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烟台市“留在烟台·青春无忧
——千企万岗进校园”系列招聘活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驻烟高校，有关部门、单

位：

现将《烟台市“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校园”系

列招聘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烟台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9月 13 日

中共烟台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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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留在烟台·青春无忧
——千企万岗进校园”系列招聘活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烟台市青年人才“百千万”集聚计划暨 2022

“就选烟台·青春无忧”青年人才专项招引行动实施方案》（烟委

人组发〔2022〕1 号）和《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驻烟高校毕

业生留烟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烟政发〔2022〕6号）部署安排，

积极做好 2023 届驻烟高校毕业生留烟工作，决定利用 9-12 月 4

个月时间，集中开展烟台市“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

校园”系列招聘活动，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活动目标

聚焦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人才需求，启动烟台市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校园”系列招聘活动，坚持

市县联合、校地协同、政企联动，整合留才资源、畅通留才渠道、

提升服务水平，发动上千家企事业单位走进校园招聘，面向驻烟

高校提供数万个就业岗位，统筹安排好政策宣讲、留烟体验日等

配套活动，全面为驻烟高校毕业生和烟台市企事业单位搭建高效

便捷的对接交流平台，积极吸引驻烟高校毕业生留烟就业创业，

努力实现驻烟高校毕业生留烟率大幅提升。

二、活动主题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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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时间和地点

2022 年 9 月-12 月，每项活动具体时间、举办地点、活动日

程等事项，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统筹安排，各承办单位具体确定。

四、服务对象

（一）省属驻烟高校、市属高校和技师学院及其它院校等驻

烟高校 2023 届毕业生。

（二）烟台市各类用人单位。

五、工作任务

（一）举办启动仪式。9 月 24 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在鲁东大学举行“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校园”

系列招聘活动启动仪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区市要全面

做好组织发动工作，重点组织产业头部企业、上市公司和各类企

事业单位参会，确保参会单位数量和质量。鲁东大学要做好活动

场地布置、学生参会、招聘单位服务等各项工作，确保首场活动

顺利有序进行。芝罘区要协助鲁东大学做好疫情防控报批工作，

全面落实好活动当天的疫情防控措施，确保首场活动不出问题。

（二）组织校园招聘活动。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

各高校、各区市协同配合，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在驻烟高校轮动举办综合性、行业性、技能类

等 43 场次校园招聘活动，实现驻烟高校和应届毕业生全覆盖。各

高校和相关承办单位要提前搞好沟通对接，制定活动细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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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活动任务目标和时限要求，切实抓好落实。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和各区市要根据承办高校要求，广泛发动用人单位报名参

会，确保达到各场次活动的规模要求。面向部分区市单独举办的

小型招聘活动，有意愿的区市与承办高校要及时联系对接，尽早

确定举办时间和地点，做好辖区内用人单位的组织发动工作，共

同办好相关场次活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对各区市组织发

动参会单位情况进行统计，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

（三）开展政策宣讲推介。根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下发的《关于开展人才政策“四进”活动驻烟高校专场宣介暨

“职业生涯第一课”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驻烟高校需求，集

中开展 23 场次人才政策宣讲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才政策知晓度。

宣讲责任部门和单位要主动与驻烟高校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及早

确定宣讲活动日程、宣讲主题、宣讲人员等事宜，按计划开展好

各项政策宣讲活动。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协调市住建局、

征兵办公室开展宣讲活动。宣讲责任单位涉及其他单位或企业的，

由院校所在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协调宣讲单位和企

业，做好沟通联络工作，确保相关宣讲活动按时进行。

（四）推进毕业生留烟体验。根据驻烟高校毕业生专业设置，

结合烟台“9+N”产业发展规划，以相关相近院系为单位，以用人

单位招聘需求为导向，组织相关专业毕业生到对口企事业单位开

展 45 场次体验活动。体验活动由各高校和涉及的相关区市共同负

责，尽早商定体验活动的时间、地点、日程等事宜。高校主要负



- 4 -

责参加体验活动学生的组织工作；相关区市要承办好体验活动，

负责协调落实参观单位、安排接送车辆、精心设计参观路线，为

参加体验活动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保险。驻烟高校指名参观相关具

体单位的，由该单位所在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沟通联系。

如有新增体验活动需求的，由相关区市和高校直接对接协商，妥

善予以安排。

六、有关要求

（一）关于具体活动时间。各项招聘活动时间原则上以方案

确定的时间为准，如有更改，须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系确

认，并正式对外进行公布。小型招聘活动、政策宣讲和体验活动

均未确定具体时间，由承办高校和相关区市共同商定，第一时间

通知参会单位和学生，并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行反馈，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全力协助做好宣传推介工作。如遇疫情突

发情况，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统筹做出妥善安排，适时转为

线上举办，或择期线下进行，并向社会予以公告。

（二）关于招聘活动报名。各项招聘活动的报名工作，均通过

优聘·烟台引才云平台（微信小程序简称“优聘引才云”）进行，招聘

单位暂时须通过电脑端登陆(https://youpin.ytrckc.com/#/login)

注册，用户操作手册可在平台直接下载，下一步将开发招聘单位

手机端。各高校不单独接受招聘单位报名，后期将从平台导出招

聘单位需求岗位数据，供各高校使用。各区市要抓住这次活动的

有利时机，广泛发动所属各类企事业单位通过“优聘·烟台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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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开展招聘工作，后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也将向国内

其它高校毕业生和社会各类人才推广使用。各区市注册发布岗位

的招聘单位要达到一定数量目标（招聘单位数量/辖区 2021 年底

规模以上企业数量≧50%），年底前“优聘·烟台引才云平台”注

册发布岗位的单位数量达到 1000 家以上。各驻烟高校要全面组织

2023 届毕业生和其它有愿意的学生注册使用微信小程序。“优聘

引才云”平台个人注册程序便捷，个人只需填写姓名、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毕业年度和联系方式等几项基本信息，简历可通过附

件的方式上传，整个注册过程 1分钟即可完成，同时可以实现所

学专业和招聘岗位的智能匹配，为广大毕业生求职带来极大便利。

各高校要通过院系、团委、学生会、就业网站、微信群等方式进

行全方位推广，争取 2023 届毕业生全面覆盖，其它在校生广泛知

晓，积极推动毕业生与烟台招聘单位通过平台进行沟通对接，共

同打造驻烟高校毕业生选择烟台、留在烟台的重要线上平台。

（三）关于疫情防控。此次系列招聘活动，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已提前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进行沟通，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答复在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可以稳妥举办，并要求

各场次活动须单独进行报批。各高校、各区市要坚定办好活动的

信心和决心。一是严格执行各场次活动单独进行防疫报批制度。

凡是达到防疫报批规模要求的有关场次活动，承办单位均要单独

向所在区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进行报批，获得批准后方可举办。因

所在区市疫情原因未获批准的，承办单位不得举办。善后事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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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商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妥善处理。二是严格履行各

场次活动承办单位防疫主体责任。各驻烟高校及其它有关承办单

位，要按照所在区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具体要求，切实扛起主体

责任，在场所设置、防疫人员安排、防疫物资准备、人员入场把

关等各个方面和关键环节，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有关措施，消除疫

情防控有关隐患，确保各自承办的活动不出问题。三是严格限定

各场次活动参加人员范围和条件。各场次活动参加人员应全部为

烟台常驻人员，烟台市以外人员不得参加。高校方面严格限定为

校内毕业生和相关工作人员，校外方面严格限定为招聘单位人力

资源负责人员、媒体记者，组织、人社、教育等相关部门、单位

负责人员，以及与活动紧密相关的有关人员。上述参加人员应在

7 日内未离开烟台或已完成隔离观察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按规

定完成核酸检测频次，身体健康，体温正常，行程码为绿码，以

及符合其它有关防疫规定和要求。

各区市、驻烟高校、相关部门（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

把“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校园”系列招聘活动作为

做好 2023 届毕业生留烟就业工作的重要抓手，加强组织领导，按

照计划安排，明确工作措施和时间进度，尽最大努力办实办好各

项活动，确保取得活动实效。每项活动结束后，请及时向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反馈活动开展情况。各部门要结合“爱才助企·暖

心服务”专项行动开展，做好联系企业的宣传发动工作。

1.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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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刘东辉 付婷婷

电 话：6647767

邮 箱：ytsbys@163.com

2.“优聘引才云”微信小程序

技术咨询电话：13296459603

附件：1.“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校园”重要招

聘活动计划

2.“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校园”小型招

聘活动计划

3.“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校园”政策宣

讲活动计划

4.“魅力烟台”留烟就业体验日活动计划

5.各高校活动联系人、各区市活动联系人

6.“优聘引才云”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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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校园”重要招聘活动计划

序

号
招聘会名称 举办时间

招聘会

类别及形式
举办地点 承办单位

企业

数量
协办单位

1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鲁东大学专场招聘会

（启动仪式）
9月 24 日 综合类/线下 鲁东大学

鲁东大学

烟台市人社局

芝罘区

150 各区市

2
2022 龙口市“百企千岗高校行”—烟台南山学院

纺织、制造业专场招聘会
10 月 15 日 行业类/线下 烟台南山学院

烟台南山学院

龙口市
10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3 山东工商学院毕业生线上校园招聘会 10 月下旬 综合类/线上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工商学院

烟台市人社局
200 各区市

4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烟台黄金职业学院招聘会 10 月 22 日 综合类/线下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烟台黄金职业

学院、招远市
10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5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烟台科技学院秋季招聘会 10 月 27 日 综合类/线下 烟台科技学院
烟台科技学院

蓬莱区
20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6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烟台理工学院 2023 届毕

业生秋季校园招聘会
10 月 29 日 综合类/线下 烟台理工学院

烟台理工学院

莱山区
20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7
2022 年烟台南山学院区域招聘会暨烟台市企业

专场招聘会
10 月 30 日 综合类/线下 烟台南山学院

烟台南山学院

龙口市
20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8 现代金融服务业专场招聘会 11 月 5 日 综合类/线下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工商学院

芝罘区
20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9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烟台大学专场招聘会 11 月 12 日 综合类/线下 烟台大学
烟台大学

烟台市人社局
150 各区市

10 “留在烟台·实现大国工匠梦想”招聘会 11 月 15 日 综合类/线下
烟台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

学院、福山区
4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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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聘会名称 举办时间

招聘会

类别及形式
举办地点 承办单位

企业

数量
协办单位

11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2022年校园招聘会（秋

季）
11 月 16 日 综合类/线下

中国农业大学

烟台研究院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

研究院、高新区
8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12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招聘会
11 月 18 日 综合类/线下

烟台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黄渤海新区
10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13 就选山东-省级金融服务类专场招聘会 11 月 19 日 行业类/线下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山东商务职业

学院、高新区
20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14
“我选我就业·我优我成才”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招聘会
11 月 20 日 综合类/线下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烟台黄金职业

学院、招远市
50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15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烟台职业学院秋季网络

招聘会
10-11 月 综合类/线上 烟台职业学院

烟台职业学院

高新区
20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16
烟台理工学院 2023 届毕业生秋季校园网络（线

上）招聘会
12 月 综合类/线上 烟台理工学院

烟台理工学院

莱山区
200

烟台市人社局

各区市

17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滨州医学院专场招聘会 11 月中旬 线上 滨州医学院
滨州医学院

烟台市人社局
100 各区市

18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滨州医学院专场招聘会 12 月中旬 线上 滨州医学院
滨州医学院

烟台市人社局
100 各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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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校园”小型招聘活动计划

序号 高校名称 招聘会名称
计划举办

时 间
招聘会类型

计划

组织场次

招聘规模

（企业数量）

1 烟台大学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

烟台大学生物、化工类专场招聘会
9月 行业类/线下 1 20

2 烟台大学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

烟台大学机械类专场招聘会
9月 行业类/线下 1 20

3 烟台大学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

烟台大学计算机、电子类专场招聘会
9月 行业类/线下 1 20

4 滨州医学院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

滨州医学院医药专场招聘会
10 月中旬 行业类/线上 1 20

5 鲁东大学
“留在烟台 青春无忧”

鲁东大学“区域+行业”类专场招聘会
11 月 行业类/线下（线上） 3 20

6 烟台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院 烟台市名企优岗专场招聘会 9月中上旬 综合类/线下 3 30

7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区（市）专场招聘会 9月 综合类/线下 4 50 以内

8 山东工商学院
“ACCA 职业发展日”

山东工商学院财务类专场招聘会
10 月上旬 综合类/线下 1 40

9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校园专场招聘会 10 中下旬 行业类/线下 1 20-30

10 烟台理工学院 烟台理工学院**区（市）专场招聘会 10 月 综合类/线下 2 50 以内

1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北大青鸟校企合作专业 2023 届毕业生

“青春无忧”校园秋季招聘会
10 月

行业类/线下

（计算机专场）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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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校名称 招聘会名称
计划举办

时 间
招聘会类型

计划

组织场次

招聘规模

（企业数量）

12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交通工程系“飞向蓝天”招聘会 10 月
行业类/线下

（空乘、民航专场）
1 3

13 山东工商学院 烟台市财会领域跟岗实习专场招聘会 11 月上旬 综合类/线下 1 20-30

14 滨州医学院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

滨州医学院医药专场招聘会
11 月中旬 行业类/线上 1 20

15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行业成才·就选黄金”黄金行业专场招聘会 11 月 行业类/线下 1 30

16 滨州医学院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

滨州医学院医药专场招聘会
12 月中旬 行业类/线上 1 20

17 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烟台市幼儿教师专场招聘会 12 月 行业类/线下 1—2 40

备注：ACCA（特许会计师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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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千企万岗进校园”政策宣讲活动计划

序号 高校名称 计划举办时间 宣讲方式 计划地点 宣讲责任单位

1 烟台大学 9月或 11 月 线下
大学生活动中心（西）105

或室外场地
烟台市人社局、住建局

2 鲁东大学 10 月-11 月 线下线上结合 鲁东大学北区 烟台市人社局、住建局

3 山东工商学院 9月下旬-10 月底 线下线上结合 大学生活动中心 烟台市人社局

4 山东工商学院 10 月上旬-11 月底 线下线上结合 大学生活动中心 烟台市征兵办公室

5 烟台理工学院 10 月-11 月 线下 综合楼报告厅 烟台市人社局

6 烟台南山学院 9月中下旬 线上线下结合 东海校区、南山校区 龙口市组织部、人社局

7 烟台南山学院 10 月中旬 线下 东海校区、南山校区 龙口市武装部

8 烟台南山学院 9月-11 月 线上线下结合 东海校区、南山校区 齐鲁人才网、企业人力专家

9 滨州医学院 10 月中旬 线上 滨州医学院 烟台市人社局

10 滨州医学院 11 月中旬 线上 滨州医学院 莱山区人社局

11 滨州医学院 12 月中旬 线上 滨州医学院 烟台市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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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校名称 计划举办时间 宣讲方式 计划地点 宣讲责任单位

12 烟台科技学院 10 月中旬 线下 学术报告厅 蓬莱区人社局

13 烟台科技学院 10 月下旬 线上 腾讯会议 蓬莱区人社局

14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9月-10 月 线下 学校音乐厅 烟台市人社局

1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9月 线下线上结合 学校 黄渤海新区人社局

16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11 月 线上 学校 福山区人社局

17 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1 月 线下 校本部 蓬莱区人社局

18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0 月 线下 学校 牟平区人社局

19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1 月 线下 学校 烟台市人社局

2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10 月 15 日 线下 大学生活动中心 招远市人社局

21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10 月 16 日 线下 教学楼 110 招金集团人力资源部

22 烟台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院 9月初 线上线下结合 院区图书馆 黄渤海新区人社局

23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10 月 线下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室内体育场
烟台市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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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魅力烟台”留烟就业体验日活动计划

序

号
高校名称 体验活动方向领域 活动时间

活动

人数
参观区市和单位

1 烟台大学 制造业领域 10 月-11 月 30 莱山区、黄渤海新区、高新区

2 鲁东大学 重点企事业单位 9月-12 月 300 芝罘区、莱山区、黄渤海新区、高新区

3 山东工商学院 证券领域 10 月下旬 50-100 芝罘区天陆新会计师事务所

4 山东工商学院 证券领域 10 月下旬 50-100 芝罘区华彬会计师事务所

5 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 法学、政治学 9月-12 月 50-100
瀛伟律师事务所、中立达律师事务所、川奇律师事

务所、赋远律师事务所

6 烟台理工学院 经济类 9月-11 月 50 芝罘区、莱山区

7 烟台理工学院 金融类 9月-11 月 50 芝罘区、莱山区

8 烟台理工学院 机械类 9月-11 月 50 高新区

9 烟台理工学院 食品生物类 9月-11 月 50 高新区

10 烟台理工学院 法律类 9月-11 月 50 芝罘区、莱山区

11 烟台理工学院 建筑施工类 9月-11 月 50 莱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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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高校名称 体验活动方向领域 活动时间

活动

人数
参观区市和单位

12 烟台理工学院 管理类 9月-11 月 50 芝罘区、莱山区

13 烟台理工学院 语言类 9月-11 月 50 芝罘区、莱山区

14 烟台理工学院 电子信息类 9月-11 月 50 烟台高新区

15 烟台理工学院 艺术设计类 9月-11 月 50 芝罘区、莱山区

16 烟台南山学院 高新技术产业 11 月-12 月 500 高新区

17 烟台科技学院 不限行业领域 10 月中上旬 50 高新区

18 烟台科技学院 高新技术领域 10 月中上旬 50 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9 烟台科技学院 服务业领域 10 月中上旬 50 君顶酒庄、君顶旅游文化有限公司、蓬莱阁导游科

20 烟台科技学院 重工业 10 月中上旬 50
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山东蓬翔汽车有

限公司、大金重工（烟台）风电有限公司

21 烟台科技学院 重工业 10 月中上旬 50
中环能化（山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钮泰汽车配件（烟台）有限公司

22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机电、信息、食品、建筑、设计、

金融、经管、文旅等领域
9月-10 月 50 高新区、黄渤海新区

23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相关专业 9月 500 芝罘区、莱山区、福山区、黄渤海新区、高新区

24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类 10 月 20 山东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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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高校名称 体验活动方向领域 活动时间

活动

人数
参观区市和单位

25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计算机类 11 月 30
芝罘区、山东蓝天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烟台应辉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6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

域
10 月 20 黄渤海新区、腾讯烟台新工科研究院

27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电信、软件开发领域 10 月 20 牟平区、山东先特服务外包产业有限公司

28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幼儿教育 11 月 20 福山区内幼儿园

29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空乘领域 10 月 20 山东航空烟台分公司

30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电子类 10 月 15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

3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类 10 月 50
烟台安信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东岳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32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类 10 月 30 烟台正海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33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经贸类 11 月 20
山东先特服务外包产业有限公司

山东五易传媒有限公司

34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和数字媒体等 10 月 60
莱山区-烟台丽景海湾酒店有限公司

芝罘区-山东新影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5 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幼儿园 10 月 1900 芝罘区、莱山区、黄渤海新区、福山区、蓬莱区

36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制药企业 10 月 50 牟平区-山东丰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37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医院 10 月 50 黄渤海新区曙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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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高校名称 体验活动方向领域 活动时间

活动

人数
参观区市和单位

38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行业类 9月-10 月 300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

司、山东招金膜天股份有限公司

39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技能类 9月-10 月 200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

限公司、江铜国兴（烟台）铜业有限公司

40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制药企业 11 月 50 高新区-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41 烟台职业学院 电气电子 11 月 50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2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政务服务、企业管理、智慧农业 10 月-12 月 100 芝罘区、莱山区、高新区

43 滨州医学院 医药类企事业单位 10 月中旬 100 烟台市荣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4 滨州医学院 医药类企事业单位 11 月中旬 100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45 滨州医学院 医药类企事业单位 12 月中旬 100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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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各高校活动联系人 各区市活动联系人

序号 姓 名 学校名称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序号 姓名 区 市 联系电话

1 江鹏飞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6923982 15053555782 1 曲班超 芝罘区 13808906266

2 齐蕊名 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院 2607695 18906451017 2 孙 涛 莱山区 13356901836

3 张 强 烟台大学 6881355 13646450408 3 李世文 福山区 13780909517

4 王桂清 鲁东大学 6672456 18865524766 4 曲宏伟 牟平区 15866360855

5 宗彩文 山东工商学院 6903853 13053542123 5 迟绍丁 黄渤海新区 18563871168

6 冯 锟 滨州医学院 6913436 18663837879 6 相 震 高新区 13573542607

7 杨 震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6925036 13573570192 7 史豪彦 蓬莱区 13589763366

8 白 冰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136797 15953562031 8 焦永刚 莱阳市 18954577877

9 褚亮辉 烟台理工学院 6915016 18660052977 9 冷清华 莱州市 13793583766

10 王一臣 烟台科技学院 3737026 17853559399 10 陈晓东 栖霞市 18615975608

11 王雪峰 烟台南山学院 8590506 17616028679 11 周曰武 龙口市 13031657568

12 郝国斌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8311001 13176938063 12 杨学忠 招远市 13805456628

13 杜祥辉 烟台职业学院 6927061 18865570886 13 李伟国 海阳市 18660533577

14 侯雁南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937291 18865577077 14 吴 晔 长岛综合试验区 13792549068

15 李 娜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6339191 18615008983

16 李 爽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6911886 13792503033

17 朱翠莲 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465022 1340645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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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优聘引才云”微信小程序，扫码注册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