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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人社函〔2022〕25号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总工会 省教育厅
关于举办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三届

“湖北工匠”表彰大会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总工

会、教育局，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深入推进技能强省建设，

助力湖北高质量发展，拟于 2022年 11月，举办湖北省第一届

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三届“湖北工匠”表彰大会系列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与承办单位

本次活动拟由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

教育厅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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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时间与地点

（一）时间：2022年 11月 16—18日，其中 16日上午 9:30

—11:00，举行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开幕式暨第三届“湖

北工匠”表彰大会。

（二）地点：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619号）。

三、活动内容

主要包括“赛、会、展、演、聘”等活动，即：湖北省第

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第三届“湖北工匠”表彰大会、技能人才

建设成果展、绝技绝活展演、就业招聘会等，具体如下：

（一）开幕式暨表彰大会

举行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开幕式暨第三届“湖北工

匠”表彰大会，为第三届“湖北工匠”“湖北省技能大师”“湖

北省技术能手”获奖人员颁奖。

（二）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设主、分赛场，对应世赛、国赛设置比赛项目。其中，选

取 20个项目，在活动场馆一楼进行集中决赛，其他项目在各

分赛场举行决赛。

本次大赛以市州、行业为单位组队参赛，颁发有关团体、

个人奖项。同时根据比赛结果，遴选入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

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目湖北省集训队的选手。

（三）技能人才建设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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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场区设 25个左右技能展馆，包括 1个综合馆、17

个市州展馆和以及 8个左右企业、技工院校展馆，集中展示我

省技能人才等工作成效成果。

（四）“荆楚绝技绝活”展演

面向全省征集绝技绝活展演项目，遴选 10个左右项目在

活动期间展演，开展现场体验互动，营造浓厚氛围，扩大技能

人才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五）“湖北工匠”报告会

组织本届“湖北工匠”荣誉获得者（5人）作报告，分享

工匠成长故事，宣传先进典型事迹，激励广大青年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

（六）“技兴荆楚”湖北省高技能人才创新发展交流会

大赛期间，在主会场举行技能人才发展研讨交流活动。邀

请中华技能大奖、“湖北工匠”等高技能领军人才代表以及有

关专家、教授，开展研讨交流，为推进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七）“技兴荆楚”校企合作洽谈暨就业招聘会

邀请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企业（以省内现代产业重

点企业为主），现场开展校企合作洽谈及就业招聘活动。

四、有关事项及要求

（一）高度重视，积极参加有关活动。各地、各单位要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成立工作专班，扎实做好湖北省第一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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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大赛选手选拔、参赛工作，积极参加技能人才成就展示、

“荆楚绝技绝活”展演、校企合作洽谈、就业招聘等系列活动。

要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条件，广泛动员技工院校、各类竞赛集训

（承办)单位承办有关赛项，扩大参与面，切实提升大赛质量

和活动影响力。

各地请于 2022年 9月 5日前，向活动综合联络组反馈工

作联络员联系方式。有关工作实施方案及具体要求见附件。

（二）加强宣传，营造技能人才工作良好氛围。各地、各

单位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广泛宣传技能人才政策和优秀技能

人才典型，讲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故事，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努力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

大的社会风尚，推动技能强省建设。

（三）密切配合，确保活动精彩圆满。活动期间，各地、

各单位要按照活动筹备组统一要求，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各项活

动，服从食宿、交通安排，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高效

统一，密切配合，确保活动顺利进行。活动期间用餐、住宿、

往返交通按活动指南执行。

五、联系方式

（一）活动综合组

主要负责技能展示、绝活展演展示、技能互动体验等报名

与联系，以及比赛场地、代表队食宿等综合保障工作的联系、

协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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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刘华平、刘晓松、唐剑

联系电话：027—86656621、15271776594、18086047811

（二）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赛务组

主要负责各赛项报名、技术保障服务、赛务组织、过程管

理等工作。

联系人：曾九洲、李方、刘闪

联系电话：027－87262285、87339830

（三）“湖北工匠”表彰组

主要负责第三届“湖北工匠”表彰大会表彰对象组织、联

系以及相关服务工作。

联系人：毕娟、孙正民

联系电话：027—86652685、027—51828284

（四）校企合作洽谈及就业招聘活动组

主要负责校企合作洽谈以及就业招聘活动的组织、协调以

及跟踪服务等工作。

院校参会联系人：吴墙安

联系电话：027—87257510；咨询 QQ：36370297

企业参会联系人：杨文洁

联系电话：027—87812567；咨询 QQ：2774740761

（五）宣传组

主要负责制定整场活动宣传方案、策划组织各类宣传活

动，以及有关协调、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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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刘华平、徐丹、王佳文、李维佳

联系电话：027—86656621、15271890369、15926352406

附件：1．活动联络员信息反馈表

2．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实施方案

3．技能人才成果展示工作方案

4．“荆楚绝技绝活”展演工作方案

5．“技兴荆楚”校企合作暨就业招聘活动方案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北 省 总 工 会

湖 北 省 教 育 厅

2022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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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活动联络员信息反馈表

市州人社部门（盖章）

分管领导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手机

工作联络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手机

说明：

1.请于 9月 5日前登录 http://hbgjb.cnpiechb.com上传回执；

2.联系人：刘晓松、唐剑、刘镛，联系方式：027—68892467，
15271776594，18086047811，1817140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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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拟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

人社厅、省总工会、省教育厅承办。成立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

能大赛组织委员会，负责大赛统筹组织。组委会设综合处、技

术专家组、裁判评判组、技术保障组、后勤服务组、监督仲裁

组等赛事保障机构。

赛区组委会由各赛区人社部门牵头成立，在大赛组委会领

导下，负责指导、协调承办单位做好相应项目比赛的组织实施

工作。

二、比赛项目

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湖北省第一届

职业技能大赛共设置 86个项目，分为世赛选拔项目（63个）

和国赛精选项目（23个）两类。

三、比赛标准及形式

各比赛项目按照相关工种（职业）国家职业高级工（三级）

或以上标准理论和技能要求制定比赛标准，其中世赛选拔项目

要结合本项目第 46届世赛技术标准确定比赛内容，国赛精选

项目要结合本项目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技术标准确定比赛内

容。各项目比赛内容以技能操作为主，原则上不单独设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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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相关内容融入实际操作中。

具体比赛内容及评分标准由各赛事承办单位、技术专家讨

论后决定，并形成技术工作文件另行下发。

四、比赛安排

（一）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目原则上要求进行

预、决赛，其中 20人（含）以上的项目，可分阶段举行预、

决赛；参赛人数 10（含）—20人的项目，直接举行决赛；不

足 10人的项目，采取集训选拔的方式选拔选手，不再举行正

式比赛。

（二）预赛由各赛区、各项目承办单位组织实施，时间在

2022 年 9 月底以前完成，个人赛项目前 15 名、团体赛前 10

名选手进入决赛。

（三）决赛分集中决赛和各赛区决赛两类。其中，选取

20 个比赛项目（详见附表），定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18

日，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619号）进

行集中比赛。其他未列入集中决赛的项目分别由各赛区组织比

赛（赛区安排见附表 2），要求在 2022年 10月底以前完成，

具体承办单位和赛事安排另行通知。

五、参赛对象及方式

（一）参赛对象

凡 16周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以内的我省居民（含我省

行政区划内的户籍居民和目前正在我省居住、工作或学习且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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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的外省户籍居民）均可报名参赛。其中世赛选拔项目选手应

为 200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飞机维修、建筑信息模型、制造

团队挑战赛、机电一体化、水处理技术、工业设计技术、工业

4.0、光电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信息网络布线、云计算、网

络安全等 12个项目选手为 199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二）参赛方式

1.以市州为单位组建代表队参赛，其中武汉市每个项目可选

派不超过 8名（队）选手参赛，直管市、神农架林区每个项目不

超过 2名（队）选手，其他市州每个项目不超过 3名（队）选手。

2.省直交通、住建、军民融合（军工）等技能人才较为集中

的行业，相关主管部门可单独组队参赛，每支代表队每个项目可

选派 2名（队）选手参赛。

3.中央在鄂、省属高校可直接通过所在地人社部门或所属相

关行业部门报名参赛，每个项目限报 1名（队）选手。

（三）报名方式

请各参赛代表队于 2022年 9月 15日之前，登录湖北省职业

技能竞赛报名系统（www.hbskills.org.cn，联系人：谢老师，联

系电话：027-88389299、15377000376）填报相关信息。

参赛选手按属地原则到所在市州人社部门（联系方式见附表

3），或通过单独组队的行业部门、单位报名参赛。

六、奖励方式

（一）个人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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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预赛阶段的选手，按参赛人数的 10%、15%、20%

分别授予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荣誉证

书。对于理论、实操成绩均合格的选手，按规定颁发相关职业

（工种）高级工技能等级证书，已有高级工及以上等级证书的

不再晋升。

2．对于在决赛阶段的项目选手给予以下奖励：

（1）金牌、银牌、铜牌和优胜奖。对获得前 3名（队）

的选手，相应颁发金、银、铜牌，选手排名原则上不并列。对

前 3名（队）以外但排名在参赛人数 1/2以上的选手颁发优胜

奖，其他参赛选手颁发参赛证书。

（2）荣誉称号。对获得前 3名（队）的选手，由省人社

厅批准后授予“湖北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对获得第 1名（个

人单项赛）的职工身份选手，且符合相关条件的，按程序优先

推荐申报“湖北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对获得决赛前 5

名（队）的选手，符合“湖北省巾帼建功标兵”“湖北省杰出

青年岗位能手”“湖北省青年岗位能手”条件的，按程序优先

推荐申报相关荣誉称号。

（3）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对获得前 3名（队）的选手，

按人社部相关办法直接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已具有技师的

晋升高级技师）。4－8 名（队）的选手，直接晋升高级工职

业技能等级（已具有高级工或以上的，依序晋升一级）。

（4）优秀教练。对决赛阶段指导选手取得决赛前 3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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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的教练或指导老师，由大赛组委会授予“优秀教练”称号。

（二）团体（单位）奖项

1．对在大赛参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参赛代表队，由

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组织单位”奖项。

2．对为大赛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大赛组委会

颁发“突出贡献单位”和“先进个人”奖项。

七、工作要求

（一）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统一部署、精心组织，

积极做好各项参赛工作，选拔优秀选手组队参加全省决赛。要

选派专人负责统一组织本地区、本行业选手报名参赛，并做好

大赛有关事项对接。大赛组委会将在所有比赛结束后，对各地

报名参赛人数、项目以及获奖等情况进行通报。

（二）各地、各单位要建立层层选拔机制，高标准开展竞

赛选拔活动，选拔优秀选手参加本次大赛，并根据选手报名条

件严格核实选手身份。各地可根据本地参赛选手职业（工种）

构成情况，选择院校或企业作为竞赛集训基地。对决赛阶段开

展的赛前集训，符合条件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补贴。

（三）各赛区要切实担负起组织、协调、统筹本地各项目

赛事工作的职责，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组织比赛，对比

赛全过程实施控制与管理，确保比赛过程科学合理、比赛结果

公平公正。各赛区要尽快组建工作实施机构，拟定工作方案，

上报大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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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地、各单位要根据赛前疫情形势，制定疫情应急

处置预案，并按要求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确保大赛安全顺利

进行。

（五）积极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大赛，为大赛提

供技术支持、设施设备支持、相关物资等赞助服务，但不得操

纵、干预比赛。本次大赛不收取参赛队任何费用。

（六）本次大赛各组织承办单位要加强廉洁自律，落实安

全管理责任，建立应急保障机制，确保大赛安全有序、公平公

正、廉洁高效。

附表：1．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决赛比赛项目表

2．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赛区安排表

3．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各市州参赛报名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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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决赛比赛
项目表

序号 赛项名称 承办单位

一、世赛选拔项目

1 花艺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 机器人系统集成 荆门技师学院

3 糖艺/西点制作 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

4 移动机器人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5 增材制造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6 3D数字游戏艺术 长江职业学院

7 油漆与装饰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8 汽车技术 武汉市交通学校

9 机电一体化 襄阳技师学院

10 移动应用开发 武汉工商学院

11 CAD机械设计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二、国赛精选项目

1 数控铣 天门职业学院、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 电工 武汉铁路技师学院

3 电子技术 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

4 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技术 湖北民间工艺技师学院

5 木工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 砌筑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7 服装制版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8 信息网络布线 武昌职业学院

9 西式烹调 湖北经济学院（邹志平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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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赛区安排表

赛区 类别 项目

省直

世赛选拔项目

轨道车辆技术、砌筑、混凝土建筑、精细木工、抹

灰与隔墙系统、制冷与空调、瓷砖贴面、建筑信息

模型、数控铣、电子技术、工业机械、焊接、电气

装置、信息网络布线、网络系统管理、云计算、珠

宝加工、商品展示技术、烘焙、原型制作

国赛精选项目
焊接、CAD机械设计、室内装饰设计、网络信息

系统、珠宝加工、烘焙、社会体育指导（健身）

武汉
世赛选拔项目

货运代理、水处理技术、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

计技术、商务软件解决方案、家具制作、木工、园

艺、塑料模具工程、印刷媒体技术、时装技术、美

容、烹饪（西餐）、美发、餐厅服务、网络安全、

平面设计技术、酒店接待、可再生能源

国赛精选项目 餐厅服务

荆州
世赛选拔项目

数控车、光电技术、网站设计与开发、汽车喷漆、

健康和社会照护

国赛精选项目 数控车、装配钳工、汽车维修、健康照护

十堰 世赛选拔项目 车身修理、重型车辆维修、建筑金属构造

宜昌 世赛选拔项目 工业控制、工业 4.0

鄂州 世赛选拔项目 飞机维修

咸宁 世赛选拔项目 管道与制暖

襄阳 世赛选拔项目 制造团队挑战赛

黄石 国赛精选项目 物联网技术

恩施 国赛精选项目 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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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各市州参赛报名
联系方式

市州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武汉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陶俊宇 027—85788789

襄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郭 瑛 0710—3607899、13886211251

宜昌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王 梦 0717—6733475、13006106830

黄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加雯宇 0714—6515169

十堰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吕 锐 13635710166

荆州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钟丽华 0716—8453124

荆门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郑 毅 13972919997

鄂州市人事考试院 童 琳 027—60358320、18008682093

孝感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许年斌 13476505257

黄冈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杨 峰 13995933800

咸宁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张春花 18071876199

随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袁腊梅 0722—3228511

恩施州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阳时龙 0718—8238761、18871831818

仙桃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伍 丹 0728—3323772、15971991688

天门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金 哲 15207222266

潜江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肖 芳 0728—6298055

神农架林区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吴 倩 0719—3337279、1370720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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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技能人才成果展示”工作方案

一、时间和地点

展示时间：2022年 11月 16—18日（11月 14、15日布展）

展示地点：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619号）B馆

二、展示安排

在活动场区设技能展馆，集中展示我省近年来技能人才工

作成效成果。具体安排如下：

（一）综合馆。主要宣传世界技能大赛理念和比赛项目，

展示我省优势项目集训备赛、基地建设以及全省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等情况，开展世赛技能展示、体验活动。

（二）市州展馆。重点展示我省 17个地市州的技能大师

工作室、劳务品牌、非遗技能、现代技能技术等为重点，展示

各地技能人才工作特色及亮点。

（三）企业、技工院校及技能大师工作室展馆。展示各单

位技能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方面成果、成效。

三、工作要求

1．请各地各单位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组织专班专人，

按照活动总体部署要求，制定好工作计划，确保工作进度，将

成果展示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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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按照统一安排，认真策划展示方案、视频宣传资料，

确保展馆主题鲜明、特色突出，视觉效果好、互动功能强，简

约大气。

3．技能展示不收取场地租赁费，展馆设计、制作、搭建、

装卸以及参展工作人员住宿、往返交通费用，由各地、各单位

自行承担。

4．活动期间入住酒店统一预定，酒店至场馆往返交通统

一安排，每个展馆可免费提供 4人用餐。

5．请于 9月 15日前登录 http://hbgjb.cnpiechb.com，填报

反馈表有关内容。

附表：“技能人才成果展示”活动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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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技能人才成果展示”活动回执表
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单位地址

参展联系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单位简介

主要展示内容

展位面积需求

（平方米）(请√选）
90M2 120M2 180M2 其它

主管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说明：

1.请于 9月 15日前登录 http://hbgjb.cnpiechb.com上传回执；

2.联系人：刘晓松、唐剑，联系方式：027—68892467，15271776594，
1808604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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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荆楚绝技绝活”展演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营造浓厚氛围，扩大技能人才工作的社会影响

力，现面向全省征集并遴选 10个绝技绝活展演项目，在活动

期间举办“荆楚绝技绝活”公开展演。具体如下：

一、时间安排

第一阶段：项目征集（8月至 9月初）。大赛组织方征集

绝技绝活展演项目，由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遴选、

推荐（省直单位可直接申报），各地各单位申报项目不超过

3 个。

第二阶段：组织评选（9月下旬）。9月下旬将组织专家

对全部征集的展演项目进行初评。10月上旬在线上进行网络

视频推送并进行网络投票，根据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结果选定

展演项目。

第三阶段：现场展演（11月）。在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

能大赛暨第三届“湖北工匠”表彰大会期间指定展区，进行现

场展演（适合舞台表演的项目进入大赛开闭幕式进行现场

表演）。

二、有关要求

1．申报方式。请于 9月 20前登录 http://hbgjb.cnpiechb.com

申报系统进行“荆楚绝技绝活”展演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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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要求。申报项目应为传统手工业、制造业、服务

业以及新技术、新业态等领域的技能绝活，应具有技能性、独

到性、挑战性、可视性。申报时提供 3—5分钟的展演视频（横

屏拍摄，mov 或 MP4 格式），并附该项目文字说明（800 字

以内）。

3．展演要求。展演舞台及现场由活动主办方统一布置，

各展演项目所需道具、工具、器皿由展演单位自备，展演时不

得使用明火，以及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等易燃、易爆物品。

4．其它。所有收到的应征展览项目（视频）的著作权受

中国相关法律保护，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且保证完整

性，无任何纠纷。活动办有权对获奖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

开发、修改、授权等。

三、其它事项

活动不收取报名费，参加现场展演人员往返武汉交通自行

承担，在活动期间的食宿由活动主办方统一提供。

附表：“荆楚绝技绝活”展演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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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荆楚绝技绝活”展演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联系人 姓名 ： 电话/手机：

项目说明

（800字以内）

展演场地和

技术要求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意见：

签名（加盖公章）：

推荐单位联系人 姓名 电话/手机：

注：请于 9月 20前登录 http://hbgjb.cnpiechb.com“荆楚绝技绝活”

展演项目申报系统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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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技兴荆楚”校企合作洽谈暨就业
招聘会方案

一、时间和地点

（一）时间：2022 年 11 月 16—18 日（11 月 14、15 日

布展）

（二）地点：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619号）B馆

二、活动内容

（一）线上洽谈。发动有“融资扩教”“教培升级”的技

工院校与投资型企业或有人才联合培养的用人单位在线上开

展校企合作洽谈。同时，用人单位亦可在该平台发布招聘信息，

与高技能人才开展远程面试。

（二）示范签约。由会务组邀请前期洽谈成功的技工院校，

在活动当天上台演讲，介绍院校情况及分享合作经验，为更多

校企合作意向单位提供借鉴。

（三）合作洽谈。评审遴选 10家优质技工院校现场招商，

开展“校企联合”战略洽谈签约。

（四）招聘洽谈。甄选 10家有代表性的用人单位设招聘

席，组织高技能人才现场应聘面试。

三、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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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家技工院校相关负责人，每家院校 1—2人；

（二）我省现代产业体系重点企业 40家左右，每个单位

1—2人；

（三）省内技工院校在校学生，100名左右。

四、参会方式

（一）参会企业须提供以下内容发送 36370297@qq.com

1．《企业参会信息反馈表》（附件 1）。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扫描件。

3．招聘简章WORD版。字数控制在 800字以内，内容包

括招聘单位介绍、需求工种、招聘人数、薪资待遇、技能等级、

招聘条件等。

（二）参会院校须提供以下内容发送 496380260@qq.com

1．《院校参会信息反馈表》（附件 2）。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扫描件。

3．院校简介WORD版。字数控制在 800字以内，内容包

括院校介绍、人才培养专业特色及规模、各专业就业负责人联

系方式、“融资扩教”“教培升级”等需求信息。

4．需要推介宣讲服务的，须提供宣讲 ppt或视频文件（总

时长不超过 5分钟）。宣讲 ppt或视频里须包括院校简介、人

才培养专业特色及规模、“融资扩教”“教培升级”等需求

信息。



— 25 —

附表：1．院校参会信息反馈表

2．企业参会信息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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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院校参会信息反馈表

参会院校
（加盖公章）

参会负责人 E—mail

移动电话 传真

单位地址
（邮编）

办公电话

组织机构代码证

学校简介

人才培养专业特色
及规模

专业类别 专业特色 规模（人）

各专业就业负责人

姓名 性别 移动电话 负责专业 QQ/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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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企业参会信息反馈表
参会单位

（加盖公章）

HR负责人 E—mail

移动电话 传真

单位地址
（邮编）

办公电话

参会代表

姓名 性别 移动电话 职务 QQ/微信

招聘海报 请单位提供 word版本的招聘简章（800字以内），组委会进行统一制作海报。

需求岗位

需求工种 技能等级 需求人数 薪酬待遇

单位留言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