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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淘宝新增店铺情况示意图

阿里平台带动直接电商就业

（仅列举部分省份，不含生态带动就业）

广东 369.8 万

浙江 225.7 万

江苏 152 万

上海 115.4 万

福建 84 万

山东 82 万

北京 71.5 万

河北 59.9 万

河南 52.3 万

四川 42.2 万

湖北 38.7 万

安徽 34.5 万

湖南 32.8 万

辽宁 28.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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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3 月 25 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

事学院课题组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

年， 阿里巴巴中国零售平台创造就业

达 4082 万个，其中包括 1558 万个直

接就业岗位和 2524 万个带动型就业

机会。 而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

东，从 2006 年以来，一直稳居淘宝新

开店数榜首。 截至 2018 年，广东“淘

宝村” 达 614个，“淘宝镇”74个，“亿

元淘宝县”超过 20个。 阿里巴巴平台

在广东带动直接电商就业 369.8 万

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在蓬勃发展的数字消费力背后，

一大批新职业在广东横空出世： 钉钉

数字化管理师、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

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

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工业

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运维员……近

日， 记者采访了一批基于数字消费力

的新职业， 感受他们在数字消费力带

动下的职业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正

从阿里巴巴平台获益，甚至改变人生。

人工智能训练师

95后客服女孩开启人生新方向

1997 年出生的朱鑫

燚

是韩后旗舰

店训练师团队的主管， 从 2017 年天猫

双 11 接触店小蜜开始， 朱鑫

燚

努力成

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到现在已经形

成了一个 3 人小团队。

店小蜜是阿里巴巴推出的智能客

服机器人。 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向店小

蜜传递各种知识、 各种情感的一个向

导， 教会这个机器人发挥出更大的价

值。“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个新的岗位，带

给我很大的成就感。 我到现在都还非常

清晰地记得，2017 年天猫双 11 之后，我

获得了官方颁发的两个训练师徽章。 训

练师自定义进步奖是第一个由我主要

负责后，为店铺赢得的荣誉。 被认同和

肯定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朱鑫

燚

说。

2018 年天猫双 11， 朱鑫

燚

训练的

店小蜜迎来了大考。 这一年的临时客服

数量比 2017 年整整少了一半， 在海量

用户涌入之际，旗舰店客服必须依靠店

小蜜机器人。 零点前，朱鑫

燚

开启了店

小蜜优先接待。 而从后来的数据进行分

析，朱鑫

燚

这两个月的努力都是有所回

报的———在朱鑫

燚

的不断优化下，有超

过 75%的问题由机器人进行承接，转化

率达到 45%，整整高出去年 10 个点。

朱鑫

燚

说：“训练师不是只要把知

识传授给机器人就可以，而是思考如何

让店小蜜在店铺应用得更好，而这就需

要在多个部门间联动和沟通。 这个过程

就会加速成长。 ”

点评：一个曾经在专业上不那么擅

长，经常苦恼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职场新

人， 随着深度参与阿里小蜜的训练，得

到更多锻炼，获得快速成长。 新的岗位

需求也正在发现许多人的就业潜力，放

眼全国，越来越多此前身处客服等普通

岗位的人，在阿里巴巴平台实现高质量

再就业，圆了“

AI

梦”。

钉钉数字化管理师

二孩妈妈新职业治好产后忧郁

今年 31 岁的数字化管理师黄祖胜

说，他成为数字化管理师后，成功帮助

10 余家创业公司搭建起组织架构、人事

结构和管理体系。“去年我的年薪从 7

万涨到 25 万，收到近 40 个企业 offer。 ”

今年 3 月底，阿里巴巴办公软件钉

钉表示计划将培育 100 万数字化管理

师，主要分布在 IT、互联网、服务、制造

业、建筑业、教培业等众多行业，目前全

国已经有 70 万名数字化管理师， 黄祖

胜和陈丽华，都是其中的代表。 二孩妈

妈陈丽华就职广东一家母婴公司，在成

为钉钉数字化管理师前，她时刻担心被

新人顶替，而这一切不断加重着她的产

后忧郁症。 公司采用钉钉作为全新的管

理工具后，效率更高，陈丽华甚至在学

习和考试的过程中治疗好了产后忧郁。

陈丽华在钉钉后台通过了组织在线、沟

通在线、协同在线的考试和实操，获得

了阿里巴巴的认证证书。 她成为一名数

字化管理师，即钉钉认证管理员。

陈丽华表示，数字化管理师不仅仅

是钉钉管理员，还意味着公司的事务能

有效地传达，快速地处理，及时地反馈，

更为重要的是，能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

管理一家公司，轻松解决掉中小企业遇

到的管理困境。 数字化管理师这个身份

给了她第二次职业生命，让她除了获得

薪资待遇的提升，也从普通的售后内勤

人员，成了整个客服部的经理。 更让她

难以想象的是，中国会计服务联盟联席

主席、居然之家信息部总监、联通公司

管理人员……一一进入她的工作和生

活圈子。 同时，她明显感受到新职业的

受需程度。 目前，公司里已经有 11 位同

事在她的推荐下，通过了数字化管理师

的认证，通过人的升级，帮助公司完成

组织上的升级。

点评：从一个面对职业瓶颈的二孩

妈妈， 到晋升为钉钉数字化管理师，陈

丽华完成从普通售后人员到公司客服

部经理的华丽升级。 这种从传统人力职

员向数字化从业者的过渡，与其说是个

人在选择未来，不如说数字化管理师的

发展方向，就是未来本身。

阿里云算法工程师

在广州寻找全新机遇

2017年11月， 阿里云宣布其全

国工业云总部落户广州， 同时还宣

布设立阿里云广东研发中心， 招募

1000名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工程师，

推动前沿技术与珠三角产业融合。

一大批高精尖人才， 也在广州这个

总部找到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下车间、 跑招聘会、 新人培训

……去年底从杭州来到广州， 负责

组建阿里云全国工业云总部的人工

智能团队的阿里云算法工程师邓超

说，这就是他日常工作的全部。在广

州，他从AI算法工程师，变身为组建

阿里云全国工业云总部的人工智能

团队的负责人。

“要深度再造ET工业大脑，服

务全国10万家制造企业。 这就要求

团队既要懂算法，又要懂制造业，这

样的跨界人才太难找了”， 邓超说，

下车间学习就成了解决团队知识背

景单一的最快手段。

同样在广州“变身”的还有哥伦

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毕业的宇西。

宇西回国后不满足于咨询公司数据

咨询的工作， 为能到一线实际参与

项目的落地，她选择加入阿里云ET

工业大脑团队。在迪森热能，为了向

工人师傅请教锅炉的生产工艺，宇

西第一次爬了8米高的锅炉。

目前，ET工业大脑已经帮助全

球最大的光伏组件供应商———天合

光能提升电池片A品率7%； 也帮京

信通信的一款产品提升了调试定标

工序35%~50%的生产效率； 还与全

球最大LED封装企业———木林森达

成了合作， 帮助它提升生产良品率

和设备利用率；与迪森热能的合作，

则希望实现实时评估锅炉健康状

况，能够提前6~12小时发出预警。

点评： 全球正掀起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 曾经互不相关的

互联网技术与新工业革命历史性汇

期。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技术被证明能够在生产效率提

升、降低成本、提升良品率等方面发

挥巨大价值。 随着阿里云宣布其全

国工业云总部落户广州， 广州不仅

是工业互联网的机遇， 更是大批算

法工程师的全新发展平台。

阿里巴巴平台涌现新职业

近日，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

统计局三部门联合发布 13 个新职

业。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管理师、人

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云计算工程

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

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工业机器人系

统操作员和运维员等超半数类别的

新职业都是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数

字经济平台上涌现出来的。

这些务工人员都去哪了？

师奶逆袭成数字化管理师

阿里巴巴平台带动粤就业369.8万，位居全国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