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 年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申报指南汇总表

一、农林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内蒙古 内蒙古正大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动物营养、畜牧兽医、动物医学、机电一体化、市场营销、

经济管理

内蒙古 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电气自动化等

吉林 吉林中新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动物营养、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动物科学、草业科学、机

电一体化、市场营销

江苏 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农林、植保、园艺等

江苏 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植物科学与技术、农业生物技术、生物科学、动植物检验检

疫、植物保护、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制药工程、药物制剂

江西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动物科学

云南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人力资源提升 畜牧兽医、动植检疫等

云南 云南恒冠泰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农学、生物科学、食品质量与安全

云南 云南四角田集团 就业实习基地 农学、植保等



陕西 陕西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动物营养、畜牧兽医、动物医学、机电一体化、市场营销

陕西 陕西康禾立丰生物科技药业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农业、植保、生物、化工、园林、医药、制药工程、市场营

销

二、能源动力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河北 旭阳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设计、材料科学与工程、国贸、市场

营销、会计、工商管理、金融管理、大数据、人力资源管理

上海 远景科技集团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能源与环境、自动化、电气工程、化学化工、材料工程、信

息工程、计算机软件等

上海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能源动力、冶金

江苏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矿业工程类

江苏 扬子石化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化工、设备、电气、仪表、安全、环保、贮运、分析等

浙江 浙江省第一地质大队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行政管理、公

共事业管理、法学、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等

福建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法律类、新闻类

山东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安全工程、地质工程等

河南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智能采矿工程、安全工程、地质工程、矿山机电、测绘工程

等



三、材料化工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天津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化学、化学工程、材料化学等

辽宁 沈阳防锈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应用化学（防锈包装）

辽宁 沈阳博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材料加工成型、无极非金属材料

辽宁 丹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材料科学、计算机、电气自动化等

江苏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冶金工程、材料成型、控制工程等

江苏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土木工程、材料

江苏 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纺织工程、高分子材料、化学工程与工艺、电气自动化、智

能制造等

江苏 江苏厚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新能源材料科学与工程等

江苏 无锡市中惠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项目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橡胶方向）

山东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化工材料类

山东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等

山东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化工与材料、经营管理、农业生物、信息技术、财务金融、

机电工程、冶金材料等



云南 保山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数学、统计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物流管理、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电一体化、工业工程化学、物理等

四、装备制造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车辆工程等

北京
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智能制造行业相关专业

北京 北京炎凌嘉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应用技术、新能源汽

车）等

河北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计算机类、机械车辆类、电子信息类、智能制造类、材料成

型类、工业设计

辽宁 孔雀表业（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数控技术、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辽宁 鞍山创鑫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等

上海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航空技术、飞控系统、航电数据网络、机载软件、电子信息、

通信工程、机械工程、先进复合材料设计与制造、高端装备

与智能制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新能源、新材

料、物联网、大数据

上海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电梯工程技术

江苏 江苏亮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光电相关专业

江苏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信息类（信息与通信）、集成电路设计及半导体工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



江苏 江苏爱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机械电子工程

江苏 江苏博敏电子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电路相关专业、化学

江苏 苏州睿梵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

江苏 大明重工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焊接等

江苏 立铠精密科技（盐城）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应用化学、材料加工工程等

江苏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流体力学、流体机械及工程、热能工程、工程热物理等（能

源与动力相关方向）

浙江 舜宇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模具、机电

江苏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信息工程相关

浙江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车辆工程、机械、自动化等

浙江 杭州加速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等

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

浙江 杭州绘自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车辆工程、机械设计、数控、模具、焊接、汽车相关类

浙江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电子专业、材

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浙江 长电集成电路（绍兴）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集成电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浙江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智能制造（机械、电气等）



浙江 嘉兴和新精冲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电子专业、材

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安徽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福建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定向人才培养培训、人力资源提升
模具设计制造、数控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电设备技

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福建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提升 机电设备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数控技术

山东 海尔集团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机械、能源动力、电控、智能专业

山东 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信息、计算机、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电子

专业、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山东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信息管理等

山东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控制

科学与工程、软件开发、化学工艺、材料加工工程

重庆 重庆市大正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机械、材料、自动化、仪器仪表

四川 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机械、自动化、电子信息、计算机、材料

四川 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表面处理、材料

成型

五、信息通讯与互联网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技术、新媒体创作与运营、数字化/内容营

销、数据内容质量等



北京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网络安全

北京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5G、算力网络、智慧中台、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边缘计算等

北京 谷歌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跨境电商及海外数字营销专业

北京 亚马逊云科技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通信工程、经济管理等

北京 中软国际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提升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与

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科技、金融工程等

北京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数据、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等

北京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数据管理运营维护、数据管理系统开发

北京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等

北京 财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数据信息工程、应用统计分析、风险管理等

北京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网络空间安全、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技

术、工业互联网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北京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软件工程、电子信息、大数据

北京 中电金信软件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大数据、软件工程、物联网

天津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

上海 上海思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大数据、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信

息系统、财务管理、行政管理、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上海 互道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软件开发、项目管理、市场营销、平面设计

上海 莫尼塔（上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精算、金融、数学、统计、信息管理等

江苏 中国电信江苏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软件、网络安全、人工智能

江苏 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软件类

浙江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库、存储、网络、芯片

浙江 阿里巴巴国际站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商务英语

浙江 阿里巴巴集团平头哥公司 人力资源提升 集成电路等

山东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

程、保密技术、通信工程、软件工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广东 腾讯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软件工程

广东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5G/6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广东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安全、网络工程、软件

技术、云计算技术等

广东 深圳信盈达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物联网、人工智能、电气

等

新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克拉

玛依分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类、通信类、电子信息科学类、互联网类、物联网类、

电气信息类、自动控制类、数学类、统计学类、经济学类

六、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公路工程、建筑工程、轨道交通、海外项目建设

北京 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物流管理、物流工程、采购与供应管理、供应链管理、电子

商务、市场营销、无人机等

北京 北京中航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空中乘务、民航运输、民航安全技术

检查等

北京 北京捷冠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飞行器结构管理、机场运维、轨道交通、区块链技术、虚拟

现实技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内蒙古 内蒙古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物流管理、交通运输

上海 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物流工程、物流信息技术、物流管理、物流金融管理、工程

物流管理、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采购供应管理

上海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人力资源提升 物流管理

上海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航海技术、轮机管理、船舶电气等

上海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船舶与海洋工程

江苏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综合交通、大数据、智能交通等

广东 深圳海顺海事服务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船舶电气等

云南 云南京邦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物流、电商、交通运输等

七、建筑地产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土木工程、暖通、电气自动化、城市规划、管理科学与工程、

应用经济学、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法学等

北京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给排水、暖通等

北京 中建一局华江建设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土木工程、交通工程、工程力学、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城

市地下空间

北京 远洋集团控股（中国）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建筑设计类（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景观）、土木工程、

经管类（会计、人力资源、经济、金融、市场营销）

北京 北京海跃润园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环境艺术设计

天津 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工程项目、研发设计、成本合约、营销策划、投资拓展、人

力行政、财务管理、物业管理、会务服务

河北 中建路桥集团河北保通工程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上海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土木工程类、基础设施类、建筑设计类、机电安装类、数字

建造类、金融投资类等

上海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建筑学、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上海 上海家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江苏 中联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建筑工程技术（智能建造）

河南 河南省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排水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

河工程、生物工程、企业管理等

湖南 长沙计支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工程管理、土木工程



广东 中建八局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土木工程类、建筑设计类、机电安装类、职能管理类等

重庆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房地产、管理类

四川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

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

贵州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土木类

云南
云南中建人文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就业实习基地 建筑设计、模型建造

云南 云南同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工程造价

云南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工程造价、水利水电工程、

安全工程、汉语言文学、档案学

云南 昆明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建筑工程、土木工程、道路桥梁工程技术、消防工程技术、

给排水专业、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BIM 等

云南 昆明理工泛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建筑学

八、金融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中国银行总行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小语种、金融与信息科技

北京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保险精算、农学、车辆工程、医学、人力资源、信息技术、

法律等

北京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资产评估、会计、金融、数学、物理等



北京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保险、金融、财经类

吉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就业实习基地 金融学、经济学、工商管理、信息科技

上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信息科技等

江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就业实习基地
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计算机、软件

开发、数据分析、数学等

江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就业实习基地

IT 技术类、数理分析类、电子通信类、经管财会类、法律语

言类、金融科技类等专业，金融科技类（软件开发、数据分

析、自动化、金融工程、智能科技等）优先

浙江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金融科技等计算机类相关专

业

河南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

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金融学、统计学、工商管理等

湖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 就业实习基地
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计算机、软件

开发、数据分析、数学等

广东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

四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就业实习基地
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计算机、软件

开发、数据分析、数学等

云南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分公司
人才定向培养、就业实习基地 经济管理类

陕西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就业实习基地
计算机、软件、信息、自动化、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数

学、统计学等

九、商贸服务与生活消费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58 同城)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人力资源提升 网络营销、新媒体营销、直播电商等

北京 贝壳找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房地产智能检测与

估价、物业管理、工程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建筑装

饰工程技术、建筑装饰、护理、家政服务与管理等

北京 中企盈飞（北京）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大数据、财务管理、会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

北京 恒泽丰悦（北京）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信息科学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数字媒体技术、新闻传

播学、市场营销等

北京 便利蜂商贸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商务、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工程造价、物业管理、酒

店管理等

北京 北京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提升 教育类、管理类

辽宁 辽宁自贸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跨境电子商务等

辽宁 劳士领汽车配件（沈阳）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高分子材料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等

辽宁 沈阳自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等

上海 谷川联行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商科类、工商管理类、财经类等

上海 上海大众联晟汽车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新能源汽车维修等

江苏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江苏分所
就业实习基地 财务类、经济类

浙江
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西湖园区）
人力资源提升 跨境电商等



浙江 浙江陆港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电子商务及跨境电商等

浙江 卓尚服饰（杭州）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服装与服饰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福建 福建金泰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贸

易经济、全媒体电商、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等

福建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供应链管理与金融服务相关专业

广东 深圳市小米姑娘投资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连锁经营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等

广东 广州宝岛眼镜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眼视光技术

广东 深圳乐有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专业不限

云南 云南汇捷车管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汽车后市场(汽车售后)相关专业

云南 云南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经济管理、商贸流通类

云南 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云南 昆明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等

云南 昆明驾来也科技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营销类、财务管理类、企业管理类、设计类

云南 京东（普洱）数字经济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

十、科技服务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中科创谷科技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新闻学、传媒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商管理、计算

机信息与网络技术

北京 凯捷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电子信息、财会、管理等

北京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北京 北京津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信息、自动化、计算机、机械、材料、电气、人工智能、

仪器、交叉学科、心理学、生物医学工程、艺术类/设计类、

交通运输、海洋工程、航空航天、安全科学与工程、管理科

学与工程、工业工程、武器类

北京 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等

北京 赛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创新创业、中小企业经营与创业、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经

济管理等

辽宁 辽联（辽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

辽宁 滕泰科技发展（大连）有限责任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 通信应用、集成电路、全媒

体等

上海 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工商管理类、财政学类、公共管理类

上海 上海赣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档案、信息类

上海 珍岛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广告学、传播学、网

络与新媒体、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等

江苏 江苏微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软件开发



江苏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能源动力等

浙江 浙江小虫科技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科技与技术、软件工程、市场营销等

广东 开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跨境电子商务、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交通、数字出版、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务维修、艺术教育、知识产权等

广东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信息技术与软件

广东 深圳市联铭发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科学与技术等

广东 港美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数字经济、生物制药、食品工程、人工智能、新能源、智能

农业、智能医学等

广东 腾云悦智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云计算、人工智能

云南 云南银雁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市场营销等

十一、医药卫生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江苏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化学、药学、材料、生物相关

江苏 江苏创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医学、临床检测、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分子生物学、生物

材料等

江苏 江苏凯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生物医药等

江苏 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化学、制药等



浙江 浙江静博士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医学美容、美容美体艺术、中医康复保健

山东 山东华信宏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健康管理与服务、药品经营与管理、市场营销

广东 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药学、市场营销等

广东 广东伊丽汇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医学美容技术、美容美体艺术、中医康复保健、护理

四川 成都顾连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康复医学

云南 云南博晖创新生物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生物制药、制药工程、药学、医学检验技术等

云南 陆良县人民医院 就业实习基地 临床医学

云南 昆明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实验技术、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卫生

检验与检疫、市场营销、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等

云南 普洱市人民医院 就业实习基地 医学类专业

十二、教育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北京安博大成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信息技术等新工科专业、新媒体、市场营销等

北京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信息科技类、财税经管类、艺术设计类、智能制造类等

北京
中师国培（北京）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VR 虚拟现实、大数据、网络安全、5G 等



北京 北京天融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网络安全等

北京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会计、财务管理等

北京 北京志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大数据、网络安全、新媒体营销等

北京 领途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

北京 数科职教（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软件工程、软件测试、新能源汽车

上海 上海海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数学与

应用数学

江苏 中国育儿网络控股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等

浙江 海亮教育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师范类及基础学科等专业

浙江 海亮优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市场营销、教育管理、IT 等

浙江 海亮学前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早期教育、学前教育、心理学、语言、艺体类等

浙江 浙江融爱学园康养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特殊教育、康复治疗学等

浙江 浙江汉峘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机电一体化、化学工

程与工艺、生物制药、质量检测、工业设计、国际贸易、商

务英语、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福建 福建省文华贞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教育技术学、市场营销等

湖北 武汉优能高教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汽车服务工程（新能源汽车）



湖南 湖南未来无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安全管理、工程造价等

重庆 重庆万学创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软件工程等

云南 昆明大梁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机电一体化技术、数字化产线集成技术、工业互联网

云南 昆明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学前教育

云南 长水教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等

云南 云南省玉溪实验中学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师范类专业

十三、文旅艺术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华娱众禾（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影视制片与剧组管理、影视发行与院线管理等

北京 北京佳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环境设计、室内设计

辽宁 沈阳品索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工业产品

上海 华住集团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旅游管理、连锁经营与管理、市场

营销、工商管理、民宿管理与运营、茶艺与茶文化、葡萄酒

文化与营销、休闲运动与管理等

上海 上海亚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旅游管理等



江苏 扬州运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酒店管理等

江苏 江苏世通力效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视觉设计、空间设计和影视传媒等

山东 山东创合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技术，动漫设计与制作

山东
青岛鹏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

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摄影、英语、邮轮工程与管理、市场

营销、会展经济与管理、航海技术等

云南 天祥雕刻艺术研究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产品设计等

云南 云南华夏民族文化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 酒店管理

云南 云南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等

云南 昆明古滇名城皇冠假日酒店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酒店管理等

云南 昆明诺仕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十四、新闻出版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湖南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

电视台）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广播影视、新媒体运营、软件工程、产品研发、数据运维、

管理营销等

十五、体育服务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开创者时代体育文化发展（北京）有限

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

北京
北京花香盛世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体育教育专业、运动训练专业（专业教练员）

北京 北京欧帝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体育教育专业、运动训练专业（专业教练员）

北京 韦德伍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体育、营销、管理、运动康复、烘焙、西点等

浙江 杭州尤看运动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运动康复、康复治疗等

广东 深圳市弘金地体育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体育场馆运营、运动训练专业（专业教练员）等

广东 华润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体育场馆客户服务接待

广东 广州市特乐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运动防护、运动康复

广东 广州市领攀户外运动中心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户外运动相关专业

云南 云南炫腾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专业教练员）等

十六、水利与生态环保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智慧水务、智慧环卫、固体废弃等相关专业



辽宁 沈阳光大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环境工程

湖北 奇力士（武汉）智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市场营销、社会学、哲学等

湖北
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

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碳金融、碳管理等

云南
楚雄彝水润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

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等

十七、法律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法学

浙江 浙江铁券律师事务所 就业实习基地 法学

四川 成都斯沃茨科技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法学、法律等

陕西 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法学、法律等

十八、公共管理与服务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产教融合工作委员

会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

物联网、电子、通信工程、电子商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北京 北京中睿在职言职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人力资源管理

河北 河北方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等

上海 上海优创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连锁经营与管理等

江苏 一砖一瓦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工程造价

福建 福建富民云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全媒体电商运营、跨境电商等

山东 山东凤栖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提升 专业不限

广东 深圳市一览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人力资源管理

云南 云南宏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社会工作、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

十九、国防科技行业

省份 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主要专业

北京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通信、计算机等

北京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九研究

院第七〇四研究所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通信、计算机等

辽宁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人力资源提升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机械工

程等

辽宁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航空宇航制造、航空工程、机械工程、控制工程、人工智能、

计算机等



上海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

司
人力资源提升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上海 中国船舶第七二六研究所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

江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人力资源提升 理工科专业

江苏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机械航空类、软硬件类、力学能动类、材料类等

四川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电子通信类、计算机类

四川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七研究

院
就业实习基地、人力资源提升 航空宇航类、机械类、控制类、电子类、通信类等

四川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就业实习基地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等

说明：指南详细内容可通过“2021 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网络对接平台”查询（手机下载钉钉 APP，通过钉钉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



附件 2

2021年××公司

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申请书

项目名称：

申 请 人：

学校名称：

申请时间：

二○二一年十二月



填 表 说 明

1.申报资格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员工。

2.有关项目内容、具体要求和说明请参考项目申报指

南。

3.项目负责人填写的内容由所在单位负责审核，所填内

容必须真实、可靠。

4.申请书由项目负责人填写并手写签名，报送所在高校

就业部门审查、签署意见并盖章后，将扫描文件发送企业邮

箱。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例如：单位 xxx 项目

项目类型

（单选）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项目

□就业实习基地项目

□人力资源提升项目

申请经费 万元 计划完成时间 年 月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族 出生年月 年 月

学校 部门/院系

职称 职务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邮箱 手机

通讯地址 邮编

身份证号

近五年以来作为

第一负责人承担

与投标课题

（限 3 项）

名称 级别 起止时间

近五年以来

获奖情况

（限 3 项）

名称 级别 时间

项目

主要

成员

（不

含项

目负

责人）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相关背景介绍

项目预期目标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预期成果

前期基础和条件保障



项目预算

本人自愿申报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认可所填写的《项目

申请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并承诺对所填写的《项目申请书》所涉及各

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在院系（部门）意见 学校就业工作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2021年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校企
合作协议（参考）

本合作协议（“协议”）由以下双方签订：XX大学，一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高等院校（以下称“大学”）；以及

XXX公司（以下称“公司”）。本协议将从公司在下面签署的日

期起开始生效（“生效日期”）。

背景信息

XX大学情况介绍……
XX公司情况介绍……
XX公司与 XX大学合作，实施 XX项目，从协议签署

之日起执行。

协议

一、公司的承诺

1.在受本协议约束的前提下，公司同意向大学提供项目

经费人民币 XX元（大写：XXX）。公司将依照附件 XX的

规定支付该笔资金。

2.公司不承诺负责除本协议规定之外的任何开支、技术

援助或品牌宣传。

二、大学的承诺



1.自本协议生效日起，大学将委派一名教职人员专门负

责本项目的协调工作。

2.大学将根据附件 XX中的方案执行此项目。

3.大学将根据公司提出的要求向公司提供项目状态，尤

其是年中与年末的项目执行报告，包括资金使用情况。

三、保密

1.“保密信息”是指一方根据本协议向另一方披露的、标

记为保密信息或在相应情况下通常会被视作披露方保密信

息的信息。保密信息不包括接收方已知的信息、非接收方错

误而公开的信息、接收方独立开发的信息，或其他方通过合

法途径提供给接收方的信息。

2.除了需要知晓该信息且已书面同意对该信息保密的关

联公司、员工和代理，接受方不得向其他人披露保密信息。

接收方及其关联公司、员工和代理只能出于根据本协议行使

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目的而使用保密信息，同时须采取合理的

谨慎态度来保护这些信息。接收方还可在法律要求时披露保

密信息，但须先向披露方提供合理的通知。

四、公开

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

就本协议所赋予的关系发表任何公开声明，除非法律有此要

求，并且已向另一方提供了合理通知。

五、生效、期限和终止，其他规定

1.期限：本协议的生效日期为公司签名的日期，本协议

的有效期为 XX 年（“期限”）。

2.终止



（1）在下列情况下，任何一方均可在书面通知另一方

后立即终止本协议：如果另一方实质性违反了本协议，并在

收到首先发现其违约的一方的通知后的 30 天内未对此类

违约进行补救。

（2）在下列情况下，任何一方均可在书面通知另一方

后立即终止本协议：如果另一方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履行本协

议所规定义务的时间超过 30 天。

3.修订内容。任何修改都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且明

确说明修改了本协议之内容。

4.管辖法律。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本

协议履行中出现纠纷，双方应尽力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

交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附件：（可包含项目申报书，经费支付方式、支付时间，

项目成果约定，验收方式，其他约定等）

双方已于生效日期由合法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

[以下为签字页]

XX 公司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XX 大学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