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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人社〔2020〕66 号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举办“就在山城 圆梦青春—重庆市

202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型网络
双选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

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

各普通高校，有关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方便快捷、

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经研究决定，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共同

举办重庆市 2020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型网络双选活动，今后两

部门将针对我市高校毕业生不断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促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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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就在山城 圆梦青春

二、活动时间

3 月 5 日正式启动，3 月 5 日－12 日为集中网络招聘时间；

3 月 13 日至疫情结束后 3 个月内为常态化网络招聘时间。

三、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重庆市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重庆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协办单位：重庆市内各普通高校

区县（自治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中心）

参与线上招聘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四、参与对象

（一）有招聘需求的企事业用人单位。

（二）全市 2020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对家庭经济困难毕业

生、湖北籍毕业生等要精准动员到每人参加）、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

（三）经活动组织方审核同意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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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形式

采用“互联网+招聘”方式进行。在市教委官网（jw.cq.gov.cn）

和市人力社保局官网（rlsbj.cq.gov.cn）、重庆高校毕业生就业信

息 网 （ www.cqbys.com ） 、 市 人 才 交 流 服 务 中 心 网 站

（www.cqhri.com）和重庆就业网（rlsbj.cq.gov.cn/cqjy）同步发

布参与网络双选活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及其平台入口链

接，供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毕业生选择。用人单位在市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网站注册账户，发布岗位需求并在选择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开展招聘，相关信息实现共享。毕业生通过发布的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查询岗位信息、投递电子简历、参与在线视频面试，实

现岗位匹配和互动求职。

六、活动安排

（一）机构报名

有意愿参与重庆市 2020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型网络双选活

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要求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

1. 报名条件：一是具有开展网络活动相应资质；二是具备

自有招聘服务网站和开展网上在线招聘活动的软、硬件设备设施，

包括但不限于广告主题专栏、邀约及视频面试功能等；三是向用

人单位提供不少于 300 分钟免费的视频面试服务；四是能为本次

活动建立专门运维团队，确定团队牵头负责人（须为公司副总级

以上），形成项目工作组，项目工作组构成中至少应包含技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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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与安全防护、用户服务与咨询、投诉纠纷处理、资质与信息审

核、服务质量监督等组别。报名时提交团队负责人和各项目组责

任人名单及联系方式，便于应急联系；五是有完备的平台用户个

人隐私安全保护机制和相应技术支撑。

2. 报名方式：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如实填写报名表（附件 1）

和附件 2、3 材料，并在 2020 年 3 月 4 日之前将电子版及签字盖

章扫描版传至指定邮箱 49175640@qq.com。盖章的纸质件待疫

情结束后送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3. 发布机构：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核实申请情况，对符合

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市教委官网、市人力社保局官网、重

庆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网站和重庆就业

网同步发布，供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选择。

（二）选取机构

用人单位登录市教委官网、市人力社保局官网、重庆高校毕

业生就业信息网、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网站和重庆就业网之一，

均可选取网络双选活动指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最多 3 家。

（三）需求发布

用人单位注册并经审核通过后，可免费在选择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重庆市 2020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型网络双选活动专栏

（专区）”发布岗位和招收需求。

（四）毕业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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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发动、指导市内各高校

组织 2020 届毕业生参与，各区县（自治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中心）组织引导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分别引导毕业生

到双选活动专栏（专区）进行注册登录、完善个人简历、搜索岗

位信息、投递电子简历、参与视频面试等。

（五）供需对接

1. 网络招聘：用人单位在选择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网站上

筛选和下载求职简历，组织网络视频面试等。

2. 投递简历：高校毕业生免费在发布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网络双选活动平台上注册登录，并在网络双选活动专栏（专区）

查看用人单位介绍及就业岗位信息，在线投递简历，接受用人单

位视频面试邀约等。

3. 精准对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根据用人单位的招聘需

求，制定求职者供给方案，主动对接用人单位，宣传就业岗位，

拓展求职资源，精准对接，高效服务，促进供需匹配成功。

七、实施网络招聘激励

（一）奖励对象和标准。参与重庆市 2020 年普通高校毕业

生大型网络双选活动并为用人单位提供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享受 200 元/家用人单位服务补助。对向离校两年内

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免费职业介绍服务，促成其与企业签

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 6 个月社会保险费的人力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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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给予 500 元/人的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二）补助结算和支付。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在疫情结束的

3 个月内，根据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本次活动提供的用人单位服

务家数和以上补助标准结算支付。符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申领条

件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属地就业部门申报。

八、相关要求

（一）举办好本次高校毕业生网络双选活动是我市教育部门、

人力社保部门共同组织各方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发力，抗击疫情稳

定就业和促进就业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新形势下确保就业服务不

断线、不离线的重要工作内容。今后两部门将充分发挥各自职能

作用，积极作为，齐心协力，共同组织开展我市高校毕业生线上

线下招聘活动，让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在重庆就业创业，为我市的

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高校，有

关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组织，

抓好工作协调和具体落实。

（二）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要结合本地实际，组织

发动辖区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与网络双选活动；进一步发

动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用人单位广泛参与。

（三）各高校要通过本校就业网站、微信公众号、QQ 群等

广泛宣传，积极动员和指导毕业生参与网络求职，引导合作用人

单位参与网络招聘；要统筹做好毕业生参与情况追踪，了解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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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求职效果；要组织开展毕业生求职安全教育和在线指导服务，

引导毕业生树立良好的就业心态，帮助毕业生提高求职成功率。

如发现有不实招聘或欺诈情况，应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予以妥善处

置，维护毕业生权益。及时为毕业生在线办理就业手续。

（四）用人单位要严格遵守《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法

律法规和国家人社部、教育部就业招聘“三严禁”相关规定，如

实发布单位简介、岗位需求、任职条件、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

信息，不得发布就业歧视、虚假招聘信息，严禁违法违规招聘行

为。违法违规者将取消参加活动的资格，情节严重的移送相关部

门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五）参与活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在 PC 端、手机端、

网站显著位置开设活动专栏（专区），设计活动的专题宣传页，

保质保量组织实施本次网络双选活动；切实做好信息安全防护、

个人隐私保护和网络双选平台良好运行支撑保障；严格审核用人

单位资质及其招聘信息，精准发布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信息，

严防虚假招聘信息和违法违规招聘行为，及时妥善处理用户咨询

和就业纠纷，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每天将前日用人单位参

与网络双选活动数据、分高校参与毕业生数及简历投递数报送市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作为费用结算依据。

（六）工作对接联系

1. 市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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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各高校对接联系：廖翔 15320905313；

2. 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人力资源机构报名咨询：张莹 13637821255，

用人单位报名咨询：谭雁鹏 15213657745；

3. 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组织引导：陈宇 18623193387。

附件：1. 重庆市 2020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型网络双选活动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报名表

2. 重庆市 202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型网络双选活动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运维团队相关负责人名单

3. 重庆市 202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型网络双选活动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个人隐私防护措施

重 庆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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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 202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
大型网络双选活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报名表

说明：填报单位向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提交该表时起，即表明填报单

位已完全知晓和明确本次网络双选活动相关工作责任和要求，并承诺保质

保量完成相关工作任务，自愿承担相关责任。

单位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服务平台及网址

提供服务 网络招聘 □视频面试

机构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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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 202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
大型网络双选活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运维团队相关负责人名单

单位名称（公章）：

分组 负责人姓名 职务 手机

运维团队负责人

资质与信息审核组

用户服务与咨询组

技术保障与安全防护组

服务质量监督组

其他组

备注：团队有其他组别的自行填写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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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 202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
大型网络双选活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个人隐私防护措施

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按贵中心有关工作要求，我司将严格按国家《网络安全法》

及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相关规定，采取以下举措切实保护个人信息

安全，并承担相关责任。

（…措施内容…）

XXXXX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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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2 月 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