巨头开始瞄准这个市

场。 一时间， 如 H 连锁酒店
等在内的新型酒店管理公司

对单体酒店整合蔚然成风 ，
这也让数十万单体酒店业主

看到了新的出路。
“要帮助单体酒店转型

升级 ， 最核心的抓手是人 ，
即拥有专业的酒店管理技能

的 ‘店长’。” 业内人士指出，
店长是酒店行业的 “特种
兵”， 所有先进的管理理念都
要通过店长来执行。

为此 ， H 连锁酒店的
“店长模式 ” 应运而生 。 据
介绍， H 连锁酒店凭借自身
平台效应和系统化优势， 集
聚大批优质店长人才， 再基
于一整套科学、 专业的人才
培养及激励系统， 进一步提
升人才的专业化水平 ， 最
终， 依托于总部与签约酒店
紧密的合作机制， 将优质人
才分配到各个单体酒店。

“优质的店长实际上任
职于总公司， 但通过店长模
式， 他们的能力被用来帮助

每一个单体酒店破局。 这可
以说是一种高质量人才的

‘降维 ’ 使用 ， 而最终的效
果是： 平台留住了人才、 培
养了人才， 酒店也获得了真
正的赋能 。” H 连锁酒店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产品官邓熔

表示。

店长上任后
转型效果立竿见影

记者采访发现， 通过这样
的合作模式带给单体酒店转型

的效果立竿见影。
酒店业主龚先生表示

“店长介入以后 ， 首先调整
了房价， 部分房型下调了价
格 ， 同时 ， 将前台价格和
OTA 价格保持一致； 在充值
方面， 店长也经过测算房间
成本， 将充值价做了合理下
调。 酒店管理上， 店长改变
了大锅饭模式， 建立了奖励
机制制。 不仅如此， 店长每
天到店检查卫生， 对人员做
业务培训， 提高酒店卫生的
品质。”

郑州的冯先生表示， 自
己的恒熙景观酒店营收状况

不乐观 。 但是当 “特种兵 ”
空降之后， 大大提升了酒店
获客能力。 “店长改造很及
时也很美观， 很大程度上改
善了酒店品牌形象， 改造范
围包括： 门头灯箱、 前台大
厅室内广告牌 、 大厅地毯 、
电梯门贴， 房号牌等标识标
贴。”

而据 H 连锁酒店方面
透露 ， 除了派遣专业店长 ，
业内首个自主研发的店长

智能管理辅助系统———飞

燕也已正式推出 ， 该系统
可以辅助酒店店长实现工

作任务节点管理的在线化

和智能化。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菁）
新一批应届生进入职场， 找工作
难吗？ 企业对于应届生的感观又
如何？

近日，黄浦区职介中心公布了
2019 年下半年企业用工需求调查
中有关应届生的数据分析， 结果
显示， 一方面企业对应届生的招
聘需求并不大；另一方面，近半数
企业认为应届生基础能力不强 ，
导致其招聘难度的增加。

招聘应届生比例不高

据了解， 此次样本来源为上
半年在黄浦区日常招聘用工较为

活跃的企业，样本数量为 135 家，
其中明确表示有招聘应届生需求

的企业为 46 家，占总调查企业数
的 34.07%。

135 家企业中，下半年预计发
布的岗位需求人数为 3851 人，其
中可招应届生的职位为 468 人 ，
只占招聘总人数 12.15%。

通过数据进一步解读发现 ，
在有招聘应届生需求的 46 家企
业中，无论是外资、私营企业，还
是国有、集体企业，招聘应届毕业
生的人数占他们各自招聘总人数

中的比例都不高。
其中，外企招聘总人数为 567

人，应届生岗位为 149 人；私企招
聘总人数为 676 人， 应届生岗位
为 104 人； 国企及其他岗位招聘
人数为 1620 人，应届生岗位更是
只有 215 人，比例只有 1.3%。

企业更倾向熟练工

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 ，无
论从招聘应届生的企业占比 ，还
是从招聘应届生人数的占比来

看， 下半年企业对应届生的直接
需求欲望并不强。

对此，专家分析认为，一方面

这与上半年的招聘计划完成有

关，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企业从
用工成本和培养周期考虑， 更倾
向招聘能够直接上手的熟练工 。
因此对于眼下尚未找到工作的大

多数毕业生来说， 无论是设定合
适的求职目标、 寻求更多的求职
渠道还是把握求职时机， 都对其
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 黄浦区职介中心也建
议应届生在求职前需要多渠道了

解企业招聘信息， 把握好最佳的
求职时机， 特别是毕业季的高校
招聘。 同时，也应当多了解劳务派
遣、就业见习等多种用工形式，给
自己多一些就业机会。

自身基础能力需提升

那么， 对于招聘应届生的企
业来说，最看重这些职场“菜鸟”
哪些能力呢？

数据分析指出，企业普遍认为
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学习能力、人际
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紧随其
后的，则是承压抗挫能力、语言表
达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创新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从中可以看出， 招聘企业非
常务实， 最看重的 7 项能力均为
应届生所应具备的基础技能 ，最
后两项才是基础管理技能中的一

部分。 换言之，企业并不期望应届
生在上岗后“惊天动地 ”，只希望
他们能“循序渐进”。

但是，现实招聘过程中，企业
普遍反映，基础能力没能很好地在
应届生身上体现出来。 因此，在问
及企业招聘应届生与往年相比难

易程度变化的时候，有一半的企业
认为相比往年，招聘难度增加了。

为此，专家提醒，高校学子在
校期间就应该特别需要注重基础

技能的培养和锻炼， 社会实践和
就业实习是最好的途径与方法。

同时， 要将自身积累的就业
技能体现在自己的求职简历中，并
且在面试过程中展现出来，让企业
更多地了解自己，从而获得企业的
青睐，得到自己心仪的岗位。

本报讯 人才公寓作为企业职

工的一个重要福利， 受到广泛的
关注。 昨天，上海建工人才公寓建
设工作全面实施。 在启动仪式上，
上海建工表示将高标准严要求把

人才公寓建成精品工程， 为入住
职工打造一个舒适、 温馨的 “港
湾”，成为“建工人之家”。

上海建工首批人才公寓项目

选址在杨浦区佳木斯路 323 号至
327 号，投资近 2000 万元。项目周
边景观优美， 交通便捷， 设施完
善 。 项目建筑面积 4000 多平方
米， 改建后有复式房间 57 套、单
人间 50 套、双人间 36 套，可容纳
200 多人居住。

人才公寓主要面向企业优秀

职工，作为过渡性居住的保障。
公寓内除具有标准化的生活

配套设施，还充分体现了“安全、环
保、舒适、便捷”的设计理念，平衡
和满足职工便捷、 私密的双重需
求，达到“拎包入住”的标准。 项目
别具匠心打造的 LOFT房型，创新
设计了立体的生活空间模式。 双层

LOFT 空间被充分利用并合理布
局，满足居住人员个人生活、工作
需求。 该项目将于今年年底竣工，
预计 2020年初正式投入使用。

近年来， 上海建工始终秉承
“以职工为中心”“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依靠
职工、发展为了职工、发展成果惠
及职工”。 以启动首批人才公寓建
设为契机，构建多层面、多渠道、
多形式的人才服务保障机制 ，为
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 “栽好梧桐

树”， 让职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自豪感。

接下来， 集团各单位也将根
据实际建设一批优质的人才公

寓，服务人才发展。
今年早些时候 ，农工党上海

市委在《关于加快上海青年人才
公寓建设的建议》中，就建议“重
点支持国有企业作为投建和经

营的主体，将该类营收不纳入绩
效考核目标，在收益权保障上予
以 ‘松绑 ’。 同时 ，在房产税 、企
业增值税和所得税方面适当予

以减免，减少其投资运营青年人
才公寓的盈利回报周期 ，激发更
多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在本市部分有条件的高等院

校、各大医院、科研院所等青年人
才集聚的单位， 鼓励利用单位的
部分地块建设青年人才公寓 ，自
组服务机构或引进第三方社会服

务机构进行服务管理， 缓解部分
购房困难的青年科技人员和教师

的燃眉之急。 ”据记者了解，上海
建工首批人才公寓项目的选址 ，
正是利用了一块自有地块。

学习、人际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
企业招应届生最看重啥？ 单体酒店如何打破经营困局？

记者一探究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