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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职场人来说，微信已经从单
纯的聊天工具，变成了半个工作软
件，公司的各类通知、安排可能都会
通过微信群发布，不少公司还要求员
工注意留意微信群的信息。
久而久之，各类微信群就变成了

一些职场人的压力和负担，他们时不
时就会打开微信浏览未阅读的上百条
信息，生怕错过什么重要信息。本地
职场人是否也被微信群“绑架”呢？

微信群变成隐形负担

翻阅自己的微信列表，相信很多
人都会发现自己已加入了众多工作
群、家人群、朋友群、代购群、同学
群……甚至不少群是在不知不觉中被
人拉入的。
马女士工作 2 年，她告诉记者，

微信中光是保存在列表里的群就有 30
多个，还有很多并未保存的。她表
示，自己的群里涉及工作的有 10 多
个，但大多数并不是很重要。
“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会接触到其

他单位的客户，而其中不少人也建立
了群聊，他们都会把我拉进去。”她
表示，这些群平时聊天基本没有重
点，也很少有要紧事，但她也不好意
思退群，只能把群设置“消息免打
扰”。“我只在有空的时候才会点进
去看看，或是在有人@我的时候说几句
话。”
马女士说，不重要的群可以屏

蔽，但真正和自己工作挂钩的群她就
会格外关注，就连下班后也要时刻紧
盯。“除了科室群，还有公司的大
群，这些群都要特别注意，否则一不
小心可能就会遗漏信息，耽误工
作。”
陈女士是一家外贸公司的文员，

她也认为过多的工作群给自己造成了
很大的负担。“微信群让我的上下班
时间没有了明显分界，虽然离开了办
公室，但只要领导一句话，就要继续
处理工作。”
她表示，自己刚工作时曾因为没

有及时回复领导的信息而被批评过好
几次。从那之后，她基本都会让手机
不离手。“领导常常会在微信群里安
排工作事项，如果别的同事都及时回
复了，只有我没有及时回复，他就会
觉得我的工作态度不好。”
她告诉记者，“下班后微信提示

音一响我都会觉得紧张，生怕一点开
就又收到新的工作任务。”

不必要的群
可以适当屏蔽
在国家一级人力资源师刘林欣看

来，微信的出现，让彼此的沟通和相
互了解更加的便利，进而演变成了各
个公司最便捷的工作场所。许多公司
都通过微信群，让原来的 8 小时制变
成了不分时间、地点随时跑到职场人
的手机上,这种现象已然成为职场的正
常现象。
这也导致部分职场人不管上班还

是下班随时都要关注手机，特别是与
工作有关的群信息，害怕错过工作上
的信息而延误工作，影响自己的考评
或业绩，错过信息还可能在群里被领
导批评。
她认为：“关于微信群的选择，

应该秉持以满足工作需要为主，以提
升自我为宜，以有利于未来发展为
妥，以满足自我爱好愉悦自己为好，
以便捷处理特定事宜为良。”
要加入和关注必要的工作群、专

业学习群、与孩子学习有关的家校群
等，而其他的投票群、购物群则视自己
的实际需求自行确定是否加入，可以进
行信息屏蔽，然后集中在某一时段统一
处理，没必要随时盯着信息查看。
刘林欣表示，职场人在工作群的一

言一行代表你的职业形象和职业素养，
而在客户类群组，你的言行除了代表自
己以外更代表了公司的形象，所以，不
管是现实当中还是网络当中，都必须注
意自己的职场礼仪，树立公司的形象。
她建议，除了注意用语与口气等基

础之外，还要注意不要发不良言论，不
利的文章、视频都不应该发在群组当
中，也最好不要发与工作无关的信息
或任何转发，特别是尽量避免利用同
事关系帮你投票或者帮你购物。
“虽然很多工作信息和安排是在

群组里发布的，但每一件工作不论是
进程还是结果都不见得是大家都可以
知道的，因此部分汇报工作或者联络
工作不应该在群组里，这是职场必要
的素养与意识。”她说，如果工作上有争
执，也不宜在群组里使用粗俗、恶劣的
语言，毕竟群组影响面大，不好的印象
一旦形成想要改变是很难的。

桂林每年都有部分高校毕业生加入
到创业的队伍里。除了开实体店创业
外，也有一些毕业生会选择网络创业的
方式，就是在电子商务网络平台上注册
网店。记者了解到，网络创业也可申请
小额担保贷款，那么，满足哪些条件可
以申请此类贷款呢？又该如何申请？
按照桂人社发〔 2014〕 53号文件

规定，毕业两年内在网络平台开展创业
活动的高校毕业生，在网络平台从事实
物或虚拟商品交易活动，持续正常经营
半年以上，无违法违规交易行为，累计
交易额不低于 1 万元，且网络平台为经

国家商务部或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公
布的的电子商务示范企业所设立的电子
商务平台，可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符合
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向社区、工会、共
青团、妇联、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提
出贷款申请。
根据文件规定，申请网络创业小额担

保最高贷款额度不超过 10万元。申请材
料包络毕业证书、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
户口簿、贷款申请书、贷款抵押担保意向
和还款计划、合法有效的网店经营状况证
明等。

11月迎来了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高
峰，近期桂林多所高校分别为 2019届
毕业生举办了双向选择洽谈会。18日，
桂林医学院 2019届毕业生双选会在该
校东城校区举行，尽管天气寒冷，但丝
毫不影响毕业生的求职热情。

现场签约将近 300人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桂林医学院
东城校区，数千名毕业生拿着简历穿
梭在各个用人单位的展位前。一些热
门单位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龙。此外，
现场还设有签约区，达成意向的毕业
生和用人单位可现场签订三方协议。
经了解，当天共有 415家用人单位

入场招聘，其中临床类单位 304家，公
司类（药学类）单位 111 家。区内单位
297家，占全部单位的 71 .57%，区外单
位 118家，占全部单位的 28 . 43%。“区
外用人单位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浙
江、广东、福建、江苏、河南、山东、海南、
河北、山东、云南等省市”，桂林医学院
招生就业处处长覃克强表示。
他告诉记者，当天到场的用人单

位需求岗位数为 13264 个， 2019 届
全校毕业生人数为 3223人，供需比为
1∶4 . 12。其中，硕士研究生需求岗位
数为 2097个，供需比为 1∶10 . 64；本
科毕业生需求岗位数为 9176个，供需
比为 1∶4 . 05；高职（大专）毕业生需求
岗位数为 1991个，供需比为 1∶2 .62。
覃克强说，本次招聘会的招聘单位

是历年来最多的，区外单位也比较多，
用人单位对医学人才的需求较大。与往
年相比，今年的招聘会新增 60多家用
人单位。
广东雷州市人民医院的招聘负责

人邓先生表示，最初有一名桂林医学院
的学生主动投递简历进入了医院工作，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表现优异。医院便打
算参加桂林医学院的校园双选会，招聘
更多该校的优秀人才。
“今天我们收到了四五十份简历，
大部分是护理专业和公共卫生专业，整
体的招聘效果很好。”邓先生说。
截至 18日下午 2点半，本专科毕

业生现场签约人数 273 人，签约率
9 . 02%。其中，本科毕业生现场签约

162人，签约率 7 . 15%；专科毕业生现
场签约人数 111人，签约率 14 .62%。

学生求职“有方向”

岑溪市人民医院的招聘负责人梁
先生告诉记者，他们计划招聘 50名应
届毕业生，包括临床医师（内科、外科）、
麻醉科医师、护士等近 20个岗位。
梁先生说，他自己也是桂林医学院

毕业，医院已经连续多年都来到学校参
加大型双选会，每次都能招到不少优秀
人才，留用率也比较高。“除了本专业的
基础知识比较扎实之外，通过面试的表
现来看，一些学生临床思维比较敏捷，
也有良好的应变能力，这是一名合格的
医师需要具备的。”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聘人

员林先生也表示，当天招聘效果不错，
“我们主要招聘技术类和职能类的岗
位，今天报名药物分析岗位的应届毕业
生比较多，药学、药剂学专业也对口。”
林先生认为，该校学生的专业知识

过硬，入职后也比较稳定。“我们对应
届毕业生有完整的培养计划，包括业
务能力、理论知识、其他非专业知识
能力的提升，还有老带新的计划。”
记者发现，一些市级大型医院、

知名药企还是最受学生青睐。
桂林医学院药学专业的应届毕业

生小邱表示，她之前就已经通过大参
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的面试，今天现
场签订了三方协议。“我打算从事药
品营销工作，从基层做起，将来升职
方向是区域负责人。”
小颜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应届毕业

生，在招聘会现场他就与防城港市第
一人民医院签了约。“我之前就了解
过这家医院，今天也是奔着这家医院
来的。”他表示，这家医院所提供的
的岗位比较符合他的职业生涯方向，
因此现场面试通过后，他就立刻与医
院签约了。
医学院护理学本科应届毕业生小

唐是本地人，她希望能在桂林工作，
所以今天打算只向桂林市的医院投递
简历。“目前我只投了一家，但是现
场来的企业比较多，我的可选择面也
比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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