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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企业招聘帐号

实践指南

智能招聘体验

畅享全新智能招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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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英智能招聘体验，打造
领英企业招聘帐号和领英
职位的一体化界面，进一
步简化您的工作。

迅速、无缝、智能。招聘优秀人才，从未如
此便捷。

这份指南将帮助您全面了解新功能和产品优
化，包括如何利用人才搜索结果和职位申请
者建立一体化人才库、如何在备注中标记团
队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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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招聘体验旨在帮助团队获得更智能的人
才搜索结果，更便捷地开展协作，通过领英
企业招聘帐号完成更多工作。

招聘体验三大优化
效率更高
我们打造了全新无缝的工作流程，为您简化日常
招聘工作。现在，您可以通过一体化人才库，查
看职位功能和人才搜索结果中的所有候选人，还
可在全新滑入式界面中查看候选人档案，减少在
不同页面之间来回切换，从而看到更多信息、实
现更多操作、更快找到优秀人才。

协作更顺
在智能招聘体验中，沟通功能变得更为精简、集
中，从而使团队协作更为便捷。您的团队将能保
持认识一致，顺利开展招聘流程。

效果更好
在智能招聘体验中，一切都是超前考虑。在企业
招聘帐号项目当中，职位管理和人才搜索同时进
行，两个渠道互通有无，大大提高了企业招聘帐
号的候选人质量。

2019 年将陆续推出新功能: 

职位功能、人才搜索和人才吸引页面会实现更多整合，
同时也会推出更加智能的功能，例如: 基于您的偏好主
动推送候选人。这些新功能都将为您减轻繁琐工作， 让
您腾出时间，专心建立优秀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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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项目、
发布职位，
并开始搜索

在领英智能招聘体验中，创建新项
目、搜索优秀人才等操作全面升级，
更智能、更直观。下面我们为您介
绍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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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创建新项目时，先输入项目名称和描述0，同时输入职位头衔、
工作地点和职位级别、招聘公司等详细信息，此时可以看到该职位
的人才库概况，接下来，选择项目的公开范围。

4.点击完成后，在人才库中，您将看到“搜索”和“申请者”页面。
在申请者列表中查看所有申请该职位的申请人信息，在搜索中系
统根据项目创建条件自动生成搜索条件并展示搜索结果

3. 进入职位发布设置，填写相关职位信息，包括公司、职位、职
级、行业、技能、职位描述等相关信息。增加职位筛选问题和补
充选项。

2.输 入 完 成 后 在 底 部 点 击 职 位 发 布

I场景：准备开始招聘一个新岗位，需要搜索候选人并发布一个职位

新手上路：创建新的项目并发布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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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创建的项目中发布职位
将一个职位发布到项目中之后，您就可以在项目的人才库中同时查看人才搜索结果和职位申请者，然后将任一来源
的候选人添加到一体化选拔流程。

如果该职位有更多申请者，都将显示在“申请者”分页。这些申请者和搜索结果中的候选人一样，都可以添加到选
拔流程。

1. 前往项目，并在项目中点击发布职位。 2. 进入职位发布设置，填写相关职位信息，包括公司、职位、
职级、行业、技能、职位描述等相关信息。

3. 增加职位筛选问题和补充选项。 4. 前往已添加职位的项目。在人才库中，您将看到“申请者”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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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职位并关联到搜索项目中
将一个职位发布到项目中之后，您就可以在项目的人才库中同时查看人才搜索结果和职位申请者，然后将任一来源
的候选人添加到一体化选拔流程。

如果该职位有更多申请者，都将显示在“申请者”分页。这些申请者和搜索结果中的候选人一样，都可以添加到选
拔流程。

1. 前往项目，并在项目中点击发布职位。 2. 进入职位发布设置，填写相关职位信息，包括公司、职位、
职级、行业、技能、职位描述等相关信息。

3. 增加职位筛选问题和补充选项。 4. 前往已添加职位的项目。在人才库中，您将看到“申请者”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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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界面管理人
才搜索列表和职位
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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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候选人通过移动按钮添加到Pipeline中进行管理和跟踪

统一界面管理

项目和职位
发布的集成

项目和职位发布的集
成后，在talent pool
中能统一查看搜索结
果和申请人列表

从Ta lent  Po o l中，我
们可以挑选候选人进
入“Pipe l ine”，并
跟踪他们在招聘过程
中的状态。

Step 1. Save any candidate to your pipeline by clicking the “Save”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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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更 有 效
的 搜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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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最有可能互动的
候选人

旧版中的人才聚焦功能位于搜索页面的顶部
中央，现在已移到筛选版块左上角的”企业
招聘帐号洞察“一栏。

你可以用这个功能进一步细化搜索，重点聚
焦愿意考虑新机会、曾经申请过职位、在公
司中有认识的人、在领英上与您的雇主品牌
有过互动的候选人。

创建新项目并开始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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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入式候选人档案
视图
现在您已经获得一些搜索结果。点击一位
候选人，便可在同一窗口中看到其职业档
案滑入式视图。有了这个全新的档案视图，
您可在搜索结果中直接查看候选人档案，
无需打开新页面。

在滑入式视图中，点击右上角的箭头，即
可轻松浏览搜索结果中的其他候选人档案。

在这个全新的候选人档案视图中，您还可以
更轻松地获取候选人的关键信息，如共同好
友、外部链接 (推特、个人网站、作品集)
和技能认可数量等。您无需在企业招聘帐号
和领英主站之间来回切换，便可收集需要的
全部信息。

创建新项目并开始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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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体化
选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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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候选人保存至选拔流程，并安排
在不同阶段

选拔流程功能全新设计，帮助您更轻松、有效地管理候选人。

一体化选拔流程

1. 点击“保存”按钮，将候选人保存到选拔流程。 2. 将候选人保存至选拔流程后，点击“移动”按钮，
可将候选人移到各个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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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匹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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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推荐匹配

现在职位发布后会出现推荐匹配列表，
LinkedIn智能判断这些人是该职位的合
适人选.

在今年稍迟的时间，没有附带职位发
布的项目，也会有推荐匹配列表

智能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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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合作
更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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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和查看
候选人反馈
您可以直接在新界面首页回应候选人反馈
请求。在首页左侧，您将看到“提供候选
人反馈”按钮，以及“查看候选人反馈”
按钮。

团队合作更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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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和查看候选人反馈 (续)

选择“提供候选人反馈”，即可看到团队成员请求
反馈的所有候选人。点击候选人档案顶端的按钮提
示，即可提供反馈。

点击“查看候选人反馈”，即可查看根据您提交的请
求所完成的反馈。

团队合作更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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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申请者的职业档案之后，可在档案视图内打开“消息”分页，查看该候选人与您或团
队成员的消息历史。团队成员需将对话设为可见，您才可以看到。点击一条消息，即可在
页面右上角查看完整内容。

团队合作更简便

查看团队成员与候选人的消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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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备注并标记团
队成员

现在，您可以直接回复团队成员在候选人档
案添加的备注，更便捷地就某位候选人进行
沟通。如果团队成员创建职业档案备注时将
可见范围设为“仅自己”，您将无法看到备
注。要回复候选人档案备注，只需在备注下
方的“回复”文本框输入文字。

要在备注中标记团队成员，只需输入“@”，
然后输入对方姓名。您可以从下拉菜单中选
择姓名。 写完备注并点击“添加”后，备
注便会发布，被标记的人将收到邮件通知。

团队合作更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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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位
更高效

22



Post 
jobs 
with a 
remote 
location

让候选人知道你的职位是可以远程工作的

1.点击location

3.输入需员工远程工作的地点

2.选择“Role is remote in.”

管理职位更高效

远程员工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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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questions
可以将筛选问题添加到在LinkedI n上手动发
布的职位中。这些筛选问题通过让候选人
评估他们是否适合担任某个角色，缩小了
人才库的范围。可以根据最符合要求的人
对申请者库进行排序。 可供筛选的问题包
括：

• 多年的功能性工作经验

• 教育水平

• 通勤意愿

• 工作授权状态

• 签证状态

• 许可证/证书

• 语言能力

管理职位更高效

增加筛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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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questions
当添加一个问题时，可以选择该资格是必
需的还是首选的。
在发布工作之前，还可以选择是否自动对
不符合您所需资格的申请人采取行动
• 对于如何处理这些申请人，您有两个

选择：自动存档所有不符合所有要求
资格的候选人。

• 自动拒绝不符合所有要求资格的候选
人。

在这种情况下，不符合要求资格的候选人
将进入pipe l ine的存档阶段，七天后，他
们将收到一条拒绝消息。在“人才库”的
“申请人”选项卡中，可以根据申请人的
工作资格对其进行排序。

管理职位更高效

增加筛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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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位更高效

快速发送拒信

您可以在职位对应的人才库中快速拒绝不合适的申请
者。

如何拒绝申请者:
1. 进入“人才库”分页。

2. 点击要拒绝的申请者旁边的“拒绝”按钮，发送拒信。

3. 选择拒绝该申请者的理由。拒绝理由有助于我们了解您为
何拒绝了这名申请者，以便我们今后为您的职位找到更高
质量的候选人。

4. 您可以选择是否开启发送拒信功能。 若关闭此功能，候
选人被拒绝后，会被移至选拔流程的“已存档”阶段。

5. 开启发送拒信功能之后，可以使用拒信模板，也可以专门
写一封拒信，发送给候选人。

6. 点击“拒绝”之后，该候选人将被移至选拔流程的“已存
档”阶段，并会收到拒信邮件。拒信无法回复，也不占用
您的 InMail 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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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进的pipeline
报告发现关键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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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key insights with improved pipeline report ing

Pipeline报告

新的强大的Pipeline报告能跟踪端到端
的招聘流程，并确定趋势和瓶颈。
通过销售漏斗报告，深入了解候选人如
何通过招聘渠道。
• 了解候选人在给定时间段内是如何通

过各种渠道阶段的。
• Pipeline 各 种 状 态 之 间 的 详 细 转 换

率
• 查看候选人在每个阶段花费的平均时

间
• 查看每个招聘渠道有多少应聘者（例

如：搜索与工作）以及平均寻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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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助您一臂之力

我们制作了大量资源，帮助您
适应全新体验，为您解答疑问，
提供更多支持。

资源
您可以进一步了解新功能，查看常见问题解答，获取所需的

全部资源，充分挖掘智能招聘体验。

智能招聘体验专题网站

如欲探索即将上线的最新功能，获得常见问题解答，
敬请访问智能招聘体验专题网站。

企业招聘版帮助中心
仍未找到答案？请随时通过企业招聘帐号帮助
中心提交问题。

领英客服团队
我们的客服团队竭诚为您服务。请随时通过企业招
聘帐号帮助中心提交问题。

一对一指导
如果您有更多疑问，请联系您的领英客户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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