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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编                 2020 年 6 月 11 日 
 

河南大学 2020 年线下首届毕业生双选会 

圆满举办 
 

2020 年 6 月 10 日，由我校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承办的河

南大学 2020 年线下首届毕业生双选会圆满举办。包括光明

日报客户端、中国青年报客户端、河南日报客户端、河南省

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大河网、新浪河南教育频道、河南大学

铁塔风铃等校内外媒体先后对本次毕业生双选会进行了报

道。 

后附各媒体报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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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校友优势，助力学生就业 

——河南大学 2020 年线下首届毕业生双选会圆满举办 

2020 年 6 月 10 日，由河南大学校友总会、河南大学郑

州校友会、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主办，由河南大

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承办的河南大学 2020 年线下首届毕业

生双选会圆满举办。 

2020年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任务

十分繁重艰巨。今年河南应届高校毕业生达 66万人，加上往

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 3万人，需就业毕业生总量和增量

均创历史新高。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迟拉长，受疫情影响

目前各类线下招聘活动尚未全面恢复，初次签约率还处于较

低水平。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减弱了对就业的拉动能力，

就业不确定因素增多。 

河南大学校友总会、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河南省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对于河南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十

分关注，他们充分发挥校友优势，动员校友企业为母校应届

毕业生就业做贡献。在短短的不到一周时间内，主办单位组

织了 100 余家企业，贡献了将近 2000 个工作岗位给河南大

学应届毕业生。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牧

原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宸教育研究院、北京千锋互联科技

有公司、深圳企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参加了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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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许多校友企业表示，河南大学毕业生很优秀，如能来我

们企业工作，我们底薪 6000 元以上。生命科学学院一位应届

毕业生说，感谢学校组织的这次活动，让我们就业有了更多

的选择。我们将来做出成绩，也一定会回报学校。据不完全

统计，有近千名毕业生现场投递了简历。 

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精心准备，在很短的时间内

筹办了这次线下双选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副校长孙君健、校友总会秘书长

刘波、郑州校友会会长赵志正、郑州校友会秘书长李传荣、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建伟、河

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李从国等领导同志参加了此

次活动。 

 

（来源于：光明日报客户端、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校友组团回母校招聘毕业生一周时间 

提供近两千岗位 

今年，受疫情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不确定因素增多。

为更好地搭建人力资源双向交流平台，充分发挥校友企业优

势，帮助更多毕业生顺利就业，今天，河南大学 2020 年线下

首届毕业生双选会举行，100 余家由该校校友企业组成的招

http://hnbys.haedu.gov.cn/web/gues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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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团队，为母校毕业生提供了近 2000个工作岗位。 

今年河南省应届高校毕业生达 66 万人，加上往届未就

业的高校毕业生约 3 万人，需就业毕业生总量和增量均创历

史新高。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迟拉长，受疫情影响目前各

类线下招聘活动尚未全面恢复，初次签约率还处于较低水平。

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减弱了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就业不确

定因素增多。 

4 月下旬，河南大学专门召开 2020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视频会议，传达教育部《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 2020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

件精神，积极响应河南省教育厅号召。该校校长宋纯鹏要求

学校相关部门要将“创新工作方式、深入挖掘资源和强化就

业指导、广开就业渠道、开展精准帮扶”等措施落实落细，

多措并举做好 2020 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在此次招聘会上，校友企业积极发挥校友优势，同母

校在疫情期间共克时艰，为母校毕业生就业做出贡献。”据

河南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刘波介绍，在今年的特殊环境下，

母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一直牵动着该校校友的心。 

据介绍，河南大学校友总会、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河

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联合起来，充分发挥校友优势，

动员校友企业为母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做贡献。在短短的不到

一周时间内，主办单位邀请到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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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河南牧原股份有限公司等优质企业共 100 余家参会，

贡献了将近 2000个工作岗位给河南大学应届毕业生。 

为确保线下招聘会的顺利召开，招聘现场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该校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李从国联合保卫处、

校医院等部分进行安全检查，各招聘单位均保持 3 米的安全

距离。每个展位招聘代表人数不超过两人，进入会场前须出

示“一码通”、接受体温测试、消毒、全程佩戴口罩，并为招

聘人员开通专门就餐通道区域、停车区域。 

“河南大学培养了我，现在，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的学

弟学妹们”。不少到场负责招聘的校友表示，欢迎母校应届

毕业生到自己的企业工作，他们会为母校的学子搭建实现个

人发展的舞台。 

该校副校长孙君健表示，本次现场招聘会是学校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阶段，克服重重困难、经过精心准备下举办的，

只为让同学们能够在“特殊时期”和用人单位面对面交流、应

聘。 

“把握现在机遇，双赢美好未来。”参加招聘会的毕业

生纷纷表示，定在新的岗位上勤奋刻苦，用所学知识服务社

会，回报时代。该校生命科学学院一位应届毕业生说：“看

到学长学姐回母校来助力我们就业，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表率，

将来我们做出成绩，也一定会回报学校。” 

（来源于：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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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校友优势 助力学生就业 河大举办

2020 年线下首届毕业生双选会 

6月 10日，由河南大学校友总会、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主办，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

导中心承办的河南大学 2020 年线下首届毕业生双选会成功

举办。 

今年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任务十分

繁重艰巨。全省应届高校毕业生达 66 万人，加上往届未就业

的高校毕业生约 3 万人，需就业毕业生总量和增量均创历史

新高。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迟拉长，受疫情影响目前各类

线下招聘活动尚未全面恢复，初次签约率还处于较低水平。

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减弱了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就业不确

定因素增多。 

河南大学校友总会、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河南省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对于河南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十

分关注，他们充分发挥校友优势，动员校友企业为母校应届

毕业生就业做贡献。在短短的不到一周时间内，主办单位组

织了 100 余家企业，贡献了将近 2000 个工作岗位给河南大

学应届毕业生。 

 许多校友企业表示，河南大学毕业生很优秀，如能来

我们企业工作，我们底薪 6000元以上。生命科学学院一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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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毕业生说，感谢学校组织的这次活动，让我们就业有了更

多的选择。我们将来做出成绩，也一定会回报学校。据不完

全统计，有近千名毕业生现场投递了简历。 

 

（来源于：河南日报客户端） 

校友企业助力河宝儿就业  

2020 年 6 月 10 日，由河南大学校友总会、河南大学郑

州校友会、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主办，由河南大

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承办的河南大学 2020 年线下首届毕业

生双选会圆满举办。 

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副校长孙君健、校友总会秘书长

刘波、郑州校友会会长赵志正、郑州校友会秘书长李传荣、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建伟、河

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李从国等领导同志参加了此

次活动。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

2020 届毕业生也迎来了史上“最难就业季”。受疫情影响，

目前各类线下招聘活动尚未全面恢复，初次签约率还处于较

低水平。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减弱了对就业的拉动能力，

就业不确定因素增多。 

大学生就业关系国计民生，学校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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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召开就业工作视频会，要求全校各单位一定要发扬河南大

学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紧迫感，多措并举做好我校 2020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5月 11日，河南大学校友总会响应校党委、行政的号召，

致信全体校友企业，希望各校友企业一如既往地敞开怀抱，

提供就业机会，支持学弟、学妹们顺利就业、择业。“致校

友企业的一封信”发出后，得到各地校友会的积极响应。 

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对于河南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十分关注，他们充分发挥

校友优势，动员校友企业为母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做贡献。在

短短的不到一周时间内，主办单位组织了 100余家企业，贡

献了将近 2000 个工作岗位给河南大学应届毕业生。河南省

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牧原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中宸教育研究院、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公司、深圳企鹅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参加了双选会。许多校友企业表示，

河南大学毕业生很优秀，如能来我们企业工作，我们底薪

6000元以上。生命科学学院一位应届毕业生说，感谢学校组

织的这次活动，让我们就业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将来做出

成绩，也一定会回报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有近千名毕业生

现场投递了简历。 

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精心准备，在很短的时间内

筹办了这次线下双选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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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培养了我，现在，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的学

弟学妹们。”许多校友表示，欢迎母校应届毕业生到自己的

企业工作，他们会为母校的学子搭建实现个人发展的舞台。

生命科学学院一位应届毕业生深受鼓舞：“看到学长学姐回

母校来助力我们就业，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表率，将来我们做

出成绩，也一定会回报学校。” 

 

（来源于：河南大学 铁塔风铃） 

河南大学举办 2020 年线下首届毕业生 

双选会 

大河网讯 6月 10 日，由河南大学校友总会、河南大学

郑州校友会、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主办，由河南

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承办的河南大学 2020 年线下首届毕

业生双选会圆满举办。 

2020年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任务

十分繁重艰巨。今年河南应届高校毕业生达 66万人，加上往

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 3万人，需就业毕业生总量和增量

均创历史新高。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迟拉长，受疫情影响

目前各类线下招聘活动尚未全面恢复，初次签约率还处于较

低水平。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减弱了对就业的拉动能力，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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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不确定因素增多。 

河南大学校友总会、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河南省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对于河南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十

分关注，他们充分发挥校友优势，动员校友企业为母校应届

毕业生就业做贡献。在短短的不到一周时间内，主办单位组

织了 100 余家企业，贡献了将近 2000 个工作岗位给河南大

学应届毕业生。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牧

原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宸教育研究院、北京千锋互联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企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参加了双

选会。许多校友企业表示，河南大学毕业生很优秀，如能来

我们企业工作，我们底薪 6000元以上。生命科学学院一位应

届毕业生说，感谢学校组织的这次活动，让我们就业有了更

多的选择。我们将来做出成绩，也一定会回报学校。据不完

全统计，有近千名毕业生现场投递了简历。 

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精心准备，在很短的时间内

筹办了这次线下双选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副校长孙君健、校友总会秘书长

刘波、郑州校友会会长赵志正、郑州校友会秘书长李传荣、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建伟、河

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李从国等领导同志参加了此

次活动。 

（来源于：大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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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 2020 年线下首届毕业生双选会 

圆满举办 

2020 年 6 月 10 日，由河南大学校友总会、河南大学郑

州校友会、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主办，由河南大

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承办的河南大学 2020 年线下首届毕业

生双选会圆满举办 

2020年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任务

十分繁重艰巨。今年河南应届高校毕业生达 66万人，加上往

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 3万人，需就业毕业生总量和增量

均创历史新高。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迟拉长，受疫情影响

目前各类线下招聘活动尚未全面恢复，初次签约率还处于较

低水平。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减弱了对就业的拉动能力，

就业不确定因素增多。 

河南大学校友总会、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河南省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对于河南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十

分关注，他们充分发挥校友优势，动员校友企业为母校应届

毕业生就业做贡献。在短短的不到一周时间内，主办单位组

织了 100 余家企业，贡献了将近 2000 个工作岗位给河南大

学应届毕业生。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牧

原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宸教育研究院、北京千锋互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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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司、深圳企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参加了双选

会。许多校友企业表示，河南大学毕业生很优秀，如能来我

们企业工作，我们底薪 6000 元以上。生命科学学院一位应届

毕业生说，感谢学校组织的这次活动，让我们就业有了更多

的选择。我们将来做出成绩，也一定会回报学校。据不完全

统计，有近千名毕业生现场投递了简历。 

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精心准备，在很短的时间内

筹办了这次线下双选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副校长孙君健、校友总会秘书长

刘波、郑州校友会会长赵志正、郑州校友会秘书长李传荣、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建伟、河

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李从国等领导同志参加了此

次活动。 

 

（来源于：新浪河南教育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