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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实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第八届大中城

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的通知》（人社厅函〔2020〕121

号）相关工作的部署，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职

能优势和现代互联网技术优势，更好地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搭建和用

人单位对接交流的平台，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定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周六）与开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全国第八届大

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河南站巡回招聘会开封专场暨

河南省高校豫东分市场双选会”活动，诚邀各省市有关单位报名参

加。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组织机构 

发起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主办单位：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开封市人民政府、河南大学 

承办单位：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开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中共开封市委人才工作办公室 

协办单位：开封市人才交流中心、开封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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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地点、规模 

时间：2020 年 10 月 17 日（周六） 9:00-15:00 

地点：河南大学金明校区志义体育场（开封市金明大道北段） 

规模：1000 个标准展位 

三、参会对象 

（一）全国范围内有高校毕业生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 

（二）应、往届高校毕业生。 

四、活动内容 

（1）启动仪式； 

（2）巡回招聘会； 

（3）全国联合网络招聘会； 

（4）高校毕业生职业生涯规划、测评指导、就业创业指导、就

业政策宣传等一站式咨询服务； 

五、会务服务 

本次活动为公益性质，免费为参会单位提供以下服务： 

1、提供展位 1 个，洽谈桌 1 张（椅 3 把）； 

2、提供 2 人份工作午餐及饮用水； 

3、提供求职登记表、签字笔； 

4、统一制作招聘海报； 

六、参会办法 

（一）组团单位参会报名 

以省（市）人社（人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团单位统一组织

参会单位并填写《组团单位回执表》（附件 1）和《参会单位报名

表》（附件 2），于 10 月 9 日 17:00 时前发送至：hnsrcj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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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以此为准）。 

（二）非组团单位参会报名 

1、在线报名：用人单位于 10 月 9 日 17:00 时前登陆河南大学

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官网（job.henu.edu.cn）进行注册，提交单位相关

资质，经学校初审核资格通过后，再点击双选会栏目下：全国大中

城市联合巡回招聘双选会页面按提示填写报名信息和招聘职位信息

进行报名（招聘海报统一制作，海报内容以在线填报的招聘信息为

准）； 

2、展位号查询：报名截止后，展位号将统一分配，并于 

10 月 12 日在中国中原人才网(www.zyrc.com.cn)、开封市人力资源

网（ www.kfsrlzyw.com）、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官网

（job.henu.edu.cn）、河南人才市场、河大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等媒

体平台发布； 

3、参会签到：10 月 17 日 7:00-8:45 在河南大学金明校区东大

门入口处，参会单位人员凭身份证、健康码绿码、介绍信（附件 3）

前往现场签到处签到并领取相关资料物品。 

七、参会须知 

1、本次活动的展位安排及各项通知均通过中国中原人才网

（www.zyrc.com.cn）、开封市人力资源网（www.kfsrlzyw.com）、

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官网（job.henu.edu.cn）发布，请持续关

注活动专题； 

2、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参会单位和求职者请佩戴口罩，遵守活

动防疫工作要求和场地管理规定，在划定的招聘洽谈专区供需交流，

进入活动场地主动接受体温检测，并出示健康码通行“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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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会单位交通食宿自理。 

八、联系方式 

1、组团单位报名咨询 

潘  明  0371-65957490  翟亚楠  0371-61612386 

唐晓阳  0371-65959160  18639816063 

2、非组团单位报名咨询 

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0371-22825292 

QQ 咨询：909591463 

    3、线上咨询 

（1）微信咨询：hn2016221、hn2016217 

（2）QQ 咨询：106475802、2480096686 

 

附件：1.组团单位回执表 

2.参会单位报名表 

3.介绍信 

4.河南大学周边推荐酒店 

5.前往河南大学交通路线 

6.河南大学校园指引示意图 

 

2020 年 9 月 23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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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单位 

（公章） 

 电子邮箱  

联 系 人  固话  手机  

第二联系人  固话  手机  

展位预定 个 

参会人员 

姓名 
性别 单位及职务 手  机 

    

    

    

    

 

备注：组团单位填报，于 10 月 9 日前发送至：hnsrcj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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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  

单

位

简

介

及

招

聘

职

位

信

息 

XXXX 有限公司 
XXXX 有限公司﹡﹡﹡﹡﹡﹡﹡﹡﹡﹡﹡﹡﹡﹡﹡﹡﹡﹡﹡﹡﹡﹡﹡﹡﹡

﹡﹡﹡﹡﹡﹡﹡﹡﹡﹡﹡﹡﹡﹡﹡﹡﹡﹡﹡﹡﹡﹡﹡﹡﹡﹡﹡﹡﹡﹡﹡﹡﹡﹡
﹡﹡﹡﹡﹡﹡﹡﹡﹡﹡﹡﹡﹡﹡﹡﹡﹡﹡（企业介绍不超过 200 字） 

 

 

◎招聘岗位：  

岗位描述：  

任职资格：  

◎招聘岗位：  

岗位描述：  

任职资格： 

◎招聘岗位：  

岗位描述：  

任职资格： 

（岗位要求及任职资格限 150 字以内） 

 

 

 

工作地点：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邮箱：  

（字数不超过 500 字，海报内容以此为准） 

信
息
统
计 

招聘岗位数 招聘人数 专科生人数 本科生人数 研究生人数 

     

 

备注： 

1、招聘岗位信息须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相匹配； 

2 、组团单位组织参会企业填报，于 10 月 9 日前汇总发送至：

hnsrcj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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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兹介绍我单位                 等       位同志前往你处参

加“全国第八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河南站巡回招

聘会开封专场暨河南省高校豫东分市场双选会”活动，望接洽为盼！ 

 

 

 

 

 
   （填写单位名称及盖章处）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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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酒店 1 中州颐和酒店 

酒店地址 金明大道北段河南大学新校区西门北侧 

联系方式 宋经理 15937827775 

 

酒店 2 锦上酒店 

酒店地址 龙亭区晋安路与集英街交叉口西南 40 米路南 

联系方式 刘经理 13938615612 

 

酒店 3 宋华酒店 

酒店地址 龙门区西环路北段 53 号日月汇综合楼 

联系方式 李勇 13937867832 

 

酒店 4 中州雅致酒店 

酒店地址 龙亭区大梁路 246 号 

联系方式 黄经理 16637804329 

 

酒店 5 全季酒店（开封大学店） 

酒店地址 复兴大道圳宇花园 1 号楼 1 号 

联系方式 王经理 13839999617 

 

酒店 6 美居酒店 

酒店地址 开柳路北关街 6 号 

联系方式 赵经理 15037825599 

 

酒店 7 一桐酒店 

酒店地址 顺河区北门大街 219 号 

联系方式 刘经理 15137830927 

 

酒店 8 悦湖酒店 

酒店地址 龙亭区集英街与郑开大道交叉口开元上城 2 号楼 

联系方式 孙凯 185378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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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9 微言酒店 

酒店地址 东京大道与黄河大街交叉口东南 

联系方式 张经理 15226067676 

 

酒店 10 开封铂禧酒店 

酒店地址 金明大道与金祥路交叉口 

联系方式 王经理  15003819292 

 

酒店 11 宜尚酒店 

酒店地址 金明大道与金祥路交叉口 

联系方式 孙经理 19137892607 

 

酒店 12 银杏树下庭院酒店 

酒店地址 龙亭区东京大道与开柳路交叉口向东 300 米路北 

联系方式 秦经理 18310301231 

 

酒店 13 新东苑酒店 

酒店地址 顺河区新宋路 1 号 

联系方式 李经理 15603785122 

 

酒店 14 优宜家时尚商务酒店 

酒店地址 顺河区内环路中段内环路中段 233 号 

联系方式 莫朋经理 13783677960 

 

酒店 15 航天大酒店 

酒店地址 龙亭区大梁路 99 号 

联系方式 李经理 18736951111 

 

备注： 

1、因附近酒店房间数量有限，建议有住宿需求的参会单位提前预定； 

2、各参会单位预定酒店时，请说明参加“全国第八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

毕业生（秋季）河南站巡回招聘会开封专场暨河南省高校豫东分市场双选会”

活动，即可享受协议价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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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以下建议交通路线，以当天出行情况为准） 

一、开封火车站/开封北站/宋城路高铁站 

公共交通： 

1、开封市火车站：乘坐 17 路（6:00-20:10）公交车，天马广场

站下车，步行 580 米，到达河南大学东门。 

2、开封市火车站北站：乘坐 8/21 路（6:00-20:10）公交车，天马

广场站下车，步行 580 米，到达河南大学东门。 

3、开封宋城路高铁站：乘坐 33/55 路（6:00-20:10）公交车，天

马广场站下车，步行 580 米，到达河南大学东门。 

二、自驾车路线 

1、从郑民高速开封南苑收费站下车至河南大学-东门，行车路线

参考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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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连霍高速收费站下车至河南大学-东门，行车路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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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河南大学校园导引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