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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国内权威的求职教育平台

服务用户：2017年公司成立至今，服务用户超400万人次，

2021年服务197万用户。

 为企业提供有影响力活动的校招宣传与活动解决方案

 为政府与高校提供自主研发的“大学生就业指导五步法”

创新就业指导讲座

 举办全国大学生求职大赛

职场家



• 2020大学生求职强基计划

• 2020留学生求职强基计划

• 2021“智汇天府”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讲座

• 2021“大创慧谷·职在必得”职业指导讲座

• 2022“智汇天府”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讲座

• 2022宜宾市“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之“点亮生涯·乐业宜宾”

• 2021年初，职场家联合世界华人青年营养学者发展

促进会举办了首届中国医疗卫生大学生求职大赛

• 2021年中，职场家联合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举办

了中国科技互联网·文化旅游艺术大学生求职大赛

大学生求职大赛板块

就业指导讲座板块



吸引了来自海内外5个国家、39

所高校、26个不同专业的数百

名学生参加。

医疗卫生大赛冠军、季军选手被

推荐进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

论坛大会。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担

任大赛总顾问。

大学生求职大赛——成功案例



 总决赛在独家战略合作平台—抖音，全程直播观看量达7.2万。

 大赛评委会主席团成员包括：隆雨，京东集团原首席人力资源官和首席法务官；张洋，史宾沙（全球五大猎头）

大中华区联席总裁；王昆欣，世界旅游联盟副秘书长；张红，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培训中心校长。

分赛区现场 大赛“ 云合影”初赛现场

大学生求职大赛——成功案例



就业指导讲座——成功案例

• 2021“智汇天府”高校

毕业生就业指导讲座

• 2021“大创慧谷·职在

必得”就业指导讲座

• 2022宜宾市“公共就业

服务进校园”之“点亮

生涯·乐业宜宾”就业

指导讲座

• 2022“智汇天府”高校

毕业生就业指导讲座



北京政府

“2020大学生求职强基计划”公益活动

人社部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进校园

—西藏农牧学院宣讲会”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和

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主办

广东政府

2020广东省留学生职场精英启航班

四川政府
2021“智汇天府”高校毕业生

就业指导讲座
2022“智汇天府”高校毕业生

就业指导讲座
“拥火”计划·职业探索训练营

重庆政府
2021“大创慧谷·职在必得”职业指导讲
座
 “拥火”计划·职业探索训练营



陈君石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

瞿金叶

未来四方集团董事长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全国三八红旗手”
北京奥运火炬手

隆雨

京东集团 
原首席人力资源官

首席法务官

桑兰

原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
全国跳马冠军

2008 年北京申奥大使

袁岳

零点有数董事长
飞马旅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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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协助高校学生提前做好就业准备，搭建知名企业与高

校学生交流平台，释放更多就业机会，实现求职者与招聘岗

位要求的双向匹配，助力大学生求职成功，职场家将联合各

地政府、高校、各领域知名企业共同举办“ 第三届中国大学

生求职大赛”。

通过分赛道专业赛制、职场“真人秀”、赛前培训、直播

招聘周、签约仪式、就业育人主题教育、企业参访等系列活

动，采用两大赛区（国内+海外），提供顶尖大学生们同台

竞技的机会，全方面提升高校学生求职技能、提高对行业与

职业的认知，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参赛选手资格

  有意在研发、医疗卫生、金融、教育、人力资源、播音主持、乡村振兴（三支一扶）等

  相关方向就业，且有实习或校招意向的应届毕业及其它年级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

·比赛流程

初赛→复赛→决赛→总决赛

 简历、自我介绍、职业认知、结构化面试、笔试、专业面试、职业技能展示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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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9月1日

报名

11月18日

全国决赛

省级决赛

11月初

复赛

10月15日-22日

初赛

9月8日-30日



直播招聘周
一周7天

各大赛道直播招聘会

创新决赛形式

 专家团➕ 企业百赞团
   “为你喜欢的选手转身”

企业开放日
深入了解

企业文化、雇主品牌

签约仪式

  决赛现场真实签约

职场新体验
   打造大学生职场初体验

真人秀栏目



覆盖学生群体

大赛选手      

合作高校学生

政府宣传覆盖学生

直播平台触达用户

媒体宣传触达学生

                  

环节设置

企业宣讲

岗位介绍

云端参观企业 

高管分享

学生互动等

直播招聘周
第三届中国大学生求职大赛

活动时间      

2022年9月-10月

预计观看量

1-3万/期     



 时间：11月底

 合作企业数量：各专业赛道企业3家

 合作形式：职场家提供大赛优秀选手

             协助合作企业参访活动组织与实施

 环节：实地参观、高管讲话、Workshop、岗位介绍等

 优势：企业参访日是一种极具性价比的招聘与宣传方

式。将招聘会现场移动到企业，学生更深入了解企业

的文化、发展目标、岗位要求、服务对象等，有效提

升企业招聘转化率。



隆雨

京东集团 
原首席人力资源官、首席法务官

章良

德国商业银行 
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刘恒伟

 ENGIE
 中国执行副总裁 

夏吉宣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原常务副台长

周泽奇

丹娜生物科技
首席科学家

《共和国70年70人》
2013年被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 



新媒体 高校 官方媒体



2021中国科技互联网·文化旅游艺术大

学生求职大赛观看量达7.4万人次

抖音
“2020大学生求职强基计划”

单个短视频播放量最高达197万

快手
就业指导讲座10期直播活动总观看量超

214万，曝光量超4785万

知乎



40% 30% 海外
高校

国内
高校

海外高校 国内高校





宣传覆盖学生群体新媒体平台曝光 合作宣传院校 知名企业评委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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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推广服务招聘服务

直播招聘

企业开放日

线上

线下



招聘服务
-

宣传方案

大赛各阶段宣传推文，大赛组委会合作院校宣传大赛推文，将宣传合作企业名称、logo、招聘岗位

大赛组委会为合作高校快递直播招聘周活动海报、直播招聘活动三折页、企业招聘简章，展示企业名称、Logo
与企业招聘信息与投递入口

大赛直播招聘周，各合作院校、媒体线上宣传招聘企业与招聘岗位

大赛全阶段，在抖音与微信公众号设立专栏，每日发布企业招聘短视频，介绍企业招聘项目及企业文化

大赛各比赛环节，露出、口播合作企业名称、logo、招聘岗位

大赛现场物料，展示合作企业名称、logo、招聘岗位

大赛央媒曝光，露出合作企业名称、logo、招聘岗位

总决赛现场，提供企业招聘展台等

注：以上宣传推文/海报、宣传视频等将在合作宣传高校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推广，总决赛及现场签约仪式报道
将在官方媒体、合作宣传高校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



招聘预热宣传

策划直播内容

招聘数据分析

招聘需求调研

直播活动执行

通过线上线下全方位、多平台对直播招聘周活动进行预热宣传

主要线上宣传平台：职场家、合作高校的微信、抖音、知乎、微博等平台

主要线下宣传平台：合作高校大赛宣传海报与三折页、大赛服务点等

提供1-1.5小时直播招聘宣讲服务

负责直播招聘会组织实施，包括直播平台测试、主持人对接、宣传设计与物料制作

大赛开展前期企业招聘需求调研，针对不同企业招聘需求模拟候选人画像

锁定目标院校，与目标院校开展深度合作

整理直播中的投递简历和面试情况，做好备注，协助企业做好后续的人才筛选

根据当前的直播数据来完善后续的招聘直播流程，优化直播体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策划直播活动环节、梳理直播流程、确认邀请嘉宾

增设互动环节，如问答、发红包、抽奖等



宣传设计与物料制作

活动总结

为企业策划企业参访活动

环节包括：实地参观、高管分享、workshop、校友互动、岗位介绍等

收集企业与学生之间的双向反馈

完成本次企业开放日活动总结

大赛组委会组织大赛优秀选手

完成企业与学生的双向对接

为企业设计活动线上宣传海报及线下宣传物料

为活动现场安装物料

活动组织实施

活动创意策划

大赛优秀选手组织

协助企业完成企业参观日活动

包括学生服务、出行安排、环节推进、视频记录等环节

通过高校、公众号、抖音、知乎等平台进行活动与雇主品牌宣传活动宣传



其他权益

企业可提出

邀请企业专家作为 ，参与大赛选手选拔

邀请企业高管作为

企业可享受

总决赛现场设置

企业可参与大赛的

出现在第三届大学生求职大赛企业

企业参与

记录

享有主办方后续活动的

注：除特别说明，宣传方案和其他权益服务内容均包含在招聘服务产品（直播招聘会/企业参访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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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资源 政府资源学生资源

积累众多海内外知名院校，贴合高校需

求，协助高校解决学生就业指导问题，

高校支持意愿强烈

深耕就业指导服务，多次公益为高校就

业办建言献策

高校愿意与职场家深度合作举办校级初

赛，合作院校内可进行官方全覆盖宣传

得到各地政府、人社部门鼎力支持，本

次大赛拟邀请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可提供各地方官媒报道，增加企业曝光

度，进行企业品牌宣传。本次大赛的拟

宣传媒体包括但不限于:CCTV、中国教

育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广网、

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湖北电视台。

覆盖顶尖高校，以实际招聘需求为标准，

层层专业筛选，精准匹配企业需求

设立校园大使，注重高校学生调研，深

耕于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了解学生需求

公司校园活动经验丰富，多次举办公益

就业指导讲座，超过91%的学生愿意再

次参加公司举办的活动。



精准划分专业赛道

满足企业针对性招聘需求与选拔 

创新比赛形式

跨区域高水平竞赛

更大范围匹配优质人才

专业配套活动

立足学生需求，提升学生求职技能

极大提高学生参与意愿

专业、有趣、年轻化的决赛形式 



转化率高

• 联合高校、企业、政府共同举办，信任度更高

• 学生对于求职大赛具有较强的参赛热情和较高的求职意向

• 选手信任度、参与度更高，用户粘性远超其他求职平台

效率高

• 多平台、多院校、官媒加持，宣传效率高

• 大赛宣传预计覆盖超400万学生

性价比高

• 用一次普通招聘会成本完成一个优质招聘活动

• 七大赛道、层层选拔、生源优、对口性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
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东南
大学、上海大学、暨南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
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浙江传媒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宾夕法尼
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曼彻斯特大学、华威大学

多伦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麦克吉尔大学

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莫纳什大学、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

慕尼黑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亚琛工业大学大学、德国
柏林工业大学、蒂宾根大学、弗莱堡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

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