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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调查：婚育是女性晋升的最大绊脚石

平等就业时代何时真正到来？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在网络商家和社交媒体的渲染下，“女王节”、“女神节”、“女生节”等字眼
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然而，靠“买买买”并不能打破如今职场女性所面临的个人奋斗无法
解决的困境。 最新调查显示，“处在婚育阶段，被动失去晋升”这一客观因素仍然是女 性 区 别 于 男
性在晋升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在现实中，是否已婚、有无生育打算等成了招聘企业普 遍 关 心 的 问
题。一些已婚未育或还没生二孩的女性在求职时往往会遇到隐性“门槛”。平等就业时代何时真正
到来？

调查：

对策：

“婚育阶段被动失去晋升”仍是最大绊脚石

加强监管监督

三八妇女节前夕， 智联招聘采用抽样调
查方式，在全国31个省份，对不同行业、不同
年龄层次就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形成
《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
调查发现，女性投入家庭的时间比男性
多15%， 而投入工作的时间比男性少9%。
在步入婚姻后，女性相较男性而言，工作时
间并未改变，但是投入家庭的时间却在不断
增加。
“
处在婚育阶段，被动失去晋升”这一客
观因素， 仍然是女性区别于男性在晋升路上
最大的绊脚石，也是最难以解决的因素，女性
生育成本应当社会化。
在工作选择中， 职场女性的首要考虑因
素是
“
上下班方便”，而职场男性首要考虑的
因素是
“
能获得成长和发展”。 从女性所处的
婚姻状况看， 未婚女性在选择工作的时候考
虑有成长和上下班方便的比例基本接近，而
已婚女性对上下班方便的诉求更加强烈。 随
着需要投入家庭的时间增长， 女性首要考虑
该因素，是以方便照顾家庭为主。

从女性和男性目前从事的工作岗位看，
确实存在明显的性别职业优势领域。 女性主
要从事与客户和财务有关的业务，其中行政/
后勤/文秘、销售、财务/会计/审计、人力资源
是女性
“
四大岗位”。而男性优势岗位是技术、
生产加工，尤其在
“
技术岗位”，男性占比最高
且二者差距最大。 运营、设计、市场/公关、产
品等则属于更加中性的岗位。
在起步阶段， 女性和男性基本可以获得
相同的待遇，却在整体上收入不均。从职级角
度来看，意味着更多的男性跻身管理岗位，薪
水获得了提升， 而更多的女性仍然停留在基
础岗位。 调查中，73.8%的职场人认为，其所
在公司高管中大部分为男性，75.2%的人认
为， 所在部门中经理级别以上的员工大部分
是男性。
针对女性在职场中比男性更强烈的职业
规划不清、缺乏职业上的指导和帮助，更易出
现职业倦怠、 对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更多的不
自信等困惑，这份报告提出，需要社会和企业
给予职场女性及时的关注和必要指导。

专家以为，单纯地强调对于现有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并不是保
护女职工平等就业权的根本之策。 我们应该分析女职工平等就业权
受损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同时进一步加强妇女平等就业权利和劳动
权益保障工作，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促进妇女公平就业。
加强监管监督。 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将用人单位遵守各
项妇女就业和特殊保护法律法规的情况，纳入用人单位劳动保障监
察守法信用等级评价中，实施动态管理，分类监管。 加大对用人单
位、中介机构以性别为由拒绝、限制招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招
用标准、 设置排斥妇女平等就业条件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对涉及女职工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适时向社会公布。
畅通维权渠道。 构建快查快处维权网络，认真接待涉及违反妇
女平等就业行为的举报投诉，对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劳动争议案件
及时依法予以处理。 畅通妇联信访网络，借助妇女法律心理帮助中
心等基层维权服务站点，为求助妇女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和心理疏
导。
建立联动机制。 建立劳动监察绿色维权通道、联席会议、重大案
件会商、联动调处等机制，打造快捷畅通的舆情收集、传递、综合分
析与交流共享渠道，联合开展重大案件调查评估和典型劳动争议案
件处理，共同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延伸阅读

本市今年将新建400家爱心妈咪小屋

现状：
女性平等就业权益亟待政策完善
为了维护女职工的平等就业权， 我国的
《劳动法》
《就业促进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以
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都
对女职工的平等就业权进行了明确规定和相
应保护。
但由于女性承担着生育责任， 常常在就
全面二
业问题上受到一些不公平待遇。 在“
孩”政策实施前，女职工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
的情形就屡见报端，随着
“
全面二孩”政策的
实施， 女职工平等就业权受侵害的现象会更
加普遍。 如何在新形势下保护女职工平等就
业权，亟须社会共同关注。
网友
“
秦时明月-rain”：消除女性就业歧
视，需要完善
“全面二孩”相关政策，让女性
“
敢生”二孩。
网友
“
考拉”：全职妈妈的再就业是艰难
的。我因为生育已离职四年，离职前从事的是
设计和销售， 因为年龄和四年的工作空白，
现在这两个圈子已经拒绝我入内。
网友
“
沟通”：
“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了，配
套政策也该完善了。 希望国家能在产假保障
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
网友
“
疯枫风”：未婚女性在就业过程中
常常被问及是否有结婚的打算， 已婚女性面
试也常常会被问是不是想要小孩， 当这种窥
“
合理”地摆上台面，就是一
探隐私的问法被
种赤裸裸的歧视。
网友
“
堂曼”：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很多都
是隐形的。呼吁女性平等就业权，除了政府的
推进，我们自身也要学会合法合理维权。
职场分析人士指出，
“
全面二孩” 政策下

畅通维权渠道

女职工平等就业权面临三大挑战：
一、 就业歧视会愈演愈烈。 全面放开二
孩，女性会有两个产假，每次生产前后都需要
经历长达一年多的孕期、产期、哺乳期，结束
后往往还要照顾婴幼儿，工作中断，生产力下
降，会极大增加企业人力成本，这是不争的事
“
理性经济人”当然希望有
实。因此，企业作为
“
性价比”更高的劳动者，实践中的就业歧视
不可避免。
二、
“
三期”女职工权益受损会更为严重。
女性特殊权益保护主要体现在对于女性在经
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进行特殊保护，不能
从事法律明确禁止的工种和一定强度的体力
劳动。 法律对用人单位与处于
“
三期”女职工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作出了更多的限制——
—
即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
不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及四十一条
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如劳动合同期满则
“
全
劳动合同期限应顺延至女职工哺乳期满。
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用人单位对于女职工的
生育尤其是产假变得不可预期，因此，对于女
职工的特殊保护落实难度加大。
三、 女职工的职业稳定性会受到严重
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与就业歧视
和“
三期”女职工权益受损相伴产生的是女
职工的职业稳定性会受到严重影响。“
全面
二孩” 政策实施后， 企业的人力成本会加
大，尤其是面临生育保险费用提高的负担，
会想尽办法少雇用女职工， 对于在职的女
职工也是基于其他看似合理的理由予以辞
退和解聘。

3月6日召开的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六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
透露，在持续推进爱心妈咪小屋建设方面，今年全年新建爱心妈咪小
屋400家。
市总工会巡视员、女职工委员会主任何惠娟说，今年市总工会将
进一步总结推广改革新经验新举措，围绕
“
一切为了女职工的幸福”，
推动
“
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更好地落到实处。
在持续推进爱心妈咪小屋建设方面，市总工会将推动《关于加快
推进本市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出台，积极参与用人单位内母婴
设施标准的制定。同时，继续推进小屋助推实事项目，举办公益讲座，
开展各类活动，加大扶持力度，全年新建小屋400家。
在完善职工亲子工作室建设上， 将进一步鼓励和倡导更多机关
企事业单位创建亲子工作室，举办寒暑托班、晚托班、全日托等，下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
“
职工亲子工作室”创建工作的通知》，推动亲
子工作室健全管理制度，细化工作流程，制定操作手册，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工作模式；建立多方联动监督检查机制，排查隐患，预防在
先，保障亲子工作室安全运行。
同时，继续开展困难企业女职工，特别是女农民工的免费
“
两病
筛查”实事项目，简化优化流程，把项目送进企业、楼宇、园区。做好节
日大病定向帮困、单亲困难女职工帮扶、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单身大
龄青年交友、心理健康疏导等各项服务工作。
“
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如何依法维护女职工合法劳动权益和特
殊利益，显得尤为重要。 据何惠娟介绍，今年市总工会将着力加强女
职工维权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女职工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
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形成女职工维权工作体系；同时，积
极推进集女职工信访、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和维权预警为一体的维权
工作网络建设，加大女职工法律援助力度。
另一方面， 强化源头参与实效， 聚焦女职工关心关注的热点问
题、重点领域，加大与人大及政府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和联动，包括积
极参与市政府关于促进幼儿托育服务指导意见的制定等， 推动有条
件的用人单位建立面对0-3岁职工子女的托育点， 帮助职工解决后
顾之忧。 在关注女职工就业方面，积极探索柔性就业制度，帮助育龄
女职工解决职业发展与家庭照顾的两难困境， 从源头上维护女职工
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艾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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