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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BOOK 使用方法

本 Playbook 是素里市所有企业的“实时”资源，因此请务必返回以查看定期更新。
着眼于 COVID-19 对素里市企业
的影响，其内容报告了劳动力规划和开发的整个范畴。
在整个文件中，您将看到我们使用了‘下一个常态’一词。
“新
常态”通常用于指 COVID-19 复苏。
但是，SBOT 认为，
‘下一个常态’更好地反映了我们不断变化的情势。
为了达到
最佳功能，我们建议您使用 Adobe Reader 或 Acrobat 以 PDF 格式打开此 Playbook。

关于 COVID-19 有很多可用资源。
您可以找到有关健康与安全、政府计划、行业举措、法律要求和其他工具的信息。
此Playbook可帮助各企业了解并轻松访问许多可用资源。
该 Playbook 着重于卑诗省和加拿大的资源，并有一些其
他区域的有用信息。

位于素里的 Carvery
Sandwich Shop 改变每日的
特价三明治，并与公众沟
通以保持生意蓬勃发展。

查看 C OV I D -19 成功故事（如右图所示），在整个
Playbook 中都有突出显示。
请点击以便更加详细地浏览每个故事。您将素里市（以青
绿色显示）及其他地区（以绿色显示）找到成功的做法和恢
复计划、灵感等示例。

1

本Playbook的目的是帮助雇主应对因 COVID-19
造成的劳动力挑战 。每个部分都包含信息以及许
多基于网站的资源链接。这种设置可限制重复，并确保
Playbook 重点突出并易于浏览。新用户应阅读 A 节中的
backgrounder（背景资料）
，并先完成 C 节中的 business
readiness guide（企业准备指南）。根据对几个关键问题
的回答，自我评估工具将为用户指出有用的信息。

2

在 D 节中描述的 three-pronged approach（三管齐
下）的方法提供了工具和资源，并提供了有关评估
劳动力需求、规划、战略制定、招聘、入职、培训、职业发
展、保留人力资源等更多信息的链接。

3

Playbook 的目的和范畴

若想收到此 Playbook 的
最新信息以及 COVID-19
企业更新资讯、影响和
变化，请订阅 SBOT 的电
子邮件发送名单。

本 Playbook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作为素里市企业在 COVID-19 恢复过程中的重要资源。它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
“我的企业现在应该考虑做什么？”它旨在通过实用的信息、工具和资源，对雇主有所帮助。本 Playbook 可以帮助
您和您的员工度过目前的大流行危机，并指导您的劳动力恢复计划进入复苏和‘下一个’常态阶段。
本 Playbook 提
供以下内容：
•
•
•
•
•
•
•
•

素里市和地区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力需求和策略
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安全和保健信息链接
有关为工人的安全准备工作场所的信息
有关政府扶持计划和重要的在线商业网站的雇主信息链接
在短期劳动力规划、恢复和保留方面为雇主提供帮助的资源
针对人力资源问题（包括吸引力、招募、入职、扩展技能和保留）提供支持
以新的方式工作的想法和机会，包括远程工作
成功故事和有前途的做法，有不同行业的成功例子

本 Playbook 使用了 SBOT 更广泛的劳动力重置举措的其他两个关键要素：
• SBOT 疫情大流行 Rapid-Response Centre（快速响应中心）
，可满足个人雇主在规划和准备恢复以及重返工
作策略方面的需求。
请联系 info@businessinsurrey.com，以获取有关 Playbook 各部分的建议。
• 通过脉搏调查和其他情报收集方法的实时“劳动力市场情报”
（Labour Market Intelligence）功能，以及向素里
市雇主提供的定期 LMI 情报报告。

为帮助 SBOT 了解此 Playbook 的用处并确保它的相关性，我们需您的反馈。
请完成一个简短的调查。
感谢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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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工具
资源

A

计划背景

对本地响应的需求

自 COVID-19 疫情出现以来，素里市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调整。本省的青
年失业率是整体失业率的两倍多（16.0% 比 7.7%）
，而且截至十月份，卑诗省的就
业岗位比 2020 年 2 月减少了 6 万 1 千个。
在冬季寒冷和流感季节，预计会有更大
的动荡。
作为应对，SBOT 启动了“建设和支持素里市雇主在应对 COVID-19 劳动
力需求方面的能力”计划。
请浏览 Project Backgrounder（项目背景）。

SBOT 的 COVID-19 复苏举措符合 BC Restart Plan（卑诗重启计划）的四个阶段。
本省的雇主、工人、行业协会和政府，已经谨慎地进入了 COVID-19 复苏计划的第
三阶段。学校和许多企业都在重新开放。但是，第二阶段的公共卫生命令、各项准
则和额外的安全预防措施仍然有效。
当国家和国际的确诊病例数量下降时，本省才会进入第四阶段。这个阶段并非只
关系到卑诗省，而是更多地关系到其他地区对疫情及其影响的反应方式。最近新
病例的增加，特别是在卑诗省的年轻人中的新病例增加，可能会影响到采取第四
阶段措施的步伐。

藤布勒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Tumbler Ridge UNESCO Global Geopark），开创
了每周的免费教育资源，在公园关闭期间，着重
介绍公园的不同区域和各个方面的内容。

素里贸易局的响应

让工人重返工作场所的主要障碍是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工人出于安全考
虑以及上下班的问题而不愿返回岗位 。其他问题包括加强安全措施的复杂
性和成本。自2020 年 3 月以来，在以下两个主要目标的指导下，SBOT 主办
有 Surrey COVID-19 Pandemic Business Centre（素里市 COVID-19 疫情
期间商务中心）：
通过降低风险和帮助雇主在下一
与素里市的劳动力服务提供商合
个常态中找到新的契机，支持素里
作，支持和增强他们服务素里市雇
市的雇主进行规划，并为经济重启做 主和工人的能力。雇主将需要帮助来发
展其对劳动力供求变化的应对能力和
准备。
创新能力。

1

2

AG Hair 公司迅
速转向生产洗
手 液，以 帮 助
满足需求。
2

B

COVID-19 对本地的影响

对素里市和大温地区经济和劳动市场的
影响概述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劳动力调查（Statistics Canada’s Labour Force Survey）的
数据，SBOT 估计素里市工作岗位流失的高峰出现在7月份，有超过 37,000 个，
而最大工作岗位流失出现在 2020 年的 3 月和 4 月1 。然而自7月底以来，素里市
已恢复了1万 7 千个工作（将近48%）
，而在 10月份一个月里，就恢复了 5,618 个
工作。自2 月份以来，这是一个总计超过 1.9 万个工作岗位的净赤字（或 6.6%）。
尽管其中一些行业从 2019 年到 2020 年 2 月出现增长或收缩，但所有这些行业
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10 月之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 COVID-19 的影响。

当地专业人士联
合 起 来，共 同 为
企业提供免费的
网络和在线支持
服务。

自 2020 年 2 月以来，出现的最大增长
的仍然是公用事业（增长 58.7%）和天
然资源（增长 13.4%）行业，尽管这两
个行业在 10 月都遭受了少量的工作岗
位流失（分别下降 2.1%和 5.2%）。然
而自 7 月以来，最大的复苏出现在酒店
和食品服务行业，自 7 月以来，恢复了
6,747（45.5%）个工作，其中 10 月恢复
了 954 个工作职位。

从 7 月以来恢复的工作数量看，其他行业已出现强劲复苏，包括：商业、建筑和
其他支持行业（约 3,800 个工作）；制造业（约 2,300 个工作）；运输和仓储业（约
1,500 个工作）；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约 1,400 个工作）。

2020 年 10 月，在恢复的工作数量方面的最大增长出现在制造业；商业、建筑和其
他支持行业；教育服务；以及酒店和食品服务；在 10 份恢复的工作中，占了 77%
以上（或在恢复的 5,618 个工作中约占 4,355 个）。
2020 年 10 月，在恢复的工作数
量方面的最大增长出现在制造业；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持行业；教育服务；以及酒
店和食品服务；在 10 份恢复的工作中，占了 77% 以上（或在恢复的 5,618 个工作
中约占 4,355个）。

为了解决全国性的短缺，素里市的 Firetech
Manufacturing 公司设计并制造了新的医用一
次性面罩。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最大的总体工作流失出现在以下行业：批发和零售、运输与
仓储、教育服务、信息技术、文化娱乐和“其他”服务行业。

尽管工作岗位的流失可能是由于季节性工作造成的，但建筑业在十月份出现了最
多的工作流失，有将近 2,000 个工作。尽管在 7 月至 9 月之间批发和零售业的工
作出现恢复，但该行业在 2020 年 10 月失去了该增长的大部分（928 个工作中失
去了 738 个）。
摘自“SBOT 素里市劳动力市场情报和影响报告：LMI 报告 ＃3。
2020 年 11 月
1
所有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
劳动力调查，2020 年 10 月。
发布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
表 14-10-0313-01 和 14-10-0097-01，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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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按职业划分的最大的工作流失是天然资源职业（13.3%）、卫生职业
（4.6%）以及制造业和公用事业职业。但是，总体而言，自 2020 年 2 月以来，所有
这三个行业都显示了工作的净增长。

自 2020 年 2 月以来，尽管在教育、法律与社会、社区与政府服务，以及技工、运输
和设备操作工等行业的职业每月都出现了减少，但在 2020 年 10 月，这两大行业
在素里都恢复了超过 1,000 个工作岗位。
在 2 月至 4 月之间，自然与应用科学领域
的工作岗位出现了早期下降，但是自从那时以来，这些职业的工作岗位继续增加，
并且比 2020 年 2 月增加了 10%。

自 2020 年 2 月以来，迄今为止最大的工作岗位净损失来自销售和服务职业，为
18.2%，然而，其中大部分的流失发生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7 月之间（几乎流
失了 32% 的工作岗位）。
自 7 月以来，在该行业恢复了 COVID-19 头五个月内所失
去的工作中的 43% 以上。

BC Tourism Resiliency Network（卑诗旅游业韧
力网络-专业人士为旅游和酒店业企业提供
1对1的支持，探索在 COVID 期间的新政策和
防疫程序。
在加拿大，受疫情大流行影响最大的个人是：
• 按照年龄划分，15 至 24 岁的人面临着最大的工作流失
• 在失去工作方面，女性雇员受到的影响要大于男性雇员。
• 非工会工人受到的影响大于工会工人。

在卑诗省，女性的表现要好于加拿大女性的总体表现。卑诗省的女性在商品生产
行业的工作出现显着的增加（26%）。
而卑诗省男性的失业情况则大于加拿大男性
的总体失业情况。

温哥华的一家慢时尚及可持续发展的时装
公司，将生产从服装转为非医用口罩，
并且在“买一捐一”的模式下，
每购买一个就会捐赠一个
在加拿大，受疫情大流行影响最严重的一种企业是那些由第一民族、梅蒂人或因
纽特人拥有的企业，其裁员 50% 或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加拿大平均数量的两倍。

卑诗省 15 % 的企业没有预期会达到 C OV I D 之前的人员编制水平，而至少
在 2021 年之前，30%的企业没有预期会达到正常的水平。根据 2020 年 8 月在
职员工情况，农业（57%）、金融（56%）、建筑业（53%）、批发（52%）和专业服务
2
（51%）拥有它们的全部员工编制的最高比率。

4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
COVID-19 State of Small Business（
《COVID-19 小型企业状况》
）。
2020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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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及劳动力脉搏调查

本项目将提供一系列调查报告，以收集与 COVID-19 挑战相关的劳动力和企业数
据。这种快速调查是一种检查，可提供有关 COVID-19 期间员工满意度、工作角
色、沟通、关系和工作环境的最新信息。

考虑到素里市的雇主正在经历的许多重大变化，本项目将进行一系列简短的脉
搏调查，以便收集有关雇主如何应对 COVID-19 挑战的劳动力市场和商业情报。
这种快速调查实质上是一种检查，可以在面对 COVID-19 时，针对诸如员工满意
度、工作角色、沟通、关系和工作环境等主题进行“脉搏检查”。
在未来的一年里，调查结果将用于更新本 Playbook 和定期的劳动力市场情报报
告。SBOT 将衡量所采取步骤的有效性，使素里市的雇主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变得更具应对性和创新性。这些调查将涵盖与劳动力相关的一系列主题，包括健
康、工作环境、招聘、保留、领导力和规划未来。调查结果将发布在 Playbook 更新
信息中。
请在 SBOT COVID Workforce Support（SBOT的COVID劳动力支持）网页上，留
意查看即将发布的 Labour Market Intelligence（
《劳动力市场情报》
）报告，以及
首次和随后发布的 Employer Pulse Survey results（雇主脉搏调查结果）。

素里市的 Mainland Whisky 威士忌酒厂，
迅速作出调整并进行了运营改造，以便制
造表面消毒剂和洗手液，并将产品捐赠给
有需要的人。

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
及工作的未来

在这场危机期间，素里市的企业为何需要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前，这可能是您
想做或者认为是应该做的事情。
而现在，您别无选择，只能向数字化转型才能生存
和发展。
在 Fast Company, Siddharth Taparia 表示，企业必须努力做到这一点，并牢记以
下注意事项：
•	
新流程、新技能和新技术同时出现
•	
一种远程优先的员工队伍和文化将使“工
作”转型，并打开许多新的机会之门
•	
企业将必须与时俱进，而这将重塑整个行
业
•	
数字化转型是减轻风险和实现多元化的
一种方式
•	
现在以及将来，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循新的
模式，转变为更加数字化、更加远程和更
加灵活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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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的素里市企业
已经转向数字
化工作。

本 Playbook 中所有气泡中的统计数据都来自 SBOT 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第一份 Employer COVID-19 Workforce Pulse Survey（
《雇主 COVID-19 劳动力脉搏调查》的结果。

您的企业及 COVID-19 劳动力恢复连续性

SBOT 认识到，每个企业都有其独特的情况。有些企业有足够的资金来处理
COVID-19 造成的影响，而无需减少人员或进行重大变动。而其他企业则在艰难
地解决严重影响着它们生存的问题。
无 论 您 遇 到 什 么 情 况 ，您 都 可 能 会 处 于
COVID-19 恢复连续性中的某个地方。SBOT 建
立了这个模型，以便素里市的企业可以了解他们
在该连续性中所处位置，并在 Playbook 中找到
与其情况相关的信息。
请确认您目前在该范畴内
的所处位置，然后点击最能描述您情况的按键。
我们希望所有企业都将受益于本 Playbook 中的
信息。
  

已在很小的程
度上重新开业
（正常情况的
25% 或更少）

目前关闭
并正在
考虑
各种选择

n t in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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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中等程度
上重新开业
（正常情况的
> 25% 至75%）

的素里市企业
已大部分或全
部开业。

从未关门停
业，但在略有
减少的水平上
经营

必要服务企业
- 从未关门停
业，但营业水
平大大降低

已重新开业并
已转向
新产品/服务

必要服务-从未
关闭-目前以
COVID-19 之
前的水平运营

在以比
COVID-19
之前更高
的水平
运营

eturn

to Co

m •R

计划在
不久的将来
开业

已大部分或
完全重新
开业
（> 75%）

27%

要返回到此页面，请在Playbook的任何页面上点击‘Return to
Continuum’
（返回到连续性）按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