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 登记就业人数 所占 与上年 与2013年
（万人） 比重 同期相比 同期相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37 55.6% -0.6% -17.1%

住宿和餐饮业 1.80 15.7% -3.1% -10.7%

批发和零售业 1.73 15.1% -1.3% 4.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26 2.2% 2.6% 18.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26 2.2% 2.0% 14.4%

教育 0.23 2.0% 3.4% 7.1%

房地产业 0.22 1.9% -6.3% -12.0%

建筑业 0.10 0.9% -1.0% 70.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10 0.9% -8.6% 7.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10 0.9% 2.9% 19.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9 0.8% -7.4% -7.0%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8 0.7% 10.4% 34.9%

制造业 0.06 0.6% 5.4% 9.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04 0.3% 6.0% -22.0%

金融业 0.02 0.2% 17.9% 36.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1 0.1% 0.0% 16.0%

徐家汇商圈登记就业人数的行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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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家汇商圈企业用工状况报告全解读

就业平均月薪6357元 稳步上升

统计数据显示，徐家汇商圈登记
就业人员的平均月薪为6357元，与
2016年相比增长了561元，增长幅度
为9.7%。从近年来的变化规律看，徐
家汇商圈登记就业人员的平均月薪
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年均增长
9.4%。

专家分析指出，工资收入是劳动
者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
在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
同时，实现工资收入的同步增长，是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渠道，也是
全体社会成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就业人员平均月薪的
稳定增长，既符合劳动者增加收入、
改善生活的美好期待，也反映了徐家

汇商圈经济繁荣稳定、市场健康发展
的客观现实。

专家同时指出，无论是企业还是
劳动者，都应该全面、理性地看待薪
资待遇，合理确定薪酬定位。如果求
职者对薪酬的心理期待过高，脱离了
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实际
水平，不但会影响人力资源市场供需
匹配的效率，增加求职的时间和成
本，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稳定
经营、扩大生产的积极性，最终反而
可能损害劳动者的权益。

（文章中数据及专家采访由上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

中心、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提供）

从徐家汇商圈的各类企业登记
就业人员的学历水平来看，大专以上
学历的就业人员约占54.1%，与上年
同期相比上升了 1.7 个百分点，与
2013年同期相比上升了4.1个百分
点。从全市各类企事业单位就业人
员的总体情况来看，大专以上学历的
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39.7%。与之相
比较，徐家汇商圈的这一指标是全市
总体水平的1.4倍。

专家分析指出，高学历劳动者所
占的比重持续增长，意味着劳动者的
整体素质不断提升，随之而来的则是
劳动生产效率的稳步提高，必将为徐
家汇商圈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
力。近年来徐家汇商圈立足于创新
转型升级，高端产业日益集聚，高学
历人才的需求迅速增长，区域吸引力
不断增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白领
聚集地。

从批发业的情况来看，徐家汇商
圈的登记就业人数为1.07万人，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0.01万人，增幅
为 0.9%；与 2013 年同期相比增加
0.15万人，增幅为16.8%。

从发展轨迹来看，在电子商务行
业的冲击、区域定位调整转型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下，徐家汇商圈的批发业
经历了为期两年的发展平台期，登记
就业人数始终维持在9600人左右的
规模，甚至略有下降。直至2016年8
月，徐家汇商圈批发业登记就业人数
首次突破1万人大关，至今仍保持小
幅持续增长的趋势。

专家分析指出，批发业是市场
经济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是决定经济运行效益的引导性
力量，也是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
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由于批发
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销售类企业而
非个人消费者，对于市场信息、金
融服务、物流等方面的配套要求较
高，因此批发企业聚集的区域往往
是商业繁荣、交通便利的重要商业
区，市场覆盖范围则会辐射到周边
地区以至全国、全球市场。美罗
城、太平洋数码广场等商业体吸引
着以电子产品经营为主的批发企业
大量集聚和快速发展，表明徐家汇
商圈功能提升、辐射周边的社会效
应不断增强，已经成为带动区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统计数据显示，徐家汇商圈零
售业登记就业人数为 0.65 万人，与
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0.03 万人，降幅
为 4.7%；与 2013 年同期相比减少
0.07万人，降幅为10.3%。在经历了
将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期后，徐家
汇 商 圈 零 售 企 业 的 用 工 规 模 自
2015年上半年开始出现萎缩，当前
登记就业人数与历史最高值相比
下降11.4%，降幅超过一成。

专 家 分 析 指 出 ，随 着“ 互 联
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电子商务行业发展势头迅猛，网络
购物等新的营销模式已经成为我
国消费者购物的重要渠道，百货商
场、大型超市等传统零售企业则不
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但从
徐家汇商圈的情况来看，零售企业

受到的影响并没有社会舆论想象
中的那么严重。

专家表示，徐家汇商圈零售业的
发展，可以看作上海乃至全国零售业
的缩影和风向标。面临着电商快速
发展带来的挑战，以东方商厦、港汇广
场、太平洋百货等为代表的传统零售
企业并没有消极被动地应对，而是积
极主动地谋求创新转型发展，打破原
有的经营格局，努力升级为体验式消
费、品牌买手制的“新零售”业态。从
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商
品质量、购物体验以及后续服务的要
求将越来越高，与电商开展错位竞争、
走差异化发展道路的零售企业，仍将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持续带动就业
增长。

从徐家汇商圈登记就业人数的
产业结构来看，建筑、制造等第二产
业的登记就业人数为0.2万人，约占
商圈登记就业人数的1.5%，所占比重
与2013年同期相比上升0.7个百分
点。第三产业登记就业人数为11.3
万人，约占98.5%。

从登记就业人数的行业分布情
况来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登记就
业人数最多，为6.37万人，与上年同
期相比减少0.6%，与2013年同期相
比减少17.1%。其次是住宿餐饮业
和批发零售业，登记就业人数分别为
1.80万人、1.73万人。

专家分析指出，从世界经济社会
发展的潮流来看，伴随着社会分工的
细化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服务业日益
成为优化经济结构、引领转型发展的
新引擎、新方向。

徐家汇商圈是上海起步较早、发
展较为成熟的传统商业中心，近年来
主动对标全球城市核心功能区，致力
于打造繁荣繁华的国际商务商业核
心区，大力提升现代服务业和商业能
级水平，在有效满足市民购物、休闲、
娱乐的生活需求同时，提供了大量的
就业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
池”。

徐家汇是上海的名片。凭借着
浓厚的商业氛围、便利的交通设施和
悠久的历史文化，徐家汇商圈自上世
纪90年代起步，逐步发展成为上海最
繁华的商业中心和城市副中心之一，
在东起天平路-天钥桥路、南沿零陵
路-中山西路-凯旋路、西至宜山路、
北抵广元西路-广元路，大约1.2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3200多家各类
企业，为十余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
月底，徐家汇商圈的各类企业，在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登记就
业的人数为11.5万人，与上年同期
相比减少0.1万人，降幅为1.0%；与

2013年同期相比减少1.3万人，降幅
为10.3%。总体来看，徐家汇商圈各
类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呈现逐年小
幅下降的趋势。

专家分析指出，近年来徐家汇商
圈的登记就业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
其就业密度仍高达9.6万人/平方公
里，与世界上主要城市的商业中心相
比，几乎不相上下。从未来发展前景
看，随着主营业态的转型升级和产业
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浦西第
一高楼徐家汇中心等重大功能性项
目的陆续开工建设，徐家汇商圈将会
吸引更多企业入驻，登记就业人数和
就业密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浪潮的推动下，
传统商品经济的流通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徐家汇商圈迎来了创
新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商圈企业的用工状况也发生了新变化。

日前，为深入研究徐家汇商圈区域内的各类企业在劳动用
工方面的特点、变化和发展趋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就业促进中心会同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发布
《乐业报告》系列之《上海市徐家汇商圈企业用工状况报告
（2017）》，以上海市就业登记信息为基础，结合徐汇区统计局提
供的相关统计数据，研究分析了徐家汇商圈各类企业近5年来
的用工情况，以期为稳定区域就业形势、促进商圈转型发展提
供参考信息。本期乐业周刊将全文展现该期乐业报告。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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