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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社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 9 个新职业，包括“互联

网营销师”“城市管理网格员”等。消息一出，迅速冲上热搜，网友直呼：“带货

网红有称谓啦，恭喜李佳琦们‘转正’！”

热度之下，层出不穷的新职业、工种不断打破传统就业观，与时代新需求

同频共振，折射出中国社会经济的活力与潜力。

随着股市开始火热，微信、QQ

等网络社交平台上的一些“荐股黑群”

也开始活跃。群内有所谓“庄家”“大V”

进行忽悠式荐股，侵害股民权益。

倒卖信息   违法配资   网络诈骗

擦亮眼睛严防荐股黑群

直播销售员、防疫员、网格员……

职场新成员折射哪些
时代新需求？

职场新成员报到
你有“心动的感觉”吗？

“是心动的感觉！”“想体验！

都是新兴的职业！”“互联网营销师

我带头冲锋”……9 个新职业一经

亮相，不少网友就已经表现得“跃跃

欲试”了。但对于孙佳妮来说，她早

已习惯作为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

道网格员的生活。

每天上午 8 点半，孙佳妮准时

上街，近来她最关心的就是大雨之

后的城市积水问题。“江苏路路段

817 号附近，早餐店包装袋垃圾较

多，请及时处理。”孙佳妮通过政务

微信系统上传了现场图片及说明文

字。“一会儿就有相关管理部门会接

单处理，效率很高的。”她说，“上海

最近雨水不少，包装袋垃圾清理不

及时容易沿着水流堵住街边的下水

口，造成城市积水。”

路面坑洼破损、架空线低垂、行

道树歪斜、非机动车以及共享单车

乱停放……随着城市管理越来越精

细化，这些街区“不完美”的小细节，

都被孙佳妮这样的网格员看在眼

里、放在心上。“我们就像是一个让

城市变得更加美好的小管家。”孙佳

妮说，“如今被列为九大新职业，还

挺惊喜的，觉得自己的工作更加重

要了。”

据了解，除了城市管理网格员，

人社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新职业

里，还包括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互

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

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

群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

这也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颁布

以来发布的第三批新职业。除了发

布新增职业外，此次还发布了部分

职业发展出的新工种。

比如，“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

增设了“直播销售员”，疫情期间走

红的电商主播、带货网红们有了正

式的职业称谓。同时，“公共卫生辅

助服务员”职业下的“防疫员”“消毒

员”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等 3

个工种也上升为职业。

疫情防控、技术发展、消费升级
新职业折射新需求

“90 后”杨克思大学毕业后，创

业开设了一家编程学院，成为一名

STEM 创客指导师，聚焦青少年编

程教育。STEM是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

他说 ：“职业不是凭空而来，正是因

为社会有需求，我们才有响应。”从

需求端看职业新变化，记者发现有

以下几个特点 ：

——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凸显相关职业重要性。今年新冠肺

炎疫情给各国医疗体系、经济发展

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挑战，

在抗疫过程中，许多相关岗位的从

业人员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为有

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生活活动能力、

认知能力等健康状况测量和评估的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运用卫生健康

及互联网知识技能为社区群众提供

就诊和保健咨询、代理、陪护等服务

的社群健康助理员，运用数字化学

习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个性、精准、及

时、有效的学习规划、学习指导、支

持服务和评价反馈的在线学习服务

师等新职业应运而生。

——互联网技术发展，催生了

多样化的创业就业模式。今年疫情

期间，直播带货进一步走红，电商主

播作为一种就业选择也逐渐得到社

会认可。人社部相关报告指出，随着

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网络营销行业

的兴起，其覆盖用户规模达 8 亿以

上，互联网营销从业人员数量以每

月 8.8% 的速度快速增长。运用网

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公信力，对企业

产品进行多平台营销推广的直播销

售员，已受到广大企业和消费者青

睐、认可。前不久，直播销售员中的

“头部代表”李佳琦就出现在上海市

崇明区政府公布的 2020 年首批特

殊人才引进落户的公示名单中，让

不少求职者受到鼓舞。

——新职业的快速涌现也成为

消费升级后的必然趋势，显示着中

国经济的强大活力与潜力。近期消

费回暖，夜经济加速回血，新的消费

需求催生新职业，如人气颇高的密

室就能催生出密室设计师、密室音

效师等新职业品类。相关从业人员

表示 ：“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专业

化和职业化将会给大众带来更好的

消费体验。”

就业新空间已开辟
从业者素质技能还需更进一步

职业种类变化折射时代变迁。

我国 1999 年颁布首部职业分类大

典，收录 1838 个职业。2004 年至

2009 年，我国累计发布 12 批次 120

多个新职业。2015 年 7 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

版）》颁布。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就业是民生之本。业

内人士认为，在防控疫情的大背景

下，新职业不断涌现、成长对解决就

业问题更具积极意义。

美团点评等机构发布的《2019

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也

显示，新职业从业者收入普遍较高，

55% 的新职业者月收入超过 5000

元，其中月薪过万元的有 24.6%、

月薪两万五千元以上的高薪人才也

达到 5.64%。

此外，新职业往往对于从业者

技能有较高要求，这也驱动相关从

业者自我学习、自我迭代。美团点评

副总裁毛方说，通过新职业人才的

培养推动更高质量就业，激活业态

创新活力，带动消费升级，这些升级

将进一步推动更多新业态新职业诞

生、成长。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网格

中心负责人张哲人表示：“社会对于

诸如网格员这样的新职业的肯定，既

是对现有从业人员的鼓舞，也是一种

鞭策。怎样才能更加专业化、怎样才

能进一步体现出新职业的社会价值，

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据悉，人社部正在会同有关部

门加快新职业的职业标准开发，规

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全面提升从

业人员素质和技能，为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据新华社）

41 人的“荐股群”
40人是“托儿”

“您好，有一个股票盈利群想邀

请您加入。”“现在拉您进入的是VIP

交易信息内部群。”

记者发现，不法分子常以电话

推荐、主动拉入等方式将部分股民

诱入“荐股黑群”，再通过诈称自己

或团队是“大V”“股神”操控股民

牟利。

——夸大其词，蒙“入会费”“内

部信息费”。记者在一个名为“谈股论

金大家赢”的微信群中看到，有人反

复发送“免费领取最低收益 18% 内

幕股代码”文件；还有自称是助理和

分析师的人持续发送据称是购买文

件者个人账户不断赚钱的截图。

一名群里管事的人说，其团队

“有内幕、够专业”“很安全”，记者

只要缴纳 3999 元入会费，就能得

到“牛股最佳买卖点位和建仓时机”

内部信息，而实际上所谓“内幕股代

码”不过是一些从网络上随便找来

的公开资料。

——“十面埋伏”，骗“平台充

值费”。“41 人的荐股群，40 人是‘托

儿’，就我是‘韭菜’。”投资者顾某被

上海嘉定警方告知，他差点被骗得血

本无归。

顾某称，他被网上认识的“炒股

大师”拉进了荐股群，“大师”强烈推

荐顾某充值 10 万元，加入炒股“战斗

营”赚大钱。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顾某所在

荐股群内，仅他一人是真实投资者。

另外，“大师”推荐的炒股APP 也被

动了手脚，其显示市场信息会比真实

市场滞后 1 至 2 分钟，这让“大师”的

涨跌判断几乎百发百中。

——服务“庄家”，坑投资者接

盘。6 月 19 日，证监会发布风险警

示称，有媒体报道个别股票交易中有

“大V”为配合“庄家”出货进行忽悠

式荐股，投资者接盘后股价暴跌损失

惨重，需高度警惕。

开户半小时信息就泄露
有信息贩子藏身网络社交平台

不法分子通过“荐股黑群”除了

诱骗操纵股民外，还有一个重大危险

是违法出售股民的身份、财产、交易

等重要信息。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

社交群组中存在一批不法卖家，批量

出售股民重要信息。

“中国股民投资学校”QQ 群中

的一名卖家向记者表示，可大批出

售股民姓名、电话、持股、资金等具

体信息。

记者了解到，股民信息多是通

过技术手段从一些知名证券金融公

司的网络系统或交易软件中盗取，

“股民开户半小时内，姓名、电话号码

和所在券商公司名字就能拿到”，“要

多少人都能供应”。

有部分不法卖家出售“成群”股

民，直接向荐股群引流；还有的甚至

直接出售“荐股群”。一名卖家告诉记

者，他直接供应成品荐股群，群内每

名股民计价 160 元。

还有此类卖家向记者表示，可

根据股民持仓情况、浏览股票记录、

投资偏好等信息，为买家“定制”符合

特定标准的股民资源包，这类股民群

更便于买家“收割”。

记者还发现，部分网络社交群

组中有人声称能提供场外配资等

非法资金服务。据一名经营者发给

记者的资料显示，其可配资 3 至 10

倍杠杆，交易模式为“T+1”，建仓

后即收取总金额 0.58% 的“建仓

费”，每天再收总金额 0.18%“递

延费”。

警方提醒，此类非法交易风险

巨大。有犯罪团伙专门以高额配资为

“诱饵”对股民实施网络诈骗，目前全

国多地均有股民受害。

根治“荐股黑群”
要靠技术升级与监管合力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刘俊海等多名专家认为，治理“荐股黑

群”涉及网络安全、金融监管等多个方

面，形成有效监管合力非常重要。

针对目前股民信息通过证券相

关APP 大量外泄的情况，北京盈科

（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方超强建议，

证监、网信、工信等主管部门应出台

相应规范或技术标准，提高定期检查

和测评频率，进一步提升此类APP

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对于“荐股黑群”和信息贩子多

藏身网络社交平台这一问题，北京师

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高级研究

员臧雷指出，国家网信办相关规定明

确要求互联平台运营者对违反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互联网群组、

账号信息等，有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整

改、暂停发布、关闭群组账号等处置

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

部门报告的义务。平台运营者应充分

利用现有技术手段，更积极主动地落

实监测、报告和治理义务。

记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了解

到，目前该所依托AI 等新技术，开展

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开展投资者画像

分析，使用知识图谱技术构建图形化

的账户关联分析模型，应用文本挖掘

技术实现“网络黑嘴”自动侦测等应

用研发，致力于更早发现隐患、更好

保护投资者利益。

证监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务

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以免上当受

骗。对操纵市场、非法荐股等违法行

为，证监会将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发现

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查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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