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葫芦岛校区 2021 届毕业生春季双选会邀请函 

 

尊敬的用人单位： 

衷心感谢贵单位长期以来对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我校创建

于 1949 年，是国务院 1978 年确定的全国首批 88 所国家重点大学之一。学校培

养的学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认可和广泛好评，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首批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和“全

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等荣誉称号。 

我校 2021 届毕业生共有 6814 人，其中，研究生 1244 人、本科生 5570人。

为更好地为贵单位提供校园招聘服务，学校定于 4 月 10 日在辽宁葫芦岛校区举

办 2021 届毕业生春季双选会，诚邀贵单位参加。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报到日期：2021 年 4 月 9 日 13:30-20:00    报到地点：兴城橡榕国际酒店 

会议时间：2021 年 4 月 10 日 09:00-11:30   会议地点：静远楼 

二、参会事宜 

1.报名方式：本次会议一律采用网上报名申请，请参会单位于 4 月 6 日前

登录我校就业创业服务网（http://jycyfww.lntu.edu.cn/）自行注册登录，按

操作流程，填写相关内容，报名参加双选会（已经注册过账号的单位直接用账

号和密码登录进行招聘会申请）。请您务必将参会回执（含招聘需求，见附件 1）

电子版上传回网站，方可完成报名。2021 届毕业生生源信息表和就业网站单位

操作手册，请查看就业创业服务网公告栏。 

2.费用说明：本次会议不收取场地费、会务费，会议统一安排住宿（请自

行预定房间，参考酒店：兴城橡榕国际酒店，联系人：李经理，13470681188），

费用自理。学校免费为参会单位制作并张贴需求信息表，展架、海报需自备。 

3. 乘车路线： 

（1）兴城站（普通列车）乘 1 路公交车到富都酒店站下车，步行 100米到

橡榕国际酒店，出租车费约 20元。 

（2）葫芦岛北站（高铁列车）乘 K3 路公交车（票价 5 元）到龙兴交通岗

站下车，打出租车至橡榕国际酒店（费用约 5 元）；从葫芦岛北站直接打出租

车至橡榕国际酒店费用约 40 元。 



（3）驾车可从兴城北（元台子）收费站或者葫芦岛收费站下高速。 

三、进校要求 

1.入校招聘人员须在 4 月 6 日前将《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招聘单位进校申请

表》（附件 2）、国务院行程轨迹健康码，发送至邮箱 hldxsjy@126.com 接受审

核。请严格遵守材料审核投递时间，避免招聘会当天无法入校。进校人员须与

入校审批表中人员一致，以便检查核验。 

2.招聘人员出发时随身携带足量备用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

罩。有条件的建议乘坐私家车，尽量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时，应全程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全程注意安全防范，

妥善保存旅行票据信息,记录乘车时间和登车地点，以配合学校审核。做好健康

监测，自觉发热时要主动测量体温，若出现可疑症状，尽量避免接触其他人员，

及时就医。 

3.入校单位招聘人员及车辆统一从葫芦岛校区龙湾校园南门登记、测温、

查验健康码后进入学校。有发热、咳嗽等症状人员不得参与现场招聘。 

4.招聘人员必须全程佩戴口罩，招聘期间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

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向就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报告。禁止用

人单位擅自张贴、悬挂和搭建各种宣传用品。 

5.请用人单位来校招聘人员严格遵守防疫有关要求和学校规定，如有不遵

守防疫安排、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存在虚假欺骗等行为的，学校将停止其一切

招聘活动，坚决维护毕业生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 

6.招聘会结束 14 天内，招聘人员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须按照要求进行

相关检查，并主动及时报告。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健   赵红鑫 

联系电话：0429-2417111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湾南大街 188 号 

为了使学校更好地为参会企业提供服务，请参会单位加入辽宁工大 2021 届

毕业生双选会招聘企业 QQ 群：98133696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招生就业处、葫芦岛校区学生处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件 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葫芦岛校区 

2021 届毕业生春季双选会参会回执 

 

温馨提示： 

1. 参会所有人员均需填入上表，如表格不够用可自行添加；填写完整后请将此表电子版上传

回网站。 

2. 住宿请自行预定，参考酒店：兴城橡榕国际酒店，电话：13470681188（李经理），预定

时请说明“参加辽工大双选会”； 

3. 4月10日下午及晚上均可安排专场宣讲会，请会议当天在静远楼东门一楼大厅总服务台登记

预约场地。 

单位全称  

单位地址  固定电话  

单位网址  E-mail  

联系人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  QQ  

参会人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  QQ  

参会人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  QQ  

招聘岗位 

及要求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薪资待遇 其他要求 

      

      

      

      

      

备注 特殊需求请在此说明 



附件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招聘单位进校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  职务  

姓 名  身份证号  职务  

单位名称  

公司地址  

出行方式 自带车（车牌号）   高铁  （车次） 联系电话  

进校时间 年 月 日 时 计划离校时间 年 月 日 时 

进校条件审查 

1.两周内是否有重中高风险地区居住史、旅行史（含乘车经停）？（否/是） 

2.两周内是否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确诊人员或疑似人员？（否/是） 

3.目前是否在隔离期或居家观察？（否/是） 

4.当前的身体状况（是否发烧、咳嗽、乏力等）？（否/是） 

5.两周内是否接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否/是） 

6.两周内是否有境外旅行/居住史？（否/是） 

7.国务院客户端防疫行程卡截图： 

 

 

 

 

 

 

 

 

 

 

 

本单位（本人）承诺以上填报信息属实，否则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盖章：     

时    间： 

注：此表作为企业进校招聘审核的重要依据之一，请认真填写完整。请将此表扫描件发送到指定邮箱

hldxsjy@126.com。 



附件 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021 届本科毕业生生源信息统计表 

 

单位 学历 生源人数 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葫芦岛校区） 
本科 224 

安全工程 194 

能源化学工程 30 

工商管理学院 

（葫芦岛校区） 
本科 548 

工商管理 6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7 

会计学 113 

财务管理 71 

工程管理 108 

金融学 86 

经济学 51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葫芦岛校区） 
本科 542 

测控技术与仪器 5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40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64 

电气工程及其智能控制 65 

自动化 12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葫芦岛校区） 
本科 43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9 

通信工程 124 

电子信息工程 57 

电子科学与技术 59 

软件学院 

（葫芦岛校区） 
本科 738 

软件工程 529 

网络工程 209 

营销管理学院 

（葫芦岛校区） 
本科 124 

市场营销 69 

电子商务 55 

矿业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105 

采矿工程 53 

矿物加工工程 11 

资源勘查工程 18 



单位 学历 生源人数 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 

地质工程 23 

测绘与地理科学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197 

测绘工程 129 

地理信息科学 32 

遥感科学与技术 36 

力学与工程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100 

理论与应用力学 24 

工程力学 76 

机械工程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566 

机械工程 109 

机械电子工程 8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87 

车辆工程 63 

工业设计 51 

能源与动力工程 74 

土木工程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327 

土木工程 172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40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26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31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58 

建筑与交通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91 

交通工程 43 

建筑学 4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137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50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26 

焊接技术与工程 20 

金属材料工程 4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106 

环境工程 96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0 

理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152 

数学与应用数学 60 

信息与计算科学 48 

生物工程 44 



单位 学历 生源人数 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171 

行政管理 38 

劳动与社会保障 35 

法学 98 

外国语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81 英语 81 

传媒与艺术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111 
广播电视学 51 

动画 60 

应用技术与经济管理
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770 

金融学 5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32 

自动化 5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8 

土木工程 157 

工程管理 56 

市场营销 50 

会计学 61 

体育学院 
（阜新校区） 

本科 41 运动训练 41 

合    计 本科 5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