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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函〔2017〕248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2018届高校 

毕业生系列专场招聘活动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各市、县（市、区）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省级有关单位，中央在浙直属单位： 

为提升就业服务水平，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经研究，

决定举办2018届高校毕业生系列专场招聘活动（以下简称系列招

聘活动）。系列招聘活动由省教育厅主办，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和有关高校负责具体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系列招聘活动由三部分组成（括号内为承办院校，具体

安排详见附件1）： 

1.由省教育厅主办，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和相关

高校共同承办下列7场省级专场招聘会：综合类专场招聘会（浙

江工业大学），文化创意类专场招聘会（浙江传媒学院），农林

类专场招聘会（浙江农林大学），医药类专场招聘会（温州医科

大学），海洋类专场招聘会（浙江海洋大学），师范类专场招聘

会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专场双选会（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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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和寒门学子专场招聘会（中国计量大学）。 

2.由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相关地市人力社保部

门和高校共同举办下列10场专场招聘会：2018届毕业生湖州专场

招聘会（湖州师范学院）、2018届毕业生丽水专场招聘会（丽水

学院）、2018届毕业生浙南地区综合类专场招聘会（温州大学），

2018届毕业生台州专场招聘会（台州学院），2018届毕业生浙东

地区专场招聘会（宁波大学），2018届毕业生“医药、医疗器械、

食品”专场招聘会（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2018届毕业生 “三

结合”大型综合类金华专场招聘会（金华职业技术学院），2018

届女大学生杭州专场招聘会（杭州师范大学），2018届毕业生高

职高专综合类绍兴专场招聘会（绍兴职业技术学院），2018届残

疾大学生专场招聘会（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3.“ 浙 江 省 大 学 生 网 上 就 业 市 场 ” （ 网 址 ：

http://www.ejobmart.cn，以下简称网上就业市场）网络招聘季活

动：2017年秋季网络招聘会，2018年春季网络招聘会。 

二、请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将系列招聘活动的信息及

时通知到每位毕业生，毕业生凭学生证进入招聘场馆；各市、县

（市、区）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将系列招聘活动的信息通知

属地用人单位。 

三、参加网络招聘季活动的用人单位请登入“网上就业市场

—我是企业”栏目报名；参加校园招聘会的用人单位请尽快将用

人单位回执、需求信息（见附件2）及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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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或发电子邮件至相关承办院校，以便安排展位。 

四、请各承办学校认真制定系列招聘活动实施方案，特别是

必须制定应对突发事件详细应急预案，保证招聘会期间的安全，

确保招聘会顺利进行。组织参加招聘会的学校，要采取切实措施

保证参会学生的交通安全。 

五、请各承办学校将系列招聘活动的岗位信息和动态信息及

时上报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网上就业市场将与学校

有关网站同步动态发布。 

六、未尽事宜，请联系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董老

师，电话：0571—88008656，邮箱：616187280@qq.com。 

 

附件：1．“浙江省2018届高校毕业生系列招聘活动”安排 

2．用人单位回执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年10月24日 

mailto:191308274@qq.co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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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浙江省2018届高校毕业生系列专场招聘活动”安排 

一、省级专场招聘会（7场） 

场次 招聘会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1 综合类专场 
2017年 11月 18日

（星期六） 

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 288

号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 
叶老师 0571-85290022 jyb@zjut.edu.cn 

2 文化创意类专场 
2017年 11月 18日

（星期六） 

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

街 998号浙江传媒学院下

沙校区体育馆和运动场 

曾老师 0571-86832052 382676645@qq.com 

6 农林类专场 
2017年 11月 24日

（星期五） 

 杭州市临安区武肃街

666号浙江农林大学东湖

校区 

何老师 0571-63741981  jyzx@zafu.edu.cn 

3 医药类专场 
2017年 11月 25日

（星期六） 

温州市茶山高教园区温州

医科大学茶山校区求新楼

广场 

申老师 0577-86689763 524886994@qq.com 

4 海洋类专场 
2017年 11月 25日

（星期六） 

舟山市定海区海大南路 1

号浙江海洋大学体育馆 
方老师 13705807530 253287542@qq.com 

5 师范类专场 
2017年 12 月 2日

（星期六） 

金华市迎宾大道 688号浙

江师范大学校内场馆 

周老师   

王老师 
0579-82282516 jyb@zjnu.cn 

7 寒门学子专场 
2018年上半年 

（具体时间待定） 

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

街 258号中国计量大学天

健体育馆 

杨老师 0571-87676359 yangyanquan@cjlu.edu.cn 

mailto:jyb@zjut.edu.cn
mailto:382676645@qq.com
mailto:253287542@qq.com
mailto:jyb@zjnu.cn
mailto:yangyanquan@cj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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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地市人力社保部门、高校共同举办的专场招聘会（10场） 

场次 招聘会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1  
2018届毕业生湖州专场招

聘会 
时间待定 

湖州市学士路 1号湖州

师范学院燕英体育馆 
秦老师 0572-2321555 55871185@qq.com 

2  
2018届毕业生丽水专场招

聘会 

2017年 11月 18日

（星期六） 

丽水市学院路 1号丽水

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 
宋老师 

0578-2271180 

18857829049 
1450910204@qq.com 

3  

2018届毕业生浙南地区综

合类（含师范类）专场招聘

会 

2017年 12月 2日

（星期六） 

温州市茶山高教园区温

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 
王老师 0577-86596077 395496414@qq.com 

4  
2018届毕业生台州专场招

聘会 

2017年 12月 2日

（星期六） 

台州市市府大道 1139

号台州学院椒江校区 
王老师 0576-85139033 zsjyc@tzc.edu.cn 

5  
2018届毕业生浙东地区专

场招聘会 

2017年 12月 3日

（星期日） 

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818号宁波大学风雨球

场、球类馆 

王老师 0574-87600778 
wanghongying@nbu.

edu.cn 

6  
2018届毕业生“医药、医疗

器械、食品”专场招聘会 

2017年 12月 15日

（星期五） 

宁波市鄞县大道东段

888号浙江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体育馆 

汪老师 0574-88222701 329463259@qq.com 

7  
2018届毕业生“三结合”大

型综合类金华专场招聘会 

2017年 12月 23日

（星期六） 

金华市海棠西路 888号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金老师 0579-82230660 felix0304@qq.com 

8 
 2018届残疾大学生专场

招聘会 

2018年 1月 19日

（星期五） 

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

527号浙江特殊教育职

业学院 

陈老师 0571-86452702 384828289@qq.com 

mailto:395496414@qq.com
mailto:zsjyc@tzc.edu.cn
mailto:wanghongying@nbu.edu.cn
mailto:wanghongying@nbu.edu.cn
mailto:felix030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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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8届女大学生杭州专场

招聘会 

2018年 3月 7日

（星期三）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

2318号杭州师范大学

仓前校区 

黄老师 0571-28865191 806667646@qq.com 

10 
2018届毕业生高职高专综

合类（绍兴）专场招聘会 

2018年 6月 2日

（星期三） 

绍兴市越城区亭山路

526号绍兴职业技术学

院 

阮老师 0575-88054077 3718326@qq.com 

 

三、网络招聘季活动 

场次 网络专场招聘 时间 网络支持 

1 2017年秋季网络招聘会 2017年11月27日—12月26日 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

（www.ejobmart.cn） 2 2018年春季网络招聘会 2018年3月19日—4月18日 

 

mailto:80666764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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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用人单位回执 
 

 

参会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手    机：                               

 

需 求 信 息 

  

参加场次 展位数 需求专业 学历要求 人数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