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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招聘用“黑话”
不如坦诚来相见

■ 何珂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求职旺季，形形色色的“招聘黑话”
引发网友们的广泛讨论。 所谓“招聘黑话”，是指用人单位
用一些看上去很美的话术，“一键美颜” 工作内容和环境，
有些描述甚至与现实天差地别。 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话里
有话。

有网友“翻译”了一些常见招聘黑话，比如，“月薪 6k~
12k”，那就是拿 6000 元，别想太多；“弹性工作”，多半是指
上班不“弹”下班“弹”；“抗压能力强”，等于要做好多加班
的准备；“能独立完成任务”， 很可能意味着产品测试、推
广、运营都等你一人来扛……有网友吐槽：现在应聘，除了
要认真准备简历、专业测试外，还要专门抽出时间，好好研
究一下招聘“语言学”，以便做好职场信息解码工作，及时
避坑。

为了招到更优秀的人才，用人单位在招聘信息中尽量
正面表述，展现自身优势和岗位吸引力本无可厚非。 但过
犹不及，正面表述不能以核心信息失真为前提，更不能有
意误导求职者。否则，即便把人“忽悠”来了，当员工了解了
真相，还是会用脚投票，难以在公司持续干下去。而企业频
繁的人员流动，不仅不利于企业稳定运行，还可能影响其
业界口碑。因此，与其用招聘“黑话”，不如对求职者坦诚相
见、实事求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或许更能打动人心，也更
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诚然 ，求职者要想不被 “招聘黑话 ”所坑 ，需要擦亮
眼睛， 提高警惕及自我保护意识， 在看到表述不明确、
不具体，尤其是极其含糊等 “行业黑话 ”招聘信息后 ，在
应聘时一定要详细询问清楚 ，不要因为 “面子 ”而不好
意思询问，避免草率入职后发现招聘信息与办理入职后
差别巨大 ，给自己造成损失 。 同时 ，监管部门也应当积
极发力 ，不能任由招聘单位随意夸大 、误导 、欺骗求职
者 。 比如 ，对于招聘信息中 “同一岗位薪酬区间跨度过
大 、而且往往最终取最低值 ”等常见问题 ，就有待进一
步细化监管。

求职是大学生从校园迈向社会的重要一步。高校除了
为学生搭建信息平台，也有必要对薪酬、保险等劳动权益
进行科普，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消除年轻人“不好意思协
商岗位待遇”“不知何为五险一金”等常见问题，进而促进
高质量就业。

减证便民！ 电子证照将在全国互通互认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就进一步加快推进电
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实现更
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进一
步助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作
出部署。

《意见》 提出要扩大电子证照应用领域。
在个人电子证照应用领域， 加快推进出生医
学证明、户口簿、身份证、社会保障卡等 10 类
个人常用证照电子化应用，覆盖婚姻登记、生
育登记、 户籍迁移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应用场景；在企业电子证照应用领域，推动营
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检测认证等电子证
照的应用；在电子证照社会化应用中，围绕合
同订立、人员招聘、交通出行 、文化和旅游等

场景积极推动。
推动电子证照全国互通互认，是《意见》提

出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目前，一些地区已开展
区域性电子证照互认。 2020 年 9 月，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联合印发 《长三角地区电子证
照互认应用合作共识》，确定电子证照互信互
认试点类型清单、 发布电子证照应用场景清
单、构建电子证照跨地区异议处理机制等，并
制定了《长三角地区电子证照共享技术规范》
等规范性文件，实现 30 类电子证照互认应用，
其中身份证、驾驶证 、行驶证 、律师执业证等
高频电子证照可在特定监管执法、 社会化领
域中应用。

不过，从全国层面看，电子证照还存在标
准规范不健全、互通互认机制不完善、共享服
务体系不完备等问题。为此，《意见》提出，健全

电子证照应用协同推进机制；加强电子证照应
用跨地区、跨部门工作协同，推动解决电子证
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 推进电子证照标准化规范化，建立健
全电子证照应用的业务、数据、技术、管理等标
准体系。

不仅如此 ，《意见 》 还统筹发展和安全 ，
强调加强电子证照签发 、归集 、存储 、使用等
各环节安全管理 ，严格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
护制度等要求 ， 强化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 ，
探索运用区块链 、新兴密码技术 、隐私计算
等手段提升电子证照安全防护 、追踪溯源和
精准授权等能力。 按照信息采集最小化原则
归集数据，对共享的电子证照进行分类分级
管理，避免信息泄露 。 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
份认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 ，加强

对电子证照持证主体 、 用证人员的身份认
证 、授权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 。 强化企业和
群众身份认证支撑 ，增强电子证照签发和使
用等环节的统一身份认证能力。 建立健全严
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依法严厉打击电子证照
制作生成过程中的造假行为 ，杜绝未经授权
擅自调用 、留存电子证照信息 ，切实保障电
子证照及相关信息合法合规使用 ，保护持证
主体的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

专家普遍认为，《意见》的出台标志着电子
证照应用进入到更加规范的时代，对解决电子
证照目前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可以
接纳电子证照的服务窗口和社会场景将越来
越多，通过亮证用证，实现“办事像购物一样简
单”，这将进一步提升内部运行效率，增加行业
管理和服务的能力。

（本报记者 陈树琛 整理）

张雨秋/绘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共享，在数字时代，被赋予以越来
越丰富的内涵。 共享出行、共享充电、
共享住宿……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共
享”从无到有，从有到好，融入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 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方式。

“ ”，改变生活

淮北城市规模不大。 在这个城市，
使用绿色骑行的方式出行， 正成为街
头的一道美丽风景。

3 月 25 日，在淮北市人民路淮北
广电中心附近，一辆辆绿色的自行车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淮北市民孟宾掏
出手机 ，找到支付宝 App，轻点屏幕
扫码，很快，一辆自行车便解锁成功。
“开车能耗大， 而且找停车位也不方
便。 我现在出行很少开车。 骑共享单
车不但便捷，还绿色低碳。 ”孟宾告诉
记者。

如今的淮北 ，全市范围内投放公
共自行车已逾 1 万辆。 自行车共享 ，
无疑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 越来越
多的企业，正投向这一前景广阔的市
场。 在大学城，烈山区与一家智慧出
行龙头企业达成深度合作 ，引进共享
电车，形成了一个更为完善的公共交
通体系。

“在这借阅图书是免费的 ，借阅
到期后，还可以通过网络办理续借。 ”
在淮北市政务服务中心 “信用书房 ”
自助借阅柜，记者遇到了前来还书的
黄女士。

眼前的 “信用书房” 是淮北市在
2019 年上半年推出的。 “信用书房”的
出现，对于爱看书的黄女士来说，无疑
很贴心。 目前，该市已经建设了多个这
样的借阅点。 “遇上特别喜欢的书籍，
我会通过网络直接购买下来。 ”黄女士
告诉记者。

信用是共享经济的基石。 记者从
淮北市信用办获悉， 借阅者支付宝的
芝麻信用分达到一定分数后，
即可通过手机扫码进行借阅。
近年来，淮北市不断加大对高
信用度人员的激励力度，对高
信用分用户提高图书借阅量、
延长借阅时间。

共享经济 ， 正让人们的
生活越来越快捷。 “你看，这
套洗车设备很容易上手。 ”在
淮北市东山路的一处共享洗

车点附近，正在洗车的王先生说 。 眼
前的洗车点，设备齐全，价格便宜，方
便了很多住在附近的市民。

“ ”，赋能发展

共享，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方式 ， 也催生了企业间的深
度合作。

濉溪县五沟镇有 100
多家服装企业 。 冲锋衣 、短
裤、 袜子……一块块布料在心
灵手巧的工人们手上变成一件件
时尚的服饰，从这里走了出去，被运
往杭州、无锡、常州等地。 而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 ， 这些企业间早早运行起
“共享模式”。

前不久， 五沟镇大陈服饰厂接到
了一笔来自江苏省常熟市的短裤订
单，这笔订单需要用到钉扣机，但大陈
服饰厂缺乏这样的机械。 服饰厂负责
人李梅却并不慌张， 她给本镇的同行
打去了一个电话， 很快一台钉扣机便
被运了过来。 “现在已经用好，并且完
璧归赵了。 ”李梅告诉记者。

“我家没有钉扣机，但我家有打扣
机和其他设备。 同行家里缺了，也会向
我们借。 像这样的设备共享情况在我
们这很普遍。 ”李梅告诉记者，对于一
些不常用的设备， 服饰厂并不是样样
都要备齐，“也没有必要”。

濉溪县五沟镇创业服务指导站负
责人张录义告诉记者， 企业间的设备
共享，节省了资金，降低了企业生产成
本，也推动了企业间的融合，能够让它
们得以更好地发展。

企业间共享的不仅是设备。 3 月
20 日下午 ，淮北市青企协举办 “资源
共享对接会”。 30 余名会员参加资源
共享对接会 。 参会者来自于生产制
造 、贸易批发 、电子信息 、教育培训 、
文化传媒、金融等多个行业 。 资源共
享对接会上， 各会员采用现场宣讲 、
一对一交流等多种形式 ，介绍各自企
业的业务范围 、重点业务板块 、产品

及服务优势、 特色等方面的情况 ，并
就企业间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与探
讨，进一步深化了“保持密切联系 ，相
互交流与促进， 寻求合作发展空间 ”
的共识。

“ ”，让明天更美好

近日，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
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2022)》显示 ，2021
年我国共享经济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发
展韧性和潜力， 全年共享经济市场交
易规模约 36881 亿元 ， 同比增长约
9.2%。 报告认为，“十四五”我国共享经
济新业态新模式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
共享经济在生活服务和生产制造领域
的渗透场景将更加丰富。

在淮北 ，早在 2018 年 ，该市就出
台 《淮北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若干
政策》，其中明确：引导社会资本投向
大数据、物联网、文化创意、旅游+、体
育+等新产业，以及平台经济、共享经
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

“企业上云”是指企业以互联网为
基础，进行信息化基础设施、管理、业
务等方面应用， 并通过互联网与云计
算手段连接社会化资源、 共享服务及
能力的过程。 在 2021 年淮北市经信局
召开的“企业上云”工作推进会上，该
市决定推进省市两级 “专精特新”148
家中小企业全面“上云”。 为此 ，当地

县、区经信局制定本区域“专精特新 ”
中小企业“上云”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
加强政府引导， 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
协调工作，激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上云”意识；各类工业互联网服务商
和通信运营企业协同配合，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提供点对点服务，强化数
字赋能。

另一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
来，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共享消费领
域的价格却一路上涨。 “不管是车辆还
是充电宝，刚开始出现时价格都不高，
过一段时间后却直线上升。 在服务方
面，共享产品走向市场后，后期的服务
存在一定的欠缺。 ”

对此，经济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张李节认为 ，推
动共享经济、 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意义
重大。 共享经济是市场经济在网络经
济时代呈现出的一种新兴业态， 其通
过搭建共享平台， 让闲置资源与他人
共享利用。 目前，我省共享经济发展正
呈现加速发展态势，新业态不断涌现，
经营范围不断拓展， 共享经济规模日
趋扩大， 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群体。 然而，共享经济发展到现在也存
在着市场监管滞后、 监管手段比较单
一， 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等
痛点。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主管部门应
精准实策， 推动我省共享经济成为拉
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进而提升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绿色出行成为淮北街头一道美丽的风景。 本报通讯员 杨沐天 摄

“ ”时代 你我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