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科技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会邀请函及日程安排

尊敬的用人单位：

您好！

诚挚感谢贵单位多年来对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苏州科技大学地处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由

原苏州城建环保学院与原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合并组建而成，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文管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是教育

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2017 年成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江苏省共建高校，同年获批江苏省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学校拥有石湖、江枫、天平三个校区，主校区石湖校区毗邻石湖水，坐拥上方山，环境优美，风景迤逦。校园占地面积 2300 亩，

校舍建筑面积 60 余万平方米；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17000 余人，研究生 1950 余人，学历留学研究生近 100 人。

学校拥有 16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2 个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 B；6个学科入选江

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4个学科入选“十三五”省重点学科。61 个本科专业中，3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5 个

专业入选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3个专业入选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5个专业入选首批江苏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5个专业通过高等教育专业评估, 3 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毕业生的就业政策，促进毕业生尽早就业、顺利就业，扎实推进校园招聘等就业活动，在做实疫情防控

常态化各项措施，保证校园安全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有序防控、安全有序招聘”的原则，结合毕业生实际就业需求，学校于 9月中

下旬全面启动校园招聘，诚邀各企事业单位来校选聘优秀毕业生。



参会办法和流程：

1.有意向来校招聘单位需事先在我校就业创业网站（http://usts.91job.org.cn/）进行注册。

2.招聘信息发布。请贵单位登录苏州科技大学就业创业网，点击“招聘公告”或“职位发布”，填写相关信息，经学校审核通过

后方可推送给相关专业毕业生。

3.校园双选会。请有意向参加的单位登录网上报名专区（苏州科技大学就业创业网——招聘会——选择拟参加的双选会场次），

点击“单位报名参加”，填写相关信息预定展位，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方可按照通知要求参会。

4.校园宣讲会。宣讲会申请条件原则上要求用人单位为大型优质企事业单位，学生关注度高，行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招聘专业

对口，学历要求相符的优质企业。

（1）线上宣讲会：请贵单位登录苏州科技大学就业创业网，点击“空中宣讲会申请”，填写相关信息，等待学校审核。

（2）线下宣讲会：请贵单位登录苏州科技大学就业创业网，点击“宣讲会申请”，填写相关信息，等待学校审核。

5.竭诚欢迎地方人社部门及各行业集团来校开展组团招聘活动，预约办法和有关组织事宜请另行来电咨询，咨询电话：

0512-68240067，段老师。

注意事项：

1.请各用人单位在招聘前认真查看我校就业创业网“通知公告”中“用人单位选聘须知”、“苏州科技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秋季校

园招聘实施方案”，校园招聘会向社会各企事业单位免费开放，欢迎网上预约展位。每场招聘会提前一周左右时间网上预约招聘会展

位，详情请关注我校就业创业网“招聘会”一栏。

2.线下专场宣讲会请贵单位至少提前一周网上预约，方便我中心与其他部门商议宣讲场地及前期通过就业网、就业工作群、“苏



科大就业”微信公众号等宣传。

3.线下双选会展位由学校统一审核和安排，请各用人单位于招聘会前一天在“参展的企业”中查看本单位展位号，未经工作人员

同意不可自行调整展位。

4.展位预定成功后因故不能参会的，请及时在报名系统中撤销预定，无故缺席的用人单位将被列入黑名单。

5.校园内禁止随意悬挂横幅、张贴海报、设置路标、私发传单等影响校园环境、破坏校园秩序的行为发生，请用人单位给予支持

配合。

6.进校招聘单位需严格遵守学校招聘流程及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请进校招聘单位在“苏州科技大学就业创业网”——“常用下

载”中下载“苏州科技大学新型肺炎防控期间外来人员进校申报、审批表”，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打印纸质版，需每人一份，单位审

批人签字，加盖公章后进校时交给学校门口保卫处工作人员，原则上每家用人单位不超过 3人进校，进校招聘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

提供本人 14 天轨迹查询，出示苏康码，石湖校区请从北大门（1号门）进入，江枫校区请从北大门进入，天平校区请从西门进入，请

贵单位配合保卫部门完成进校查验相关流程。

7.为维护毕业生就业安全和合法权益，校园招聘会严禁传销招聘、虚假招聘等违规行为，参会单位发布的招聘信息须为本单位直

接用人需求，不得代为其他单位招聘。参会单位需严格管理招聘人员，规范招聘行为，如有违法、违规行为，学校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未尽事宜，请与苏州科技大学学生就业服务与职业发展中心联系。

请各用人单位关注我校校园招聘 QQ 群和“苏科大就业”微信公众号，我们将在第一时间推出相关就业资讯。



苏州科技大学诚邀各企事业单位来校选聘优秀毕业生！

苏州科技大学学生就业服务与职业发展中心

联系人：段老师、孙老师

电话：0512-68240067/69379210

网址：http://usts.91job.org.cn/

http://usts.91job.org.cn/


苏州科技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秋季校园综合招聘会日程安排

举办单位 招聘会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学生就业服务与

职业发展中心
苏州科技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秋季校园综合招聘会 9月 30 日 石湖校区老体育馆 段老师 0512-68240067

学生就业服务与

职业发展中心
苏州科技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秋季校园综合招聘会 10 月 14 日 石湖校区老体育馆 段老师 0512-68240067

学生就业服务与

职业发展中心
苏州科技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秋季校园综合招聘会 10 月 28 日 石湖校区老体育馆 段老师 0512-68240067

学生就业服务与

职业发展中心

江苏省百校联动——苏州高新区人才中心专场招聘

会
11 月 11 日 石湖校区老体育馆 段老师 0512-68240067

学生就业服务与

职业发展中心

江苏省百校联动——苏州工业园区人才中心专场招

聘会
11 月 25 日 石湖校区老体育馆 段老师 0512-68240067

学生就业服务与

职业发展中心
苏州科技大学 2021 届毕业生校园综合招聘会 12 月 9 日 石湖校区老体育馆 段老师 0512-68240067

学生就业服务与

职业发展中心
苏州科技大学 2021 届毕业生校园综合招聘会 12 月 23 日 石湖校区老体育馆 段老师 0512-68240067

学生就业服务与

职业发展中心
苏州科技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网络综合招聘会

9月 23 日-12 月

31 日
Job 智慧就业网站 段老师 0512-68240067



苏州科技大学各学院 2021 届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会日程安排

举办单位 招聘会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

建筑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一） 10 月 23 日 江枫校区成教楼 3楼
滕老师

李老师
0512-68092475

建筑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二） 11 月 20 日 江枫校区成教楼 3楼
滕老师

李老师
0512-68092475

建筑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三） 12 月 11 日 江枫校区成教楼 3楼
滕老师

李老师
0512-68092475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一） 9月 25 日 江枫校区礼堂 柴老师 0512-68786557

土木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二） 10 月 21 日 江枫校区礼堂 柴老师 0512-68786557

土木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三） 11 月 18 日 江枫校区礼堂 柴老师 0512-68786557

土木类专业专场招聘会（四） 12 月 16 日 江枫校区礼堂 柴老师 0512-68786557

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

环境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一） 10 月 21 日 石湖校区环境学院一楼大厅 陈老师 0512-68092187

环境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二） 10 月 28 日 石湖校区环境学院一楼大厅 陈老师 0512-68092187

暖通、给排水专业专场招聘会（一） 11 月 4 日 石湖校区环境学院一楼大厅 徐老师 0512-68092187

研究生专场招聘会（一） 11 月 11 日 石湖校区环境学院一楼大厅 陈老师 0512-68092187

校友企业招聘会 11 月 18 日 石湖校区环境学院一楼大厅 陈老师 0512-68092187

暖通、给排水专业专场招聘会（二） 12 月 9 日 石湖校区环境学院一楼大厅 陈老师 0512-68092187

研究生专场双选会（二） 12 月 16 日 石湖校区环境学院一楼大厅 徐老师 0512-68092187

贫困生专场招聘会 12 月 23 日 石湖校区环境学院一楼大厅 陈老师 0512-68092187



环境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三） 12 月 30 日 石湖校区环境学院一楼大厅 陈老师 0512-68092187

化学与生命科学

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化学、生物、材料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一） 11 月 4 日 石湖校区 6教一楼 祝老师 0512-68418485

化学、生物、材料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二） 11 月 27 日 石湖校区 6教一楼 祝老师 0512-68418485

地理科学与测绘

工程学院

测绘、地理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一） 10 月 23 日 石湖校区 C2 一楼招聘大厅 钱老师 0512-68094061

测绘、地理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二） 12 月 11 日 石湖校区 C2 一楼招聘大厅 钱老师 0512-68094061

测绘、地理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三） 待定 网络招聘会 钱老师 0512-68094061

电子与信息工程

学院

电子、电气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一） 10 月 21 日 石湖校区电子楼大厅 周老师 0512-68098397

电子、电气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二） 11 月 18 日 石湖校区电子楼大厅 周老师 0512-68098397

电子、电气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三） 12 月 9 日 石湖校区电子楼大厅 周老师 0512-68098397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一） 10 月 21 日 天平校区 2教-3 教连廊 陆老师 0512-68320710

机械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二） 11 月 18 日 网络招聘会 陆老师 0512-68320710

商学院
商科、管理类专业招聘会（一） 10 月 21 日 待定 伍老师 0512-68418254

商科、管理类专业招聘会（二） 11 月 18 日 待定 伍老师 0512-68418254

社会发展与公共

管理学院

文学院

教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科学院联合招聘会 10 月 21 日 待定 张老师 0512-68415948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信息、统计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一） 10 月 21 日 石湖校区电子楼大厅 楼老师 0512-68230125

数学、信息、统计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二） 11 月 18 日 石湖校区电子楼大厅 楼老师 0512-68230125



数学、信息、统计类专业专场招聘会（三） 12 月 9 日 石湖校区电子楼大厅 楼老师 0512-68230125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专业专场招聘会（一） 10 月 21 日 石湖校区 C2 一楼大厅 刘老师 0512-68084875

英语、日语专业专场招聘会（二） 12 月 16 日 石湖校区 C2 一楼大厅 刘老师 0512-68084875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物理类专场招聘会（一） 10 月 21 日 石湖校区逸夫楼 A楼大厅 吴老师 0512-68310150

物理类专场招聘会（二） 11 月 18 日 石湖校区逸夫楼 A楼大厅 吴老师 0512-68310150

物理类专场招聘会（三） 12 月 9 日 石湖校区逸夫楼 A楼大厅 吴老师 0512-68310150

艺术学院 艺术类(美术)专业专场招聘会 11 月 25 日 江枫校区艺术楼二楼 张老师 0512-68056439

音乐学院 艺术类(音乐)专业专场招聘会 11 月 30 日 石湖校区 8教演播厅 姚老师 0512-68418423

以上招聘会时间可能会略有调整，具体时间请以我校就业创业网通知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