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岩学院 2022 届工科类毕业生校园招聘会

邀 请 函

尊敬的用人单位：

衷心感谢贵单位多年来对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大力支持！此次招聘会涉

及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化学与材料学院两个二级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车辆工程、物理学（师范）、材

料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应用化学、化学 9个本科专业，毕业生 1024 人。我

校将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在厚德楼一楼举行 2022 届工科类毕业生校园招聘

会，为用人单位与我校毕业生搭建一个双向交流的平台，竭诚邀请贵单位届时

派遣人员参加。

一、会议时间：202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9:00—12:00

二、会议地点：厚德楼一楼

三、布展时间：202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7:30—9:00

四、 主 办：学生工作部（处）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化学与材料学院

五、参会事项：

1.本次招聘会为每个参会单位免费提供展位及布置展位的必需品（两张桌椅、

展板底板一块【规格：0.8m*1.2m】、矿泉水等）, 并为每个单位提供 2人午

餐，就餐采用统一订餐，发放到各自展位，时间为 11:30－13:00。

2.请参会单位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前，登陆“龙岩学院就业信息网”智慧就业

平台注册报名，具体注册报名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

3.因展位有限,主办方将根据实际进行筛选，请报名企业随时登入平台查看报名

审核结果。最终参会企业名单将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前在龙岩学院学生就业信

息网“招聘服务”栏目上公布（网址：http://xsjy.lyun.edu.cn/）。

4.请报名成功的企业 11 月 16 日前将以下材料发送至邮箱:499549830@qq.com

(请以 XX 单位招聘会参会材料为主题命名)

(1)附件 2：用人单位入校承诺书

(2)附件 3：龙岩学院 2022 届工科类招聘会进校人员登记表

5.请报名成功的企业入校时携带以下物品：

http://xsjy.lyun.edu.cn/
mailto:4.请报名成功的企业12月2日前将以下材料发送至邮箱:362646706@qq.com


（1）附件 2：用人单位入校承诺书（加盖公章）；

（2）附件 3：龙岩学院 2022 届工科类招聘会进校人员登记表（加盖公章）。

（3）《龙岩学院入校回执》（加盖公章）。入校前 48 小时内登录“龙岩学院

就业信息网站”的访客登记处上传疫情防控材料：行程码、健康码、48 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龙岩市内低风险区入校招聘人员只需查看八闽健康码和行

程卡），系统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可以登录龙岩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官网智慧就业

系统下载《龙岩学院入校回执》。特别强调入校人员不允许临时变更，如确有

突发情况需要变更的需提前 2天重新进行入校人员登记。

6.对进校参加宣讲招聘活动的招聘人员的疫情防控要求如下：

（1）不接受疫情中高风险区人员（含旅居史）进校（参会前 14 日有途经疫情

中高风险区及有疫情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不得进校）；

（2）招聘人员进校时严格按照学校疫情防控要求做好登记和体温测量，招聘活

动期间佩戴口罩、保持 1米距，尽量间隔入座、不扎堆。

7.入校流程：招聘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和《龙岩学院入校回执》，并现场出

示八闽健康码和防疫行程卡，统一从学院前门（正门）进入，经学校安全处值

班人员核验证件材料、现场测温无异常，履行正常手续后方可入校。

8.请参会单位自带参会所需其他相关材料（含宣传材料、招聘要求、单位相关

印章等）。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钟老师 联系电话:15880680663、0597-2791219

陈老师 联系电话:13860249196、0597-2791219

魏老师 联系方式:16605970323、0597-2791219

陈老师 联系方式:18039872960、0597-2791219

涂老师 联系电话:15206009363

匡老师 联系方式:13850680097

联系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东肖北路 1号龙岩学院

邮 编：364012 E-Mail: 499549830@qq.com

附件 1：龙岩学院 2022 届工科类毕业生校园招聘会报名流程

附件 2：用人单位入校承诺书

附件 3：龙岩学院 2022 届工科类招聘会进校人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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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龙岩学院 2022 届企业进校招聘宣讲人员安全防护知识

附件 5：龙岩学院周边酒店信息

热诚欢迎广大用人单位派员莅校招聘！

学生工作部（处）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化学与材料学院

2021 年 10 月 25 日



附件 1：

龙岩学院 2022 届工科类毕业生校园招聘会

报名流程

通过电脑端进入新版龙岩学院就业信息网

（https://lyxy.jysd.com/?target=_blank）进行申请。用人单位如果是首次

使用该系统，请先注册。

1、招聘会展位预定

请用人单位在 11 月 11 日前报名，在单位中心找到：“龙岩学院 2022 届工科类专业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进行报名，填写招聘会报名表。



职位也是从历史发布的职位库中选择的。填写完成以后提交，等到学校管理员审核，

并分配展位。

2、等待学校审核、分配展位

注意：在审核通过或者不通过的情况下，学校都会以邮件的方式通知到单位，邮件通

知一般都是通知到单位的注册邮箱中。请保持邮箱正常登录。

3、学校下发参会证明

在分配完成展位以后，学校会给单位发送参会通证明，单位可以在我的预定中查看并

且可下载打印，活动举办时间可以带到现场用来签到。



4、 填写入校申请（邮件、短信）

1、如果用人单位有申请学校的校园宣讲或者是预定了招聘会展位，请等待学校审核，

审核通过后期，学校会向个用人单位发送入校申请的通知，单位收到的消息如下：



2、 点击链接提交入校申请，如有多人需要入校，可以添加多个，添加以后提交即

可。

5、 等待管理员审核入校申请

6、 查看审核状态



6、1 用人单位请随时关注审核状态，审核通过以后会自动生成入校回执，打印或直接

拿电子版的入校凭证进行入校。

1、如果被审核不通过，可查看不通过原因。



附件 2：

用人单位入校承诺书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我单位 （单位名称）郑重承

诺：

一、校园招聘活动参会人员（以下简称参会人员）本人及家庭共同生活成

员目前没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没有被诊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

疑似病例，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近 14 天无中高风险

地区或重点防控地区旅居史、接触史，没有被集中医学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

除医学观察。

二、主动学习和自觉遵守国家、省市以及学校出台的疫情防控各项规定，

主掌握个人防护与消毒等知识和技能，做好个人防护。

三、参会人员自觉遵守学校进校佩戴口罩，若出现发热症状不进入学校等

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

四、参会人员均持有八闽健康码；参会之前 14 日有龙岩市外旅居史人员均

持有招聘活动举办前 48 小时日内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明。

五、参会人员到达招聘现场后不随意走动，也不到学校非招聘场所之外的

其它区域。

六、来参会时，携带以下物品并加盖公章：

（1）附件 2：用人单位入校承诺书；

（2）附件 3：龙岩学院 2022 届工科类招聘会进校招聘人员登记表

（3）龙岩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官网智慧就业系统生成的《龙岩学院入校回

执》

七、不在校园招聘活动区域以外的任何地方散发宣传单、摆设摊位、摆放

易拉宝、贴海报。

八、校园招聘活动结束后及时离开校园。

九、不违反学校其它疫情防控要求。



我单位对违反学校规定与疫情防控规定无法入校参加招聘活动无异议，如

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愿意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单位名称： （盖章） 负责人： （签字）

2021 年 月 日

附件 3：

龙岩学院 2022 届工科类招聘会进校招聘人员登记表

企业名称 岗 位 姓 名 联系方式
进校时间

（具体到时）

离校时间

（具体到时）



附件 4：

龙岩学院 2022 届企业进校招聘宣讲人员安全防护知识

1.全程正确佩戴口罩。乘坐交通工具时，请自觉佩戴口罩。口罩，隔离疫情，

不隔离人情。应尽量避免与他人面对面站立，要与人保持距离，途中尽量避免

用手触摸车上物品，切忌用手触摸眼睛、鼻子、嘴巴等，建议使用一次性手

套。

2.保持安全距离。返程路上，请你尽量减少去往人流聚集处，尽量避免近距离

（1米以内）与人面对面的交谈。

3.随身携带消毒用品。建议购买酒精消毒片，用酒精消毒片擦拭交通工具的扶

手、座椅等，也可以随时对手机屏幕及背面进行消毒，到达目的地后应立即洗

手或者用消毒用品进行全面消毒。

4.废旧口罩处置。途中，使用过的口罩，请你由内往外包裹后，装入塑料袋，

亲手扔进垃圾箱中，避免二次污染。

5.不随地吐痰。返程途中，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手臂等遮住口鼻，避免

用手直接触摸口、鼻或眼睛，并尽快洗手。

6.不携带活禽。返程途中，请不要携带活禽或野生动物，也尽量避免和野生动

物接触，避免细菌病毒传播。

7.注意饮食卫生。避免进食生食和未熟透动物产品。

8.配合防控工作。记得带支笔，如需填写旅客信息登记表，用自己的笔快速又

安全。同时请牢记自己抵达龙岩的时间、车次（或车牌、航班号）、座位号

等，以配合可能的相关密切接触者调查。

9.积极应对突发情况。返回途中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请立即联系当

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部门），就地实行隔离，等待疫情防控指挥部（部门）处

理。

10.保持通讯畅通。手机保持 24 小时畅通，保持与组织方的联系。

这是我们能为你想到的提醒，但防疫的关口在每一处细节，希望大家照顾好自

己，关爱自己也是关爱他人。



附件 5：

龙岩学院周边酒店信息

按距离远近排列：

一、龙岩中凯国际酒店（四星级）

距离：2.2 公里，商务双床房：250 元左右/间。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腾南路 16 号(龙腾南路与曲潭路的交叉口南 300

米)

预定电话：(0597)3218888

二、龙岩客天下酒店

距离：2.4 公里，双床房：180 元左右/间。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腾路志高神州欢乐园

预定电话：(0597)3396999

三、锦江之星（龙岩万达广场店）

距离 2.6 公里，普通双人房 180 元左右/间。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曹溪中路 218 号

预定电话：(0597)2830888

四、龙岩万达嘉华酒店



距离：2.7 公里，普通双人房：350 元/间（协议价）。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双龙路 1号万达广场 B2 号楼 1层

预订电话：(0597)5268888

五、龙岩时光枫华酒店（龙岩万达店）

距离 2.7 公里，普通双人房 250 元左右/间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双龙路万达广场 SOHO-C 栋

预定电话：(0597)3086888

六、最佳西方财富酒店

距离：4.3 公里，普通双人房：250 元左右/间。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体育公园 18 号

预订电话：(0597)5399999

七、东方凯悦商务酒店

距离：4.4 公里，普通双床房：200 元左右/间。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曹溪北路 111 号晟龙豪庭 2期

预定电话：(0597)296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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