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以博士人才为主导、硕士人才兼顾的中高端人才网络招聘第一品牌

全国 2020 届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空中视频招聘会

（鲁、豫、赣站)

疫情当前，为进一步响应国务院五部委联合发布的稳就业号召，全力做好

2020年度全国毕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就业工作，同时满足全国各企事业单位对于

中高级人才的招聘需求，促进高级人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

置，中研博硕英才网将推出“空中模拟线上招聘会”全新模式，联合全国三十个

省市重点高校共同举办“全国2020届第二场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空中视频招聘

会”。为确保用户更好的招聘求职体验，保障招聘求职效果，硕士、博士毕业研

究生第二场会议将在5月26日线上开启，诚邀博硕研究生及用人单位关注、参加！

【大会基本内容】

1.主题：2020届空中视频招聘会（鲁、豫、赣）

2.会场安排：

3.第一场：5月26日(周二9:00-12:00)2020年全国第二场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空中视

频招聘会

3.举办地点： https://bst.91boshuo.com/zppc/（请使用PC端，提前投递简历到邮

箱+线上注册报名+参会）

4.参会单位类别

全国各地各省市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上市公司、业内独角兽等精选等优质

企事业单位。

【大会特色】

1.预报名→大会开始前通知→浏览招聘信息→投递简历→视频面试（平台内也提

供语音和文字等沟通方式）。

2.设有PC/移动端,方便随时随地按时参会,不错过就业机会。

3.邀约覆盖单位近千家，提供充足的岗位，需求职等你来！

4.不受时间、空间、交通、地区等因素影响，单位与人才无接触面试、高效、便

捷！

【参会方式】

请同学们使用PC端登录注册参会，移动端口稍后上线。

学生报名网址：https://bst.91boshuo.com/zppc/(360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

https://bst.91boshuo.com/zppc/
https://bst.91boshuo.com/z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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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步骤：点击访问网址→登陆或注册并填写简历→报名参会→投递简历→开始面

试

详细流程如下：

①访问【学生报名投递地址】并进行账号登录。需先进行【注册并完善简历】

②报名&投递：点击【立即报名】，招聘会开始后可浏览企业招聘信息【投递】。

博士投递邮箱：zybsycwrck@163.com

硕士投递邮箱：zybsycwrck1@163.com

投递简历+线上注册报名+参会

【人才咨询入口】

人才咨询热线:关老师:15376185120（同微信）

祝老师:15927358158（同微信）

（活动设立了官方 QQ群，可咨询如下 qq群备注学校-专业-姓名-学历，邀请进群

了解参会单位信息）

人才咨询 QQ:关老师：2938754839 祝老师：1937056062

咨询qq群：(山东)700155762

(河南)672371243

(江西)279450172

文末附春季第二场空中视频招聘会排期。

中研博硕英才网（www.91boshuo.com）（请登录注册个人会员，随时关注企业招聘信息）

mailto:zybsycwrck@163.com
mailto:zybsycwrck1@163.com
http://www.91bosh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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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求职】

“哔哩哔哩直播”（B 站）直播房间号：21716898

每周都有优质单位岗位分析答疑，欢迎广大同学观看及投递简历哦！

流程：打开“哔哩哔哩直播”-搜索“21716898”或“中研博硕英才网”-进

入“直播”-关注-投递简历

欢迎同学们踊跃咨询报名！

中研博硕英才网

平台简介

中研博硕英才网（www.91boshuo.com）专业从事博士、硕士、海归、

高职称(教授副教授)等人才开发与配置,已成为单位招聘和人才求职信任

的高层次人才门户网站,经过十三年发展和品牌建设，充分发挥自身资源

优势，通过整合资源.现和全国 20 多家省市人才中心（人社部门直属机构）

以及全国 500 多所高校研究生就业部门建立了战略合作联盟。以中研网为

核心共同打造以博士人才为主导，硕士人才兼顾的中高端人才网络招聘第

一品牌。

招聘方向

网站合作单位主要以全国各地知名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教育机

构为主，长年委托我网站为其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及中高层管理人才。

全国 2020 届第二场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空中视频招聘会排期：

月

份
时间 空中线上视频招聘会名称 支持高校

http://www.91boshuo.com/
http://www.91boshuo.com/
http://www.91boshuo.com/
http://www.91bosh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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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空

中

线

上

会

议

安

排

5月 19 日

(周二 9:00-12:00)

鄂、皖、苏地区

2020 届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

空中视频招聘会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

民族大学、湖北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湖

北中医药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

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江南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江苏科技

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大学

5 月 20 日

(周三 9:00-12:00)

沪、浙、闽地区

2020 届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

空中视频招聘会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

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中医

药大学、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浙江海洋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中医

药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

集美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

闽南师范大学、仰恩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

5 月 21

(周四 9:00-12:00)

京、津、冀地区

2020 届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

空中视频招聘会

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

津工业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医科大

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河北

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地质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华

北理工大学、河北科技大学

5 月 22 日

(周五 9:00-12:00)

黑、吉、辽地区

2020 届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

空中视频招聘会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北石

油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东北石油大学、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电力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建筑大学、延边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北华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东北大学、辽宁大学、中

国医科大学、大连交通大学、大连大学、沈阳大学、渤海

大学、沈阳理工大学、大连医科大学、沈阳化工大学、大

连海洋大学

5 月 23 日

(周六 9:00-12:00)

甘、陕、晋地区

2020 届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

空中视频招聘会

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兰州财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

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

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科技大学、山西大学、中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山

西农业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医科

大学

5 月 26 日

(周二 9:00-12:00)

鲁、豫、赣地区

2020 届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

空中视频招聘会

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济南大学、山

东科技大学、山东建筑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理工大

学、青岛理工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师范

大学、中原工学院、华北水利电力大学、南昌大学、华东

交通大学、江西理工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

赣南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

5 月 27 日

(周三 9:00-12:00)

湘、粤、桂地区

2020 届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

空中视频招聘会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中

南林业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

南农业大学、广州大学、汕头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深圳

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桂林电

子科技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广西科技大学、南宁师范大

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北部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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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空

中

线

上

会

议

安

排

5月 28 日

(周四 9:00-12:00)

川、渝、黔、滇地区

2020 届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

空中视频招聘会

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华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重

庆邮电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

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工商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

范大学、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

贵州民族大学、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西南林业大学

5 月 29

(周五 9:00-12:00)

新、蒙、宁、琼、青地区

2020 届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

空中视频招聘会

新疆大学、塔里木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喀什大学、石河子大学、内蒙古大学、内

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

古民族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师范学院、北方民族大学、宁夏理工学院、海南大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海口经

济学院、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

2020 年全国第二场博士暨高级人才空中视频招聘会排期：

月

份
时间 空中视频招聘会名称 支持宣传高校

6

月

空

中

视

频

会

议

安

排

6 月 15 日

(周一 14:00-17:00)

鄂、皖地区

2020 年博士、博士后人才空中视频洽谈会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

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

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安徽理工

大学

6 月 16 日

(周二 14:00-17:00)

苏、沪地区

2020 年博士、博士后人才空中视频洽谈会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

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药科

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财经大

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

工大学、东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电力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6 月 17 日

(周三 14:00-17:00)

京、津地区

2020 年博士、博士后人才空中视频洽谈会

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天

航空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工业大学、中国民

航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师范

大学

6 月 18 日

(周四 14:00-17:00)

黑、吉、辽地区

2020 年博士、博士后人才空中视频洽谈会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大学、哈

尔滨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

大连交通大学、大连大学

6 月 19 日

(周五 14:00-17:00)

陕、川、渝地区

2020 年博士、博士后人才空中视频洽谈会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四川农业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西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重庆大

学、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

庆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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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

(周六 14:00-17:00)

湘、粤、浙地区

2020 年博士、博士后人才空中视频洽谈会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

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海洋大

学、浙江师范大学

备注：如遇时间调整等客观因素变动将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