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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职业经历好技能

等主要通过“简历”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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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代表

社交招聘

企业对于某个人才的了解

不再局限于“简历”的层面，其

“人脉圈”的显示，也是一个人

职业经历和能力的良好佐证。

短视频、直播等。

通过人际网络实现的对

接，其成功率更高。

BOSS 直聘、领英、脉脉、

猎多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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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社交招聘在招聘行业中

“火”了起来，很多创业公司也开始瞄准

人力资源市场，涌现出BOSS直聘、拉勾、

脉脉、领英等社交招聘平台。 大数据、直

播、短视频……通过移动社交与AI赋能，

这些社交招聘平台将求职与社交网络整

合了起来， 为招聘者提供了更有效的招

聘渠道。 招聘“社交化”也成了一种趋势。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社交招聘是传统招

聘的一种补充，并不会取代传统招聘，更

适合中低端人才及垂直细分领域人才的

招聘。

社交招聘成新型“伯乐网”

据了解， 目前社交媒体不仅已成为

企业市场宣传的重要手段， 也正在成为

企业人才获取的重要渠道。 招聘与求职

已不再局限于专门的求职网站或求职平

台， 而是扩大到了更大范围的社交媒体

范畴。微信、微博、QQ等社交媒体都成为

企业寻找人才的重要平台。

记者梳理发现， 目前社交招聘领域

出现了BOSS直聘、拉勾、脉脉、领英等社

交招聘平台。 拉勾网已完成D轮1.19亿美

元融资， 脉脉完成了D轮融资2亿美元，

BOSS直聘也获得4轮数千万美元融资

……可谓备受资本青睐。

另外，企业还通过微信、微博、豆瓣、

知乎等泛娱乐化社交媒体和网站来招聘

人才。“社交媒体的互动更为方便，通过

这种途径来招聘也能让人更好地了解应

聘者。 ”从事人力资源顾问（HR）的杨小

姐告诉记者，她们招聘时也会在微信、微

博发布工作信息，“这些平台都是免费

的，可省下不少费用，而且业内人员互相

推荐效率也比较高。 ”

相比传统招聘， 社交招聘到底有哪

些变化？ 近期， 记者参加猎多多举办的

“人才进化论”主题分享会时，人力资源

招聘专家、《社交招聘》 作者尹利表示：

“社交招聘相比于1.0传统招聘和2.0网络

招聘，最大的变化在于‘社交招聘’是通

过招聘经理个人人才库，强、弱链接，和

枢纽节点四个载体， 建立人与人之间的

多度链接， 从而触达到最终目标候选

人。 ”

猎多多创始人文双认为， 招聘的核

心逻辑就是招到人，HR真正的诉求是安

排人才给老板们面试， 无效沟通只会增

加时间成本和劳动成本。 以猎多多为例，

该平台通过“一键约面”、“24H急速约面”

等功能，省略了“在线沟通”的过程，提升

HR的工作效率，降低招聘成本。

据了解， 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也大

大加速了企业多样化的社交媒体“人才

推荐”计划。 根据菁客《2018中国移动社

交招聘趋势报告》 数据，72%的企业使用

微信平台进行人才推荐，已有48%的企业

使用非员工推荐奖励，39%的企业通过微

信钱包支付人才推荐奖励。

AI与大数据赋能招聘行业

据了解，目前入口更快、操作更便捷

的移动端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

式。 同时，招聘平台的需求不仅仅是发布

简历那么简单，还涉及智能匹配、职位推

荐、管理跟踪、通知反馈等。

根据菁客《2018中国移动社交招聘

趋势报告》 数据，16%的企业已将人工智

能引入到招聘流程中， 借以消除人为偏

见带来的企业人才不匹配的风险。85%的

企业相信AI能在未来18个月内， 为企业

招聘带来实际价值， 尤其是在大数据智

能匹配与筛选、智能聊天机器人、求职者

简历分析、视频分析、测评分析、招聘数

据分析支持等领域， 也为企业人才获取

与管理带来了更多赋能。

人工智能、 大数据、 直播、 短视频

……目前， 这些新应用已打入了招聘行

业。 记者梳理发现，“脉脉”就是利用科学

算法为职场人打通二度人脉、 打破行业

壁垒、降低社交门槛、实现各行各业交流

合作的职场社交APP。 记者在该APP上看

到，用户注册后，添加联系人好友，就可

扩充人脉。 比如添加30位好友，就可扩充

6572条人脉。“辈出科技”是“职场+AI”的

人力资源服务商，依托“大数据+人工智

能”技术，解决招聘求职领域信息过载、

信息不对称、效率低下等问题，为成长型

企业和行业人才提供求职招聘、 猎头服

务、职业成长等服务。

另外，直播也引入了社交招聘平台。

记者梳理发现， 脉脉2018年就通过站内

的硬广资源，推广了美团的3场直播。 在

直播过程中， 美团的高管分享了其工作

心得，一些在招的职位也列了出来，候选

人能一边用直播互动，一边投递简历。

据了解， 短视频也应用在了企业雇

主品牌宣传、职位介绍、求职者申请流程

等领域。 以抖聘为例，记者在该APP上看

到， 求职者可通过观看短视频的方式了

解公司的招聘需求和工作氛围。 当求职

者看完视频后，若对工作感兴趣，则可进

入该企业招聘岗位的详情页， 进行在线

沟通。

社交招聘是传统招聘“补充”

据公开数据，截至2018年，领英中国

用户数已超过4000万， 脉脉拥有逾5000

万注册用户，BOSS直聘也拥有近7000万

用户。 记者注意到，这些社交招聘平台除

了发布招聘信息外， 有的还提供了UGC

（用户生产内容 ）

或PGC

（专业生产内

容）

，让平台形成了更强粘性。 如脉脉的

“首页”和“头条”都有专业的干货，能帮

用户了解产业最新的变化，“职言” 则可

发表观点，类似社交平台。

“社交媒体会成为企业招聘的重要

渠道， 招聘的社交化也会成为主流趋

势。 ”艾媒咨询分析师刘杰豪告诉记者，

首先， 社交媒体有助于企业对外输出和

凸显品牌形象；其次，社交媒体也可为企

业建立广泛的人才链接；另外，通过社交

媒体进行人才推荐， 可起到双向背书作

用， 增加人才方和企业方的信任度；最

后， 通过社交媒体招聘可大幅降低企业

的招聘成本。

亨特尔猎头公司董事长朱正华则认

为，社交招聘是传统招聘的一种补充，并

不会取代传统招聘。“社交招聘比较适合

中低端人才， 与传统的互联网平台会有

竞争， 而年薪三五十万以上的人很少会

通过社交招聘等网站来寻找工作， 他们

更多地是通过专业的猎头公司来提供专

业的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市场上职位、薪

酬等各种动态信息。 ” 朱正华向记者表

示， 比如上市公司的高管或中层管理人

等关键的人物， 如果是在网上公开地找

工作、更新简历，或者接受一些不太信任

的人的“搭讪”，会影响到他们个人的职

业形象，包括他们所在公司的稳定，甚至

可能会造成股市的波动等。

对于目前正“火”的社交招聘，

刘杰豪向记者表示，当前多款互联

网招聘软件推出了社交互动功能，

但产品社交属性仍然偏弱，各产品

之间的同质化也较为严重，“平台

可聚焦垂直细分领域，譬如精英群

体、白领群体、蓝领群体等人群细

分赛道，或垂直行业赛道，突出自

身差异化优势。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

实现人才与工作的精准匹配，也将

是招聘平台的一项核心竞争力。 ”

猎多多创始人文双：

社 交 招 聘 有

5

个 关 键

点：第一，开展社交裂变实现

招聘信息快速传播；第二，利

用熟人网络精准链接行业中

优秀人才；第三，做好员工内

推利用社群的力量；第四，雇

主品牌建立做长收益的人才

吸引模型；第五，开展自己的

招聘系统做好人力资产储

备。

社交招聘不受限于目前

服务某一家公司的限制，是一

种软实力，与招聘经理在行业

里的影响力正相关，一旦建立

起社交招聘链接网，除非外部

因素发生巨大变化（比如切换

城市需要在一个陌生城市重

新 搭 建 社 交 招 聘 链 接 关 系

网）， 否则对招聘经理的招聘

链接和资源不会有太大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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