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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记者在海甸五西路"板桥
路"红城湖路"人民大道等多个路段走
访发现!不少餐饮企业的门口!都贴上
了招聘广告#招聘职位从门店经理"配
菜员"厨师"洗碗工"到服务员!工资在
"$%%元以上$ 多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目前最缺的是服务员$

在海口板桥路一家酸菜鱼店门
前! 除了大大的招聘广告牌很是显眼
外! 张贴在玻璃门上的大红招聘启事
也比较惹眼$该老板告诉记者!该店从
年前开始缺工就比较严重! 年前一共
有&个服务员!现在只剩下'个$ %人手
不够! 从年后到现在才招了(名服务
员!还得再招$ &该店老板郁闷地说$

据红城湖路一家饭馆老板介绍!

服务员短缺年前就开始了! 到春节后
变得更严重$去年店里最少也需要'个
服务员才忙得过来!年前走了$个$ %从
正月初八开张到现在$%多天了! 刚开
始都没人来应聘! 最近一个多礼拜才
稍微好点! 但还是没有招聘到合适的
服务员$ &

位于海甸五西路一家冷面馆的招
聘启事年后开张一直张贴到现在$ %来
了两个年轻的姑娘! 但都是没做到)

天!就辞职不干了!就留不下来$ &该店
老板陈阿姨说! 虽然餐饮行业服务员
的流动性一直比较大! 但是像今年这
样难招到人的还真是不太多见$

服务员的锐减! 给饭店经营带来
不小的压力$ %人手太紧张了!有些店
因为服务员走得差不多开不了业的都
有$ &冷面馆的陈阿姨说!现在客人消
费高峰期的时候! 自己除了要结算饭
钱外!也得去点菜"端菜"收拾餐桌!高
峰期时!不少客人等得不耐烦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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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的餐饮企业有*$年工业经
验的曾经理则有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

餐饮行业的求职招工就像是跷跷板$一
个时期之内是招聘企业在挑人!过不了
多久就可能是求职者在挑招聘企业$曾
经理介绍! 按照他多年观察的经验!餐
饮行业属于季节性缺工$ 年末年初!是
用工最%荒&的时候!元宵过后求职者慢
慢地就多了起来!用工荒有所缓解$ 但
是到了)月中旬!该稳定的都稳定下来!

刚找到工作不久的发现找到的工作不
满意!又辞职流动起来!因此!从这个时
候起!又开始%荒&了起来$ 而每到寒暑
假这种情况又会有所缓解!因为会有一
大批的假期工会充实进来$

而为了吸引人才! 不少初具规模
的餐饮企业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想办
法留住人才$

海甸岛一家私房菜馆对服务员和
迎宾员工都开出了%底薪+奖金+提成&

的待遇! 包食宿一个月下来也有$%%%

元的水平$ 该店负责招聘的曾经理介
绍! 他们店目前在海口有)家连锁!有

了一定的规范用工体系$ 从年后开张
招工到现在已接近饱和$

而一些具有规模的大型酒店给出
的待遇比较优厚!除了%底薪+奖金+提
成&!缴纳五项保险!住房公积金外!员
工也享受工龄工资"夜班补助"高温劳
保等!另外年休"每月例休都有!按照
国家规定带薪休年假$

除了涨薪和增加福利!有的企业则
通过诱人的职位招揽人手$在海甸五西
路!一家餐馆的招聘广告上标明!除了
免费提供各种职业培训外!还表示只要

能胜任工作!人品好!将可以提供上升
的空间$还有一家餐馆对服务员的年龄
限制放宽!",-'.岁都可以来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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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各大餐馆最
为急需的有服务员" 洗碗工等基层的
工作岗位!这些岗位不需要技术要求!

待遇普遍在*$%%-*/%%元之间$ 此外!

对于服务员! 店主们都喜欢招聘一些
年轻的姑娘"小伙子!洗碗工则没有年
龄的限制$ 而月薪*$%%-*.%%元的水

准!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
力$

%可能是觉得服务员工作太辛苦
了!工资又达不到要求吧$ &对于服务
员干了不到几天就走! 冷面馆陈阿姨
也在分析原因! 现在餐饮服务行业一
般不少于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
班!中午休息几个小时$ 行业的性质决
定了如此!也是没办法$ 而薪酬方面他
们饭店是*$%%元的月薪! 目前海口小
一点的餐饮店都是这个水平$

老家在定安! 今年'%岁的符阿姨
最近也在留意大街小巷的招聘广告$

%像我这个年龄!在餐馆只能做后勤$ &

符阿姨说!对于她来说!只要没有特殊
的技术要求!做什么都可以$ 她看重的
是稳定!对薪资也有要求$ %最低也得
*.%%块钱一个月! 现在的物价水平上
去了!*%%%来块钱也干不了什么$ &符
阿姨说$

除了工资低! 一线服务人员在企业
提供的培训满足不了个人发展也是留不
住人的因素之一$ %怎么做工也就是一个
餐厅服务员!看见工资高的!肯定走人$ &

在某餐厅服务!今年$*岁的小蔡说$

某餐饮经理对不少年轻求职者的
心态表示无奈'%现在有很多0%后的求
职者!他们对于工资要求比较高!但是
又不怎么能吃苦!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还有的年轻人认为做服务员职业前景
不大! 中途换工作或者干脆回老家的
情况十分普遍$ &

`abcdeF&GfHI

gQhijk!!"lUmno<pq"%&r8Jr8M

EFGH

!

I

!"

JK

(记者!"#

实习生$%%

)已经有#%多年高管工作
经验的廖先生!由于想照顾年迈的父母!

毅然放弃了北京的高薪职位回到海口$

可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 仍然没有找到
自己合适的职位$ 在看到南国都市报的
%春风行动&后!廖先生希望能通过这个
平台找到识他这个%千里马&的%伯乐&$

据廖先生介绍! 他是海南人!*00%

年毕业!曾后先后供职于新闻"广告"包
装装潢"传媒出版"房地产"贸易"金融"

休闲产业"游乐娱乐业等行业$ 工作期
间历任多家大" 中型企业的副总经理"

分公司经理"创意总监"创作总监"设计
总监"视觉总监"美术总监"杂志总编
辑"广告部经理"企划部经理"办公室主
任等职位$ 也取得了许多良好的业绩!

曾获过世界级的平面类奖项及产品设
计和市场推广综合大奖$

尽管在职场上叱咤风云!可随着父
母年纪越来越大!在外打拼多年的廖先
生却很少回来看望他们!自己心中总是
常存挂念!于是!他放弃了北京副总兼
设计总监的职位!想回家乡工作!能够
在父母膝前照顾$

回到海口后!廖先生曾经试着去人才
交流市场找工作!但在那里发现基层的工
作岗位需求较大! 相关企业专业岗位较
少!较为重要的管理岗位几乎没有!很少
有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相关的文化"创
意类的产业机构更是少的可怜!能列出的
工作岗位离他的职业规划相距甚远$

廖先生在企业运营"管理方面综合
工作能力都比较强!在和自己专业相关
的工作方面更是游刃有余$他希望所找
工作地点在海口!需要了解廖先生更详
尽 的 个 人 情 况 ! 可 拨 打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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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福之美不动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

职业顾问*.名(女)!工作地点在儋州!底薪*.%%元!

有提成!包吃住$

蔡经理'*).*,,#''&*

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
不孕不育科专家"麻醉科医师!肛肠科"耳鼻喉科"康复理疗
科"宫腹腔镜等医生*网络编辑+网络优化"网站美工等职位$

王女士'/.).#)..

妇产科"不孕不育科"儿科"乳腺科"泌尿外科"整形
美容科"总经理助理"医务部主任"护理部主任"办公室
主任"财务总监"客服部主管等职位

陈小姐'*)/)&.,//..海南现代医院集团

海南富南物业公司 保安班长#名!月薪*)%%元至*.%%元$ 符先生'//&',,.0

美达商旅公司 航空售票员和接待员各#名!底薪#%%%元加提成$ 丁小姐'/////''*

海南柏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人员多名$

谢女士',,#/#00%

*,,,0/,)##,

置地物业 保安*%名!有社保$ 吴先生'*)/)&./,%&)

*名点菜员"领班"服务员'名$

金地路地质局旁边白莲鹅
庄饭店

罗经理'*)%0,0,*//0

/.)&*0.0

七好珠宝首饰 *名店长"促销导购数名!工作地点海口或儋州$ 陈先生'*)%)/%*///.

海南至尊美食加盟新概念
有限公司

预备咖啡师"洗碗大姐

李女士 想找做饭的工作!一天做#顿饭()-/个人)!月薪#%%%元$ *..%%0.#&/0

沈先生 找一份自带车的司机工作$ *)&%&.&')''

张先生 想找一份司机的工作$ *,,,0#/*.&/

陈女士 想找一份做饭工作!要求在府城和灵山一带!白天上班$ *)0%&.'/,.*

龙先生 想找一份烧锅炉的工作$ *.#,0,',..%

钟先生 想找司机工作!有!#从业资格证!**年驾龄!要求包吃住$ *))%&/.%,,)

冯先生 想找司机工作$ *,&,0,0)*)&

卢先生 想找司机或销售工作$ *,0&/#,/),&

陈先生 想找一份在园林搞绿化工作$ *)0%&/#,&##

王女士 想找办公室保洁工作$ *..0.,#*.*/

冯女士 想找做饭或保洁工作!月薪*&%%元$ *),&/0.#&#)

梁女士 想找人事工作!待遇面谈$ *)0%&.'''%'

莫女士 求钟点工!周末工作 *,&,0/,./%*

何文东 本人有!*驾驶证和相应资格证 熟悉省内道路想找一份司机工作 *))&0,&.&,*

沈先生 有多年的游泳池管理及水处理经验!找游泳池管理员工作!工资#%%%以上!有社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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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女士 想找一份在前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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