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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聘会主题 时间 举办城市 举办地点 网络链接

1 辽宁省沈阳市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3日 沈阳市 沈阳华府新天地金融中心B1钻石大厅http://www.369hr.com/zhaopinhui/7567.html

2 综合性招聘会 2月4日 长春市 吉林省人才市场 http://www.jlrc.com.cn/Live/xczph.aspx

3 综合性招聘会 2月22日 长春市 吉林省人才市场 http://www.jlrc.com.cn/Live/xczph.aspx

4 辽宁省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4日 沈阳市 沈阳华府新天地金融中心B1钻石大厅http://www.liaoshenrc.com/zhaopinhui/243532.html

5 吉林省2017年春季人才招聘大会 2月25日 长春市 吉林省人才市场 http://www.jlrc.com.cn/Live/xczph.aspx

序号 招聘会主题 时间 举办城市 举办地点 网络链接

1 热门行业大学生专场招聘会 2月1日 北京市 旧宫东路60号3层 http://www.shoudurc.com/zhaopinhui/240418.html

2 巴彦淖尔市综合类现场人才招聘会 2月2日 巴彦淖尔市巴彦淖尔市政务服务中心5楼6号 http://www.neimengrc.com/zhaopinhui/244154.html

3 旧宫人才市场综合场招聘会 2月2日 北京市 旧宫东路60号3层 http://www.shoudurc.com/zhaopinhui/240419.html

4 综合型人才招聘会 2月2日 太原市 太原市新建南路81号 http://www.sjrc.com.cn/jobfair/index/index.html

5 医药医疗、生物化工、兽药畜牧类专场招聘会2月4日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裕华西路9号省人才大厦 http://www.hbrc.com.cn/zhuanti/2016zhaopin/index.html#002

6 营销、管理、财会、文秘万人专场招聘会 2月5日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裕华西路9号省人才大厦 http://www.hbrc.com.cn/zhuanti/2016zhaopin/index.html#002

7 大学生专场招聘会 2月6日 北京市 东城区和平里西街79号北京人才市场雍和宫桥分部http://www.bjrc.com/zph/zphdetail.asp?iinfoID=10021

8 北京人才市场雍和宫综合招聘会 2月7日 北京市 东城区和平里西街79号糖果大楼 http://www.shoudurc.com/zhaopinhui/243444.html

9 赛达人才市场综合类人才现场招聘会 2月7日 天津市 天津市西青区兴华道3号 http://www.jinmenrc.com/zhaopinhui/243513.html

10 高校毕业生、实习生专场招聘会 2月7日 太原市 太原市新建南路81号 http://www.sjrc.com.cn/jobfair/index/jobfair_show/id/44.html

11 建筑建材、房地产、园林、环保专场招聘会 2月8日 北京市 旧宫东路60号3层 http://www.shoudurc.com/zhaopinhui/240424.html

12 外贸、物流、教育、培训、金融类专场招聘会2月18日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裕华西路9号省人才大厦 http://www.hbrc.com.cn/zhuanti/2016zhaopin/index.html#002

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2018年寒假期间2月份招聘会汇总（按地区整理）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http://www.jlrc.com.cn/Live/xczph.aspx
http://www.sjrc.com.cn/jobfair/index/jobfair_show/id/55.html
http://www.sjrc.com.cn/jobfair/index/jobfair_show/id/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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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定京津冀2018年电谷开年大型人才交流招聘会2月23日 保定市 保定市朝阳北大街1888号 http://www.yanzhaorc.com/zhaopinhui/241027.html

14 2018年山西省新春人才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2月23日 太原市 太原市新建南路81号（山西省就业服务局一层）http://www.sjrc.com.cn/jobfair/index/jobfair_show/id/50.html

15 天津国展中心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4日 天津市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2号 http://www.jinmenrc.com/zhaopinhui/240523.html

16 2018年河北省春季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5日 石家庄市 石家庄解放广场举办 http://www.hbrc.com.cn/Article/content/id/54062/code/3943.html

17 天津市应往届毕业生大型专场招聘会 2月25日 天津市 今晚报大厦(南京路358号) http://www.jinmenrc.com/zhaopinhui/244173.html

序号招聘会主题 时间 举办城市 举办地点 网络链接

1 临沂2018春季现场人才招聘会 2月2日 临沂市 临沂青年就业广场 http://www.qlrc.com/zhaopinhui/240320.html

2 南通市2018年高校毕业生春节交流大市场 2月3日 南通市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市江通路48号) http://news.ntrc.gov.cn/content.aspx?id=950121564518

3 松江寅特尼大型现场招聘会 2月3日 上海市 荣乐东路2345号劳动局对面 http://www.dshrc.com/zhaopinhui/244229.html

4 苏州市2018年春季人才交流大会 2月3日 苏州市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http://61.132.114.22/HrMarket_App/weixin/index2

5 宁波市第二十九届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 2月3日 宁波市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七、八号馆 http://www.nbrc.com.cn/newsDetail?typeflag=notification&newsid=99697

6 扬州市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洽谈会 2月3日 扬州市 扬州市扬子江北路1008号 http://www.yzjob.net.cn/detailZ.shtml?id=17221148&type=228&zTYPE=2

7 2018年无锡市高校毕业生双选交流会暨大型公益人才交流会2月3日 无锡市 太湖博览中心A6展厅 http://www.wxhrzp.com/CompanyList?orderGuid=7b8fa856-c99b-42a8-8db1-fa2903d1bf31&mapType=3

8 莆田市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3日 莆田市 莆田市文献东路皇冠大厦5楼 http://app.hxrc.com/services/rcjlh/jlhxxfl_1_2322.html

9 青岛蓝白领综合性招聘会 2月20日 青岛市 青岛李沧人力资源市场 http://www.qlrc.com/zhaopinhui/240880.html

10 临沂市综合类现场人才招聘会 2月21日 临沂市 临沂青年就业广场 http://www.qlrc.com/zhaopinhui/231248.html

11 赣州黄金广场春季就业招聘会 2月23日 赣州市 赣州黄金广场 http://www.369hr.com/zhaopinhui/7576.html

12 2018年浙江省新春首场人才招聘会 2月23日 杭州市 浙江省人才市场(杭州市古翠路50号)http://www.zjrc.com/Jobs/MarketShow/3759

13 山东省春节后首场特大型综合类名企人才招聘会2月23日 济南市 山东省历山剧院 http://www.qlrc.com/zhaopinhui/241972.html

14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春节后招聘会 2月24日 济南市 济南高新区国际会展中心 http://www.qlrc.com/zhaopinhui/240336.html

15 山东大学体育馆会场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4日 济南市 山东大学体育馆 http://www.qlrc.com/zhaopinhui/243501.html

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山东）

http://www.jinmenrc.com/zhaopinhui/2441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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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江西人才市场首届民营企业人才招聘会 2月24日 南昌市 南昌市二七北路266号 http://www.369hr.com/zhaopinhui/7529.html

17 南京国展中心新春招聘会 2月24日 南京市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http://www.yzrc.com/zhaopinhui/244237.html

18 无锡新体育中心大型春季招聘会 2月24日 无锡市 无锡市体育中心 http://www.yzrc.com/zhaopinhui/237940.html

19 2018新安人才网安庆新春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5日 安庆市 九牧体育馆 http://jobfair.goodjobs.cn/

20 2018新安人才网蚌埠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5日 蚌埠市 蚌埠市会展中心 http://jobfair.goodjobs.cn/

21 2018安徽暨华东地区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5日 合肥市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A馆 http://jobfair.goodjobs.cn/

22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春节后招聘会 2月25日 济南市 济南高新区国际会展中心 http://www.qlrc.com/zhaopinhui/240340.html

23 无锡滨湖区人力资源新春招聘会 2月25日 无锡市 无锡市滨湖人力资源市场 http://www.yzrc.com/zhaopinhui/237942.html

24 2018新安人才网芜湖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5日 芜湖市 芜湖会展中心B馆 http://jobfair.goodjobs.cn/

序号招聘会主题 时间 举办城市 举办地点 网络链接

1 迎新春综合类招聘会销类人才交流会 2月9日 焦作市 焦作市人才交流中心招聘大厅 http://www.369hr.com/zhaopinhui/7540.html

2 2018人才兴旺薪想事成综合行业招聘会 2月21日 深圳市 深圳市新路程人才市场 http://www.zhujiangrc.com/zhaopinhui/244256.html

3 扬帆起航·创薪2018”春季首场特大型人才招

聘会
2月23日 襄阳市 襄阳市诸葛亮广场室内体育馆二楼 http://www.369hr.com/zhaopinhui/7522.html

4 郑州体育馆2018春节后首场大型招聘会 2月23日 郑州市 郑州市体育馆 http://www.zhongzhourc.com/zhaopinhui/240385.html

5 2018河南贺新春招聘会 2月23日 郑州市 郑州农村人力资源市场 http://www.zhongzhourc.com/zhaopinhui/240344.html

6
引才聚才——2018年湖南省“芙蓉人才行动
计划”新春人才交流会

2月23日 长沙市 湖南人才市场 http://www.hnrcsc.com/html/cz/index.html

7 2018新春户外大型招聘会 2月24日 佛山市 佛山三水西南环城路12号智汇大厦 http://www.369hr.com/zhaopinhui/7549.html

8 洛阳一拖体育场春节后首场招聘会 2月24日 洛阳市 涧西区一拖体育场 http://www.zhongzhourc.com/zhaopinhui/240204.html

9 2018河南贺新春招聘会 2月24日 郑州市 郑州农村人力资源市场 http://www.zhongzhourc.com/zhaopinhui/240345.html

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燕山大学 

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序号招聘会主题 时间 举办城市 举办地点 网络链接

1 营销、财会、金融、贸易、建筑、房产、医药类人才招聘会2月2日 成都市 小南街99号（人民公园斜对面） http://www.scrc168.com/SiteJobs/JoinCompany.aspx?RecruitmentID=1431

2 西秀区人力资源市场人才交流招聘会 2月2日 安顺市  西秀区人力资源市场 http://www.guiqianrc.com/zhaopinhui/244441.html

3 行政、人事、管理、教育、计算机、电子、机械类人才招聘会2月7日 成都市 小南街99号（人民公园斜对面） http://www.scrc168.com/SiteJobs/JoinCompany.aspx?RecruitmentID=1432

4 云南人才市场大型综合人才招聘会 2月8日 昆明市 云南人才市场 http://www.ynhr.com/

5 六盘水市人力资源市场现场招聘会 2月9日 六盘水市 六盘水市人力资源市场 http://www.guiqianrc.com/zhaopinhui/244437.html

6 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小型精品人才招聘会2月9日  拉萨市 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 http://www.xueshanrc.com/zhaopinhui/244425.html

7 2018汇博人才“开门红”招聘会 2月22日 重庆市 重庆两江新区龙头寺火车站华宇广场5号楼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

8 综合大型人才现场招聘会 2月23日 昆明市 云南人才市场 http://www.ynhr.com/

9 “游子还乡”重庆返乡人才大型招聘会 2月23日 重庆市 重庆两江新区龙头寺火车站华宇广场5号楼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

10 新春综合性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4日 贵阳市 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 http://www.gyrc.com.cn/web/guest/jobfairview?jfid=3314

11 “玉犬升平”新春综合性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4日 贵阳市 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 http://www.guiqianrc.com/zhaopinhui/244439.html

序号招聘会主题 时间 举办城市 举办地点 网络链接

1 昌吉州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每周四招聘会 2月1日 昌吉州 昌吉州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http://www.tianshanrc.com/zhaopinhui/240549.html

2 青海省西宁市综合类人才现场招聘会 2月2日 西宁市 西宁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http://www.xihairc.com/zhaopinhui/240625.html

3 张掖市人力资源市场现场人才招聘会 2月3日 张掖市 张掖市人力资源市场 http://www.longshangrc.com/zhaopinhui/244492.html

4 昌吉州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每周四招聘会 2月8日 昌吉州 昌吉州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http://www.tianshanrc.com/zhaopinhui/240550.html

5 青海省西宁市综合类人才现场招聘会 2月9日 西宁市 西宁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http://www.xihairc.com/zhaopinhui/240626.html

6 甘肃兰州人才市场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1日 兰州市 兰州市民安大厦 http://www.longshangrc.com/zhaopinhui/236761.html

7 昌吉州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每周四招聘会 2月22日 昌吉州 昌吉州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http://www.tianshanrc.com/zhaopinhui/240551.html

8 青海省西宁市综合类人才现场招聘会 2月23日 西宁市 西宁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http://www.xihairc.com/zhaopinhui/240627.html

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http://www.guiqianrc.com/zhaopinhui/244441.html
http://www.guiqianrc.com/zhaopinhui/r6304/
http://www.guiqianrc.com/zhaopinhui/244437.html
http://www.xueshanrc.com/zhaopinhui/r6401/
http://www.xueshanrc.com/zhaopinhui/r6401/
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20180222/
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20180222/
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20180222/
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20180222/
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20180222/
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20180222/
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20180223/
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20180223/
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20180223/
http://www.huibo.com/zhaopinhui/20180223/
http://www.guiqianrc.com/zhaopinhui/244439.html
http://www.guiqianrc.com/zhaopinhui/244439.html
http://www.guiqianrc.com/zhaopinhui/244439.html
http://www.guiqianrc.com/zhaopinhui/244439.html
http://www.guiqianrc.com/zhaopinhui/r6301/
http://www.longshangrc.com/zhaopinhui/244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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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春首场西安人才市场招聘会 2月24日 西安市 西安金领人才市场 http://www.guanzhongrc.com/zhaopinhui/240367.html

10 陕西省图书馆综合类人才交流招聘会 2月24日 西安市 陕西省图书馆 http://www.guanzhongrc.com/zhaopinhui/244108.html

11 甘肃兰州人才市场大型人才招聘会 2月24日 兰州市 兰州市民安大厦 http://www.longshangrc.com/zhaopinhui/236762.html

12 银川首场大型招聘会 2月24日 银川市 银川市人力资源市场 http://www.xixiarc.com/zhaopinhui/244541.html

13 新春首场西安人才市场招聘会 2月25日 西安市 西安金领人才市场 http://www.guanzhongrc.com/zhaopinhui/240368.html

http://www.xixiarc.com/zhaopinhui/24454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