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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书是由PERSOLKELLY China进行编写，每季度发行一次。

旨在概括在华日企的人事信息，重要的劳务新闻、知名企业采访等内容。

每季度发布的人力资源需求情况，是以PERSOLKELLY China每年超过1万件的人才中介数据而

统计得出。

特别采访，是以知名的在华日企为采访对象，通过实例向大家介绍人事组织的成长与变革。

PERSOLKELLY China作为一家综合性人才服务公司，秉持着“实现员工与企业共成长”的理念。

希望本报告书能对企业客户的员工与公司成长有所帮助。

このレポートに掲載している情報のコピーおよび無断転載を禁じます。

PERSOLKELLY CHIN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文的知识产权归PERSOLKELLY China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日企人力资源需求(中国大陆）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制造业 贸易/进出口

房地产/建筑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物流/仓储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3日企人力资源需求(中国大陆）

以下图片是各业界1年前同时期新招聘人数案件100为基准而变化的表现形式。

图片可看出全年每个季度变化的同时，各行业招聘案件的前一季度比和前一年同期比的数据也可供参考。

※以上数据分析最终解释权归PERSOLKELLY China所有 

图例： 去年同期比 大幅下降快速上涨 平稳增长 基本持平 小幅下降

国家统计局2022年3月18日公布的速报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70,17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4.8%，比2021年四季度环比增长1.3%。

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85万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5%。

2022年第一季度、日企整体招聘需求与上季度相比增加11%。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

制造业招聘需求与上一季度相比小幅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0%。其中、产品开发、技术支持岗位的招聘需求较多。

日企贸易/进出口行业的招聘量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30%，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0%左右。

第一季度物流/仓储行业的招聘需求与前一季度相比基本持平，与去年同期相比招聘需求增长9%。

日企房地产/建筑行业的招聘需求与前一季度相比减少约15%，与去年同期相比招聘需求小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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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下降（不到70%）

快速上涨（超过120%） 平稳增长（106-120%) 基本持平（91-105%）

小幅下降（70-90%）

图例：对比去年同期和前一季度

IT/通信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金融/银行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咨询业

前期比去年同期比

4 日企人力资源需求(中国大陆）

批发/零售

IT/ 通信行业的招聘需求与上一季度相比减少 18%，与去年同期基本减少 23%。其中软件工程师、销售的岗位需

求较多。

金融 / 银行业的招聘需求继续呈增长态势，与前期相比增长约 10%、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76%。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659亿元，同比增长3.3%。

日企批发/零售行业的招聘需求与前期相比增加21%，与去年同期相比招聘需求增加23%。

咨询业的招聘需求大幅减少，与前期减少74%。与去年同期相比招聘需求减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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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人力资源需求(中国香港）

5日企人力资源需求(中国香港）

以下图片是各业界1年前同时期新招聘人数案件100为基准而变化的表现形式。

图片可看出全年每个季度变化的同时，各行业招聘案件的前一季度比和前一年同期比的数据也可供参考。

图例： 去年同期比 大幅下降快速上涨 平稳增长 基本持平 小幅下降

2022年第一季度制造业（贸易）人才需求数环比增加，招聘的主要原因是离职补缺，考虑新增加员工的公司比前几年少。 

估计受2022年1月份的第5波新冠疫情影響，公司采取在家工作或轮班工作，导致招聘新的人才需求下降。另外，由于入境

限制，海外客户的销售活动难以进行。在新冠疫情消退以及入境限制放宽后，企业招聘和人员跳槽可能会随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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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季度物流/仓储业的人才需求比上一季度略有增加。

按照过去的统计结果，人才需求数应在农历新年后的 2 月和 3 月增加。鉴于今年物流人员的流动大幅减少，推测物流公

司已经成功地抑制了离职率。物流行业，由于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跨境运输暂停，今年的业务受到了一些干扰。但由于对企

业业绩没有重大影响，许多公司仍在继续增员和离职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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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下降（不到70%）

快速上涨（超过120%） 平稳增长（106-120%) 基本持平（91-105%）

小幅下降（70-90%）

图例：对比去年同期和前一季度

6 日企人力资源需求(中国香港）

2022年第一季度消费品行业的招聘需求与上季度及去年同期相比均呈上升趋势。如往常一样、许多招聘活动都以离职补

缺为主，部份求职者希望在年底获得双倍工资或年终奖后转工作跳槽，以寻求加薪的机会。 岗位细分来看许多为后勤岗

位。 由于受年初新型冠状疫情的影响，企业无法自由活动，令公司对招聘活动更为审慎，例如重新考虑去年年末就计划的

离职补缺等。 随着疫情管制措施的放开，预计消费活动将再次回升，但在人员扩充方面，除非边境交通恢复，否则很难出

现大规模的招聘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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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一季度零售和餐饮服务业的招聘需求较上一季度呈现增加趋势。今年年初政府因新冠疫情爆发加强了各方面管

制，餐饮行业受到了重创。但另一方面，由于预计会有长期的管制与封控，因而令市民的购买需求增加，超市以及食品相

关行业、零售业的招聘需求不仅是离职补缺，还有部分新的增员需求。 随着疫情趋于稳定，预计会出现一系列政策放宽，

因此餐饮行业的市场趋势也会发生变化。 此外，电子消费券的发放也有望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我们期待零售和餐饮

业將加快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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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日企人力资源需求(中国台湾）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制造业 贸易/进出口

7日企人力资源需求(中国台湾）

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数据显示，2022年2月台湾地区的失业率为3.65%，与2021年11月的3.66%相比相去不远。根据

敝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第1季整体的人才需求数与前年同期相比为97%，呈现大致持平状态。从各产业类型来

看，「制造业」为前年同期的64%，「服务业/其他」为前年同期的115%，「贸易/商社」为前年同期的158%，「Web/IT/通

讯」为前年同期的153%。

此外，关于人才需求数，与台湾劳动部于2021年10月实施的「2021年第4次人力需求调查（1月底）」的结果相比，1月底

的需求人数预计增加5.7万人。其中以制造业为主，增加3.3万人，其次依序为批发及零售业、住宿及餐饮业，分别增加

0.6万人、0.3万人。

关于2022年第2季的人才需求趋势，依据2022年1月实施之「2022年第1次人力需求调查（4月底）」结果显示，4月底的

需求人数预计增加7.5万人，与上一季相比增长约32%。其中仍以制造业为主，增加4.3万人，与上一季相比增长约

30%。其次为批发及零售业、住宿及餐饮业，分别增加1万人、0.5万人，与上一季相比，增长皆约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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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片是各业界1年前同时期新招聘人数案件100为基准而变化的表现形式。

图片可看出全年每个季度变化的同时，各行业招聘案件的前一季度比和前一年同期比的数据也可供参考。

图例： 去年同期比 大幅下降快速上涨 平稳增长 基本持平 小幅下降



总经理采访

秉持“在香港地区打造一家日本餐饮界的领头羊 “的强烈信念，AP COMPANY HONG 

KONG以塚田农场、塚田食堂为开始，展开了餐饮事业。

自2017年在香港地区开设第一家分店后，公司一直在成长。本期我们采访了Managing 

Director釜谷先生，请他谈谈公司的业务前景。

请您谈一下目前的业务情况。

我们正在香港地区开设餐厅。

目前我们旗下的餐厅有最早开设的“塚田农场”

与“塚田食堂”，这2家是以30岁年龄层的女性为客户

群的日本餐厅，另外还有可享用拉面与酒的“Nojo”，

以及会员制形式的日本酒吧“Masaka”。此外，今年

还计划开设高价位的烤肉店与和牛怀石料理店。 

釜谷 将史

AP COMPANY HONG
KONG CO.,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8 总经理采访

①



在香港创业的契机是什么？

我之前就职于一家外卖连锁餐厅。在那里工作

了近20年，学习了连锁餐厅的理论知识，掌握餐厅内

厨房、接待客户以及区域管理相关的店铺运营方法。

在那工作时我希望让员工与客户获得更多享受，能

做但却有限。所以当我们社长说“尝试在香港建立你

想要的餐饮世界”时，我加入了AP公司，被委任负责

在香港成立并经营公司。

在香港地区、我觉得没有一家企业是我想做的

餐饮业务。虽然有些日本食品连锁店以及香港人经

营的日本餐厅，但是我理想的餐厅是“食物好吃，同时能让员工与顾客都得到真正的享受”，这样的餐厅在香港地区尚

未出现。我开餐厅的目的并非是做生意，而是能实现我刚才所提到的信念，这是我做餐饮的初衷。我很想改变香港的

餐饮业，每天都在为此努力。

贵司在香港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连锁餐饮店的自身优势，并且能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变化。

我认为每家餐厅都是独立的，与连锁店使用统一的菜单及运营方法相比，关键要有能够应对变化的经营方案，所

以我们的每家餐厅都有自己的特色。以塚田农场的3家店为例，我们根据选址与员工（厨师）的情况，对每家餐厅的菜

单做了很大调整，从而适应市场需求。

③

②

9总经理采访



对工作抱有坚定的信念是非常重要的。“想在香港地区打造一家日本餐饮界的领头羊”和“我想亲自改变市场”这些话引

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此外，作为领导者，釜谷先生为了让员工看见自己的成长，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进修。釜谷先生对公司与自

己都有强烈的成长欲望，在他的带领下、我对AP公司的未来充满期待。

PERSOLKELLY China　总经理　喜岛孝广

～～ 采访的最后 ～～

为了“让客户得到享受”，贵司用了哪些

方法呢？

例如我们举办日本清酒、烧酒、葡萄酒活动时，不

仅是提供酒、还会介绍酒背后的故事。我们还与其他

公司合作提供菜单，在清酒吧台我们提供与清酒相配

的寿司，为顾客提供一个能尽情享受的环境。总而言

之，我们在运营中时刻紧记“不要让客户感到厌烦”。

④

为了“让员工得到享受”，贵司做了哪些

努力？

我们会定期举办全体员工的恳亲会，让大家品尝

到日本当地生产的食材，也支持员工取得清酒唎酒师

资格（公司会承担部分费用），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是为

了让员工得到享受。目前我们只能安排一部分管理者

前往日本旅行、品尝当地食材。但今后我们计划举行

产地研修在内的日本旅行，并将我们重视的“Farm to 

Table”理念渗透到员工中，让店长、厨师长级别以上

的员工都能参与其中。

⑤

对于员工与组织管理有哪些亮点？

我认为在现场要很明确地指出好与坏的地方。即

使是缺点也要毫不犹豫的说出来。通过积累，我觉得

员工们正在逐渐理解我的想法。我对食品尤为重视。

比如试菜遇到不好吃的时候，要努力找到原因，并时

常思考如何保持食物的品质与外观。与客户服务不

同，食物是无法作假的，所以要在现场立即做出改进。

我作为领导首先要带头指导改进，这非常重要。

此外、我们通过3个月一次的评价制度来审查员

工的待遇，以确保员工的努力能反映在薪酬中。

⑥

最后请谈一下对未来的展望。

为了实现“在香港地区打造一家日本餐饮界的领头羊”理念，我们希望“创造一个让香港人能够享受饮食的环境”。

具体而言，就是我们计划将餐厅分为三档。首先是休闲、低价位的餐厅，如最早开设的塚田食堂。其次是以塚田农场为

中心的时尚餐厅。最后是我们计划开设的高价位餐厅，主打产品是烧烤、和牛、寿司和天妇罗。我希望通过这些餐厅来

丰富香港地区的日本美食，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10 总经理采访

⑦



贵司进军台湾市场的契机是什么？

在进入台湾之前，我们的产品是通过经销商分销

的。当时销量就非常好。而且台湾的文化与日本相近，

我们有信心产品在台湾地区会受欢迎。此外、我们在台

湾设有OEM和ODM工厂，这也对分散我们在中国大陆

以外的生产基地起到了作用。我们进入台湾市场有两

大目标，一是开拓台湾地区市场，二是从全球化角度出

发，保障集团的生产基地。

① 进入台湾市场两年半了，您觉得反响如何？

基本上我们每年都能实现超过两位数的增长，

从销售数字来看市场反响非常好。我们的商品依靠

日本品质得到市场认可，但另一方面、认准IRIS 

OHYAMA的品牌而选择购买的顾客还不是那么多。

我认为接下来重要的是建立IRIS OHYAMA的品牌知

名度。

②

山本翔社長

台灣愛麗思歐雅瑪股份有限公司

山本翔

台湾爱丽思欧雅玛股份有限公司

社长

IRIS OHYAMA TAIWAN 以“丰富台湾人民的生活”为主题，企划、制造、代理和销售生活用品。

在台湾地区成立公司两年半后，实现了业绩上每年两位数的增长。本期我们采访了山本社长，

请他谈谈公司的目标以及今后的展望。

11总经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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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总经理采访

请谈一下贵司的组织情况。

好的。随着业务发展，组织也在扩大。同时、在组织运营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地法人所面临的课题。

⑤

面临哪些组织课题呢？ 

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一个阶段内向所有员工

灌输我们的日本企业文化。例如， “接受新的挑战”就

是我们公司所重视的企业文化。公司运营之初，我们要

求所有员工都这样做，但每位员工的理解程度都存在

差异。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打算让有挑战意愿的员工

先开始做。我们也正在考虑将日本总公司使用的360

度评价制度、以及三车道人事制度导入到现地公司。

⑥

请问什么三车道人事制度？

这是一种采用了高速公路上汽车的行驶方式为概念的人事制度。我们将员工分到慢车道、正常车道和超车道，那

些可能进入超车道的员工会被安排合适的负有责任的工作、从而加快他们晋升的速度。可将其理解为一种人员选拔的

方式。我赴任本公司之前，虽然没有担任总经理的实力，但我想可能是因为有这个可能性才会当选吧。在台湾公司、我

希望在清楚了解谁在哪条车道的基础上，进行公司运营管理。

⑦

可以介绍下三车道人事制度的具体运用方式吗？

当然可以。首先，对于即将走上超车道的员工，我们会给予其职务，安排其责任更大且更难的工作，以此来明确他

们的不同之处。另外、对公司而言在慢车道与正常车道上的员工也是重要的人才，所以对这些员工也会给予支持，当他

们有意愿改变后可以变换车道。

⑧

请谈谈贵司目前的品牌宣传方式。

好的。首先重要的是增加与客户的接触点。我们

以商品作为市场推广的切入点、让更多的客户使用

我们的产品，为此我们积极开展线上与线下的活动。

我们的产品定位是日本品质且价格低于其他海外品

牌。我们希望让消费者了解到IRIS OHYAMA品牌提供

日本品质、且价格合理的商品。

③ 听说贵司的产品将来不仅是B to C，还会有

B to B？ 

的确如此。最初我们的销售模式只有B to C，去

年开始发展B to B业务。例如我们正在考虑针对工

厂、办公室、店铺开发LED照明产品，以及针对台湾地

区的人口减少问题、发展商用扫地机器人业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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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LKELLY China　总经理　喜岛孝广

IRIS OHYAMA通过鼓励挑战，根据员工实力进行人事评价，使组织得到成长。山本先生自己也很年轻就被提拔为台湾地

区的业务负责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因为实力他得到了相应的评价结果。IRIS OHYAMA在台湾地区的发展仅有2年半，我非

常期待其今后的发展。我也很想知道各位在台湾购买的生活用品中是否有IRIS OHYAMA的呢。希望大家一起支持IRIS 

OHYAMA在台湾地区的发展。

～～采访的最后～～

请谈谈对未来的展望。

好的。经过两年半的经营，我们的产品在销售上得到了市场反响。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品牌知名度还比较低。希望

通过在台湾地区推广日本商品，使日本总公司 “丰富消费者的生活”这一理念也能在台湾地区得以实现。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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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劳务对策、对企业的“土壤改良”亦有帮助—

人事劳务专栏

各位的公司除了人才招聘以外，平时是否会用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呢？在我的印象中，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在许多

情况下、被当作是处理劳务问题的救助站来使用。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在本期专栏中，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一

个更有效的用途。

人力资源的世界里有一个“人事劳务之树”的概念（图1）。如果一棵树的可见部分（树叶与树枝）处于杂乱的状态

（枯萎、虫害、过度生长等），对应到人力资源领域、就相当于员工缺乏积极性、违反规则、忽视问题等情况。有不少经营

者与管理人员每天都在为如何应当这些问题而苦恼。

我最近有机会与一位相熟的日本人（在中国工作）进行了一次久违的交谈。他几年前在中国换了工作地点，但一

开口就说：“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丝毫

都不能放松！”。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似乎与生产

与销售有关，但深入了解后发现，问题似乎是源于

员工的工作意愿与积极性，再细分来看、是由于内

部制度不完善、规则不明确、缺乏合规意识与缺少

合规培训等原因导致的。

这种情况放到“人事劳务之树”来看的话，就

是经营者与管理者每天都在整理树上的叶子及

树枝，相当于"打地鼠"的状态。这样一来、不仅无

法专注于本职工作，生产效率也会降低。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

我的建议是让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参与公司的“土壤改良”。许多时候树枝与树叶的杂乱，除了因为缺乏日常管理

外，实际上是种植树木的 "土壤 "出现了问题。

　　以下列举几个典型案例：

　　1.无法激励员工的人事制度（例如，工资水平没有吸引力，晋升缓慢，人为因素造成评价基准不明确，评价结果与

             待遇不挂钩，等）。

　　2.虽然有就业规则，但往往措辞含糊（例如，与惩罚相关的规则在实际运用时难以判断，等）。

　　3.有技能相关培训，但缺乏意识教育（如对公司的使命、愿景、经营理念等的持续教育，对管理人员、专业人员以及

             行政人员的职责明确化/语言化、以及职责的启示，等）。

　　4.存在所谓的“玻璃天花板”。换言之，就是没有实现人才的现地化，管理层总是由投资方（日本总公司等）进行派   

             遣，而现地员工最多成为课长、部长而已。

　　试图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得到投资方的理解与支持。

　　被委派负责中国企业、中国代表处的经营与管理后，这些负责人希望尽可能地把时间花在如何提高核心业务上，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导致许多企业都陷入了相同的状态，即“在日企、人事劳务是次要的”。　

　　基于上述情况，本期专栏我提到的方法是向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寻求改良公司土壤建议。此外、尽量让人事部的相

关人员参与改善项目，这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能力，可谓是一石二鸟。

　　既然特意与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合作了，希望能使用对贵司而言更有效的方法吧。

30年的制造业与咨询公司的中国工作经验。

作为企业管理者和咨询顾问、拥有丰富的中国经营与人事管理经验，提供专业的建议。

著作：

《企业的精神健康危机管理⸺压力员工援助计划》（共同著作）高文堂出版社、2006年出版

灵活应用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須藤洋介 Sudo Yosuke
PERSOLKELLY Consulting
Executive Advisor

１．规则本身的问题 ２．规则运营中存在的问题

３．不合适的员工所存在的问题 ４．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存在的问题

对评价・待遇不满 信息泄露等

集体谈判 违规

工伤

解雇・开除

劳动争议

(图1)人事劳务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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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社部门出台支持抗疫十六条政策措施

上海人社部门于�月��日研究出台了《本市人社领域全力支持抗击疫情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援企
稳岗稳就业、关心关爱一线医务工作者及相关人员、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优化人社服务等四个方面，
推出了十六条有针对性的具体举措。

其中包括：延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因疫情影响用人单位、从业人员或者其近
亲属、工会组织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的，疫情影响时间可在申请时限中
扣除等。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年第�号）第一条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年�月��日。

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一、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万元但不超过���万元的部分，减按��%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按��%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人、资产总额不超过����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三、本公告执行期限为����年�月�日至����年��月��日。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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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发布进一步支持疫情防控帮扶企业纾困发展的措施（共30条）

因受����年�月在深圳爆发的新型冠状疫情影响，�月��日深圳市发布了针对企业社会保险费的缓

缴或减免、住房公积金的缓缴或降低缴存比例、返还失业保险费、房租的减免、降低税费负担等��个项目
的纾困减负措施。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除已有明确期限规定外，有效期至����年�月��日，各项措施的申请
期限至����年�月��日。

对����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以及被纳入封控管控防范区等封闭管理区的用人单位未能按
时办理养老、失业、工伤参保缴费业务的，经申请后，可以在调整为非中高风险地区或解除封控管控
防范管理的次月起�个月内缓缴，最晚不得晚于����年��月��日，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不影响个
人社保权益。
继续阶段性降低企业生育保险费率，����年��月��日前企业缴费费率由职工工资总额的�.�%调降
至�.��%。免征企业地方补充医疗保险费�个月。

缴或减免社会保险费

�.

�.

制造业小微企业、服务业小微企业承租市、区政府以及市属、区属独资、全资国有企业的房屋，免除�
个月租金、再减半收取�个月租金。
鼓励写字楼、专业园区等非国有物业业主与租户协商免租、减租、缓租，市、区根据实际予以适当支持。

减免租赁

�.

�.

继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政策，����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缓缴期限在原来�个
月的基础上继续延长�个月；延缓缴纳����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部分税费，缓缴期限为�个月，可通
过电子税务局“一键享受缓税”。
对制造业小型微利企业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

降低制造业税费负担

�.

�.

大型企业：按照上年度企业和职工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返还。
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从��%最高提至��%。

�.
�.

受疫情影响、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企业，可依法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或降低缴存比例最低至�%，
期限不超过��个月。

缓缴或降低住房公积金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并同步实施浮动费率。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

对企业����年�月、�月应缴交的自来水费、电费、管道天然气费给予��%的补贴。

※除上述深圳市发布的政策以外，各区也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了相应的援企政策。如同类政策标准不一致

    的，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最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

减轻企业成本负担

针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返还失业保险费

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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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政策】

只有香港居民和有效签证持有者才能入境。入境时原则上须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小时内PCR检测阴
性证明、抵港后强制隔离酒店的预订证明”。自����年�月�日起，对已接种两次疫苗的香港居民的入境后隔
离期放宽至�天。入境后第�天PCR检测为阴性，第�天和第�天抗原检测为阴性的，即可离开隔离酒店。之后
需要进行为期�天的自我观察和第��天时的 PCR 检测。

【人才市场】

����年第一季度的人才招聘市场，受第五波新冠疫情的影响，失业率急剧提升。����年��月至����年�
月期间的失业率（经季节性调整）比上年同期上升�.�个百分点至 �.�%。在人才市场上，奖金通常在年底到
农历新年（����年�月）期间发放，以往这个时期的人员流动会放缓。此外，由于第五波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滞
和不确定性，本季度许多行业的求职活动放缓。

中国香港

【入境政策】

历经长期严格的入境管制后，因国内外疫情趋于稳定，台湾地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自 (����)
年�月�日起，开放外籍商务人士来台湾地区从事商务考察、投资、履约及应聘等商务活动。先前若未持有台
湾居留证者不得入境，自�月�日起，外籍商务人士需备妥相关应备文件，申请特别入境许可（签证）。其入境
居家检疫天数也从��天缩短为�天，并自第�天起接续自主健康管理�天。相关规定使许多早已获得在台日
商录取通知却悬宕已久之日籍人士，终于迎来曙光，得以入境应聘。 

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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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企业30家以上

应聘者400名以上

2022上海日企联合招聘会

企业招募
时间：

地点： 上海世贸商城（兴义路99号）

2022年11月19日（六） (13:30-17:30)

计划招收2023年毕业生/实习生的企业

主办方：PERSOLKELLY上海

优秀应聘者数量质量高与应聘者直接面对面交流

提高招聘效率且降低成本 提高参会企业品牌知名度

关注我们

英创人才第六届

扫描

二维码

参加英创人才招聘会的优势

继2017~2021年连续五年，举办六场广受好评的上海日企联合招聘会

经验，到场应聘者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涵盖文理科应届生、留学生以

及国内外日企经验者。虚位以待，静候卿来。

建议务必参加！

提早报名优惠热实施中！

18 2022上海日企联合招聘会企业招募

咨询方式：

电话：  13061606228（Ms.纪）

Email: info_cn@persolkelly.com

Web: www.yingchuang.com



192022上海日企联合招聘会企业招募

主要应聘者

2023年应届生，日语专业、理工科专业、在日留学生等合作大学

（上海30所，江苏省15所，浙江省5所，日本10所,欧美8所）

● 同济大学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 华东政法大学

● 华东师范大学

● 东华大学

● 上海大学

● 上海师范大学

● 华东理工大学

● 上海理工大学

●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 上海电力大学

●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 江南大学

● 苏州大学

● 东南大学

● 南京师范大学

● 南通大学

● 宁波大学

● 浙江师范大学

● 浙江大学

● 浙江财经大学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浙江外国语大学

● 江苏大学

● 庆应义塾大学

● 早稻田大学

● 上智大学

● 青山学院大学

● 东京大学

● 大阪大学

● 日本东北大学

● 立命馆大学

● 立教大学

● 明治大学

● 法政大学

● 一桥大学

● 爱丁堡大学

● 伯明翰大学

● 利兹大学

● 诺丁汉大学

● 杜伦大学

参加企业数量：10家

2021年春季举办盛况 2021年秋季举办盛况

调
查
结
果

面试数量满意度：100%　       　  

到场应聘者：200名左右

应聘者质量满意度：100%

平均面试人数：50名/家
（计划录用：17名/家）

参加企业数量：31家

调
查
结
果

面试数量满意度：100%　       　  

到场应聘者：500名左右

应聘者质量满意度：94%

平均面试人数：60名/家
（计划录用：10名/家）



作为一家综合性人才服务公司
“实现员工与企业共成长”

中国的市场环境变化非常快。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
环境下，企业的发展壮大与“人”息息相关。
PERSOLKELLY China在为求职者提供工作岗位与成长
机会的同时，为支援企业客户的发展提供多种服务。

ABOUT
US

人才库总量超过 57万人
为超过 12000家 企业提供
人才招聘服务

拥有 26年 的丰富经验 超过 300名 经验丰富的顾问

人才开发人事考评劳动关系 薪酬福利组织战略 人才中介

PERSOLKELLY  PERSOLKELLY Consulting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了解更多最新信息!

官网：http://www.yingchuang.com/



Tel: 021-2352-6000

Email: client@persolkelly.com

中国上海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999号 上海环贸广场 二期 12F 1201室

Tel: 0512-6958-0058

Email: suzhou@persolkelly.com

中国苏州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市工业园区 苏州大道西9号 中海财富中心西塔2003室

Tel: 010-8517-2300

Email: beijing@persolkelly.com

中国北京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甲 10号万科大都会5层氪空间 555室

Tel: 020-3835-0377

Email: guangzhou@persolkelly.com

中国广州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路230号 万菱国际中心 4002-4004室

Tel: 0755-2221-8481

Email: shenzhen@persolkelly.com

中国深圳

英创人力资源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和金田路交汇处金地中心15楼C10-C11室

中国香港

PERSOLKELLY Hong Kong Limited

Tel: (852)  2525 8121   Fax: (852)  2525 8343
Email: info@persolhk.com
URL: persolkelly.com.hk

URL: persolkelly.com.tw

中国台湾

台灣英創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Tel:+886 2 8978 9596   Fax:  +886 2 2731 2500
Email: info@persoltw.com

URL: www.yingchuang.com

URL: www.yingchuang.com

URL: www.yingchuang.com

URL: www.yingchuang.com

URL: www.yingchuang.com

香港九龙尖沙咀 广东道25號 港威大厦2座6楼/F

10595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號11樓(鼎鼐商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