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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记者 陈宁

求职者内推时因待业三个月被淘汰

招 聘 启 事

空窗期是多数职场人士不

可避免的常态，然而近日，一名
求职者却因有超过三个月的职

场空窗期， 在内推时被 HR 负
责人淘汰。

记者调查发现，无独有偶，
职场空窗期的长短似乎成了

HR 筛选求职者的标准之一。那
么， 为什么 HR 会不待见职场
空窗期？这背后有什么依据？是
否涉嫌就业歧视？ 求职者又应
如何应对？

职场空窗期
在HR眼中属“减分项”

陆艺在今年上半年从一家

知名服装企业裸辞， 想专心创
业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但因经
营原因， 创业初期他就将品牌
转卖给了一家实力企业， 之后
便休息了几个月。近日，经从事
猎头的好友介绍， 他被内推进
一家同类型公司面试，不曾想，
从上半年到现在， 有将近半年
职场空窗期的他， 却因此在最
终面试时， 被 HR 负责人质疑
并淘汰。

陆艺告诉记者， 面试官的
前面几个问题都聊得很愉快 ，
但在问到为何有这么久的空窗

期时 ，HR 负责人质疑他的解
释。陆艺认为，过长的职场空窗
期让对方 HR 认为他完全脱离
了职场。并且反问他，长时间不
工作，还能按部就班接受约束、
迅速适应职场的快节奏吗？ 再
加上陆艺之前是因创业裸辞 ，
如今重返职场， 薪资能否会有
过多要求， 是否还会考虑再次
创业。

对此，陆艺坦言，过长的职
场空窗期确实会给用人方带来

更多不确定性及不安稳感 ，但
他表示， 自己此前确实并不了
解职场空窗期在 HR 眼中属
“减分项”。

58.7%HR认为
空窗期不能超过 6个月

职场人在辞职后还没有找

到下份工作， 或者还不想找工
作的这段时间为职场空窗期 ，
应该说，这在职场中较为常见。
那么， 职场空窗期是否真的会
影响求职结果？

答案恐怕是有一定影响 。
从业 7 年， 上海德源人力资源
资深 HR 王佳轶直言， 一般超
过三个月的空窗期，HR 就会特
别关注。

去年下半年， 猎聘网曾针
对企业领导和 HR 展开一个调
查，其结果显示，对于应聘者的
职业空窗期，69.5%的领导更看

重个人能力的匹配， 对空窗期
的容忍度一般在 6—12 个月之
内， 而企业的 HR 则会相对严
格，58.7%的 HR 认为， 应聘者
的职业空窗期不能超过 6 个
月。

那么， 求职者因职场空窗
期过长而被拦在企业应聘门

外，属于就业歧视吗？记者咨询
律师后了解到， 这主要取决于
应聘者因何原因造成职场空窗

期。 “比如因为身体健康等原因
造成职场空窗期， 企业拒绝求
职，那么或涉嫌就业歧视。如若
求职者的空窗期主要因为休

息、减压等原因，那么企业拒绝
属于正常的人员筛选。 ”律师指
出， 就业歧视是指没有法律上
的合法目的和原因而基于种

族 、肤色 、宗教 、政治见解 、民
族、社会出身、性别、户籍、残障
或身体健康状况、年龄、身高 、
语言等原因，采取区别对待、排
斥或者给予优惠等任何违反平

等权的措施侵害劳动者劳动权

利的行为。

目的是为公司
降低用人风险

王佳轶告诉记者， 正常情
况下，跳槽或其他原因，求职者
有不超过三个月的职业空白期

是很常见的，HR 和用人部门负
责人很能理解， 不会过多去了

解这 3 个月在干什么， 基本上
可以放心。不过，拥有超过 3 个
月空窗期的求职者， 面试官会
比较忌讳。

她解释，从 HR 角度来讲，
招聘的候选者最好是刚离职或

者是在职跳槽的， 或是公司员
工帮用人部门挖来了竞争对手

的员工，这种情况下，候选人能
快速上手，技能有保障。如果求
职者的职业空白期过长， 从用
人部门负责人的角度， 会担心
职业空白期对你的业务能力造

成影响；即使没影响，也需要很
长时间去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
同时， 也担心这么长时间的空
白期， 求职者可能对职业产生
了倦怠心理，是否还有激情，是
否还能胜任这份工作。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其实
是没有所谓的正规培训的 ，上
手全靠个人。 如果求职者已经
对这个工作生疏了， 那等于说
又要花一段时间来磨合。 从公
司利益的角度出发， 为什么不
选择没有空窗期或者空窗期较

短的候选者呢？ ”
与此同时，王佳轶认为，这

是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市场发
展和变化也很快，坦诚地说，在
空窗期的时候， 是比较少人能
做到持续关注行业动态、 捕捉
市场前沿热点的。

综合来讲，HR 和用人部门

都不太喜欢职场空窗期过长的

求职者，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
公司最大程度降低用人风险。

空窗期“空白”
不要“遮掩”

不过，王佳轶也表示，自己
在工作中也常常遇到此类应聘

者。她坦言，“职场空白期”其实
是大部分职场人都经历过的一

种状态， 并且职场空窗期确实
是企业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
并且会询问一些原因。

她的建议是， 职场人求职
时切忌刻意遮掩曾经的 “空
白”，“诚信，我想不管是生活还
是工作都应该是最起码的态

度。 ”
她总结， 职场空窗期如果

是由于继续深造、生育休假、照
看家人、 身体问题等客观原因
造成的，时间不太长，只要做出
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企业是会
理解的， 并不会直接对录用产
生影响。 但如果是一些主观因
素，比如旅游，或者就是休息一
段时间， 或者求职经历都不太
成功等， 企业往往会深入了解
原因， 就需要求职者能给出合
理的解释。

总而言之，企业对有“职场
空窗期”的求职者接受与否，主
要是看这段经历对求职者自身

的价值影响有多大。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邵未
来）量血压、测心率、基础康复
……9 月 26 日，2021 年浦东新
区长护险服务技能比武竞赛如

火如荼地展开。记者了解到，这
是浦东新区第二次举办长护险

服务技能比武竞赛。
浦东新区人社局就业保障

处副处长赵云瑞表示，2018 年
1 月，浦东新区正式启动“长护
险”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共有
长护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 200
余家， 登记有效护理服务人员
1 万余人，服务老人近 6 万人，
为众多家庭实现了照护和经济

的“双减负”，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应。 “举办这样的比赛，也
是为了培育选拔一批优秀技能

人才， 带动广大护理服务人员
学习技能、提升水平。 ”

近年来， 浦东新区始终致
力于提升“长护险”管理水平和
服务质量。 建立一支专业的护
理服务队伍， 直接关系着长护

险服务的规范精准和服务对象

满意度。
去年刚从上海健康医学院

护理专业毕业的吴怡欣也出现

在了比赛现场。 作为一名专业
护理人员， 她目前正在国家集
训队参加集训， 积极备战明年

的世界技能大赛。 “其实护理工
作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除了专业的知识和操作， 更重
要的是在实践中， 面对不同的
情况做出及时的应变。 对照护
者进行情感上的关怀。 这些都
不是靠基础知识学习就能完成

的。 ”
因此， 本次大赛也从长护

险 42 项服务内容中选取比赛
项目， 涉及生活照护、 基础照
护、 康复服务等 3 个职业功能
模块， 构成 “临床生活护理技
能”和“器具协助照料技能”两

大竞赛项目，始终把安全照护、
心理支持、 人文关怀、 健康教
育、 职业安全与保护等贯穿于
长护险服务全过程。

吴怡欣说， 在上海这样的
大城市， 专业护理人员其实还
是存在一定的缺口的， 其中优
秀的护理人员数量就更少了 。
“随着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加深，
对护理人员数量和质量都需要

进一步地提升。 ”她说，自己希
望在世赛后，继续留在学校里，
为培养更多年轻优秀护理人才

提供帮助。
未来， 浦东将聚焦大城养

老“浦东模式”，打造素质优秀、
结构合理、 精工细分的专业化
长护险服务技能人才队伍 ，推
动长护险护理服务更加精准 、
优质、规范，为社会养老服务行
业的长足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
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有
所护，更加体面、更有尊严地安
享晚年。

浦东新区举办长护险服务技能比武竞赛

企业为何不待见“职业空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