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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2020〕132 号 

 

河南省教育厅等十四部门 

关于联合开展河南省2020年高校毕业生“新时代· 

新梦想”就业创业公益帮扶行动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普通高等学

校，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 2020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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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频会议精神，最大限度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毕业生就业的

影响，努力促进我省高校毕业生尽早实现就业，经省直有关部门

研究决定，联合实施“河南省 2020 年高校毕业生‘新时代·新梦

想’就业创业公益帮扶行动”（以下简称“新时代·新梦想”）。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认真落实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带来的影响，不断完善个性化、精准化就业信息服务机制，

充分利用“互联网+”就业创业新模式，深入挖掘我省智能装备、

物联网、智能制造、5G 等重点新兴产业创造的就业创业机会，不

断提升就业创业精准服务水平，促进我省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加充分

就业创业，确保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总体稳定。 

二、活动内容 

针对我省 2020 年高校毕业生，特别是湖北籍毕业生、家庭

贫困毕业生、残疾毕业生、少数民族毕业生、退役大学生士兵、

女大学生等特殊群体，实行“一生一策”动态管理，通过开展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公益培训、专场送岗、创业大赛等帮扶活动，搭

建专业化、常态化、便利化的线上线下双选交流平台；针对我省

创业的大学生开展优秀创新创业项目评选等系列实践活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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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有利于促进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做到精准帮扶，帮助他们

尽快实现就业创业。（详细活动安排见附件）。 

三、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新时代·新梦想”活动由河南省教育厅、河

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

省军区动员局、共青团河南省委员会、河南省妇女联合会、河南

省残疾人联合会、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

行等部门联合举办。 

2.承办单位。“新时代·新梦想”活动由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郑州师范学院、黄河科

技学院、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等高校，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

中心、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人才中心、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促进会、河南促进大学生就业职业培训学校、河南百年汇企业孵

化器、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河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河南省

残疾人联合会就业服务中心等单位具体承办。 

3. 网 络 支 持 。 河 南 省 毕 业 生 就 业 信 息 网

http://hnbys.haedu.gov.cn，河南就业网 www.jiuye.gov.cn，

中国中原人才网 www.zyrc.com.cn，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信息网，河南高校就业创业新媒体矩阵，微信公众号：

hnsb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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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健全合作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关系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大局稳定。今年我省高

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高校毕业生求职

困难增多，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

“新时代·新梦想”活动的重要意义，加强工作协调，发挥各自

优势，健全部门衔接、资源共享、通力合作的工作机制；同时，

要尽最大努力从本行业、系统所属单位中，动员、协调一定数量

的用人岗位招（录）特殊群体高校毕业生。 

2.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各主办单位要切实增强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制订活动方案，

为活动开展提供政策、资金、人员保障，及时指导和协调相关事

务。承办单位要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每场活动有成效、有特色、

无安全事故。协办单位要发挥资源技术优势，共同推进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各高校要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摆上领导班子

重要议事日程，把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作为重要政治责

任，认真落实“一把手”工程；要指定专人负责“新时代·新梦

想”活动，认真组织学生参与，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并以此

为契机，及时掌握毕业生求职心态和就业进展，深入开展大学生

就业创业助力活动。 

3.科学统筹规划，有序开展实施。各地、各单位、各高校要

结合疫情常态化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要求，科学制定差异化、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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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线上线下双选方案。低风险地区和各高校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可有序开展小型专项供需对接活动，线上线下交替发力，为

毕业生求职创业提供精准服务。 

4.加强宣传动员，营造良好氛围。各地、各单位、各高校要

充分利用新媒体等手段，加强应对疫情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政策措施的宣传引导。采取灵活多样、分期有序、富有特色的宣

传方式，及时发布“新时代·新梦想”活动相关信息，提升活动

吸引力、影响力和知名度，吸引更多用人单位、高校毕业生参与

到活动中来，营造有利于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河南省毕业生就

业信息网将开设“新时代·新梦想”活动专栏，提前对每场活动

详细信息进行发布。 

五、联系方式 

 

 

 

 

 

 

 

 

 

 

河南省教育厅 

处  室：学生工作处 

联系人：李玉伟  马旭晖 

电  话：0371-65798701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处  室：中小企业局 

联系人：李振 

电  话：0371-65507559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处  室：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处 

联系人：李忠乾 

电  话：0371-69691216 

河南省财政厅 

处  室：教育事业处  

联系人：许莹莹  

电  话：0371-6580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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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处  室：人才中心  

联系人：邱肖楠 

电  话：0371-65900105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处  室：群众工作处 

联系人：李述强 

电  话：0371-65507079 

共青团河南省委员会 

处  室：青年发展部 

联系人：郭翔宇 

电  话：0371-65902329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处  室：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人：李永生 

电  话：0371-60856591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处  室：客户三处 

联系人：乔艺芳 

电  话：0371-66000563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处  室：就业局 

联系人：耿云松 

电  话：0371-69690077 

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处  室：就业创业处 

联系人：杨冬梅 

电  话：0371-68060758 

河南省军区动员局 

处  室：动员局 

联系人：王  赟 

电  话：0371-81670195 

河南省妇女联合会 

处  室：妇女发展部 

联系人：刘清杰 

电  话：0371-65865313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处  室：社会服务部 

联系人：江  东 

电  话：0371-6586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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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河南省 2020 年高校毕业生“新时代·新梦想”就业创

业公益帮扶行动计划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河南省军区动员局 

 

 

 

共青团河南省委员会    河南省妇女联合会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2020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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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河南省 2020 年高校毕业生“新时代·新梦想”就业创业公益帮扶行动计划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参加对象 主办单位 承办和协办单位 地点/网络平台 

2020年2月4日 

－3月4日 

河南省2020年毕业生春季网

络双选月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2月5日 

－3月5日 

2020年河南省春季大型网络

公益招聘月活动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2020年2月25日

－3月25日 

2020 年（春季）河南省医学

卫生类大中专毕业生网络双

选月 

各医学院校

2019、2020届大

中专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毕业生就业市场医学卫生类

分市场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新乡医学院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新乡医学院就业创业信息网 

2020年3月2日-3

月28日 

河南省2020年春季复产复工

企业网络招聘服务月活动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2020年3月2日 

－3月31日 

河南省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2020 届公费师范毕业生网络

双选会 

教育部直属的师

范大学河南籍公

费师范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3月6日 

－3月12日 

2020 年河南省女子专场网络

招聘会 

以女性求职 

群体为主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妇女联合会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2020年3月7日 

—3月15日 

河南毕业生就业市场财经政

法类分市场暨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2020届毕业生春季空中

双选会 

财经政法类高校

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就业信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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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0日

－4月10日 

河南省2020年（春季）师范

类大中专毕业生网络双选月 

河南省师范类院

校及省外有关高

校优秀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3月12日 
河南省“2020 春风行动”退

役军人网络专场招聘会 
退役军人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2020年3月15日

－4月15日 

2020 年（春季）河南省农林

畜牧类大中专毕业生网络双

选月 

农林畜牧类高校

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毕业生就业市场农林畜牧类

分市场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就业创业信息

网 

2020年3月16日

－4月26日 

河南毕业生就业市场豫北分

市场濮阳、鹤壁、安阳专场网

络双选会 

豫北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安阳师范学院 

濮阳人才网 

鹤壁招聘网 

安阳人才官网 

安阳师范学院就业信息网 

濮阳人才网 

鹤壁招聘网 

安阳人才官网 

2020年3月20日

－4月12日 

河南省豫中暨城建类2020届

毕业生春季网络双选会 

城建类高校毕业

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城建学院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河南城建学院就业信息网 

2020年3月20日

－6月20日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

河南站 

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 

城镇失业人员 

贫困劳动力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 

中国中原人才网 

2020年3月 

－6月 
“百校千岗”线上就业服务季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共青团河南省委员会 

河南省各级青联、青企协 

相关高校 

直属单位团委 

河南共青团、河南青年发展

汇、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

服务中心等微信公众号 

相关高校网站 

2020年4月16日 

“百日千万行动”河南分会场

暨高校毕业生网络专场招聘

会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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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3日

－4月29日 

2020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

网络联盟春季联合招聘周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中心 

全国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就业培训技能指导中心 

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网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网 

中国就业网 

中国公共招聘网 

中国国家人才网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2020年4月 

2020 届高校毕业生全省网络

联合公益服务——分秒在线

促就业春暖活动 

在校大学生 

企业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各高校毕业生就业网 

2020年4月 

－7月 

河南省 2020 届高校毕业生

“众志成城 出彩中原 百校

万岗”联合网络双选会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毕业生就业市场各分市场 

各普通高等学校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各高校就业信息网 

2020年5月6日－

5月10日 

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

校毕业生春季网络专场招聘

会“河南站”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中国中原人才网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就业信息

网 

2020年5月16日 
“百日千万行动”河南分会场

网络专场招聘会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2020年5月 民营企业招聘周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河南就业网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就业

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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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 
河南省2020年少数民族毕业

生就业专场网络双选周 

高校少数民族毕

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黄河科技学院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黄河科技学院就业信息网 

2020年5月 
河南省2020年家庭贫困毕业

生就业专场网络双选周 

高校家庭贫困毕

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就业信息

网 

2020年5月 

河南省2020年春季高校毕业

生“助学励志”专场网络双选

周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5月 
河南省创新创业载体及在孵

企业春季联合网络招聘会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百年汇企业孵化器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5月 
河南省2020年大数据企业专

场网络双选周 

IT、计算机相关

专业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5月 
河南省2020年旅游类专业毕
业生就业专场网络双选周 

高校旅游类专业
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就业信息

网 



 

 — 12 — 

2020年5月 

－7月 

河南省第七届退役大学生士

兵就业网络双选暨大学生征

兵线上宣传系列活动 

退役大学生士兵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军区动员局 

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河南征兵微信公众号 

（henanzhengbing） 

2020年5月 

－11月 
河南省大学生电商营销大赛 在校大学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支持企业 

河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综合
服务基地 

有关网络平台 

2020年5月 

－11月 

河南省大学生图书策划技能

大赛 
在校大学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河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综合

服务基地 

2020年5月 
－12月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名企专场
招聘会 

在校大学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各高校、支持企业 

各高校 
有关网络平台 

2020年6月16日 
“百日千万行动”河南分会场
网络专场招聘会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2020年6月20日

－6月26日 

2020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

网络联盟夏季联合招聘周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教育厅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中心 

全国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就业培训技能指导中心 

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网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网 

中国就业网 

中国公共招聘网 

中国国家人才网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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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 

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

校毕业生春季网络专场招聘
会“河南站”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市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周口师范学院就业信息网 

2020年6月 
河南省2020年郑州航空港自

贸区企业专场网络双选周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6月 
河南省产业集聚区企业专场

招聘会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就业网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6月 
河南省2020年残疾毕业生就

业专场网络双选周 
残疾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就业服务中

心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就业信息

网 

2020年6月 
河南省2020年教育类毕业生

就业专场网络双选周 

高校教育类专业

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河南师范大学就业信息网 

2020年6月 
河南省2020年IT技术类/人
工智能类毕业生就业专场双

选周 

高校 IT技术类/
人工智能类专业

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轻工业大学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河南轻工业大学就业信息网 

2020年6月 
2020 年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
场网络双选周 

高校未就业毕业

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6月 

－12月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能力

提升培训班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促进大学生就业职业培训学

校 
有关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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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 

－12月 

“新时代·新梦想”第三届

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

项目选拔赛 

在校大学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百年汇企业孵化器 

河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综合

服务基地 

2020年6月 

－12月 

河南省第三届大学生创新创
业标兵评选、巡回报告及大学

生就业指导进校园巡回报告 

河南省各高校在
校大学生或毕业

十年内的省内高
校毕业生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相关高校 

2020年6月 

－12月 

河南省大学生职业规划设计

大赛 
在校大学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相关高校 

2020年6月 

－12月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能力

提升培训班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促进大学生就业职业培训学

校 
有关高校 

2020年6月 

－11月 

河南省第四届校企合作就业

创业项目推介会 
高校、企业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等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河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综合

服务基地 

2020年7月 
河南省“郑洛新”专场网络双

选周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7月 
郑州洛阳南阳等地市引进高
校毕业生专场网络双选周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7月 
河南省就业见习单位专场招

聘会 

高校毕业生、中

职中专毕业生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就业网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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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 

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

校毕业生春季网络专场招聘

会“河南站”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河南师范大学 

新乡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河南师范大学就业信息网 

2020年8月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暑假网络

双选月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8月 
－9月 

2020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行动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2020年9月19日
－9月25日 

2020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
网络联盟秋季联合招聘周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中心 

全国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就业培训技能指导中心 

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网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网 

中国就业网 

中国公共招聘网 

中国国家人才网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2020年9月 
河南省2020年电子商务行业
专场网络双选周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9月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
生秋季巡回招聘会“河南站”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省内高等院校 

省辖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中国中原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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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 

高校应届毕业生  

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河南就业网 

省内有关高校 

2020年10月 金秋招聘月专项对接活动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河南就业网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就业
信息网 

2020年10月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
生秋季巡回招聘会“河南站”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2020年10月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秋季网络

双选月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10月 

河南省2020年秋季高校毕业

生“助学·励志”专场双选
会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2020年10月 
－11月 

2020年金秋招聘月活动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 
全国总工会 

全国工商联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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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3日 
－11月29日 

2020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
网络联盟冬季联合招聘周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中心 

全国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就业培训技能指导中心 

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网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网 

中国就业网 

中国公共招聘网 

中国国家人才网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2020年11月 
河南省2020年中小企业专场
网络双选周 

2020届高校毕业

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11月 
河南省2020年女大学毕业生
就业专场双选会 

高校女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妇女联合会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郑州师范学院 

郑州师范学院 

2020年11月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
生秋季巡回招聘会“河南站”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省内高等院校 

省辖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中国中原人才网 

2020年11月 

－12月 

2020 年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

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 
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原人才网 

2020年11月 

－12月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就业网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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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 

－2021年1月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寒假网络

双选月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hnsbys） 

2020年12月 
河南省2020年高校研究生就

业专场双选会 

全省高校毕业研

究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2020年1月 

－12月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日常24365网络招聘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网站 

2020年1月 

－12月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日常毕业生就业双选会 
高校毕业生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注：线下活动举办时间根据疫情另行通知，活动通知可在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和微信公众号（hnsbys）查询。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4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