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福建省人工智能行业专场招聘会邀请函

为搭建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双向交流平台，促进毕业

生充分就业和我省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决定举办“2021 年福

建省人工智能行业专场招聘会”，现将招聘会有关事项函告

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福建省教育厅

（二）承办单位：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省人工智能科教学会

（三）协办单位：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会

福建富民云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四）网络支持平台：

1.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企业平台

（http://www.fjpit.com/enterpriseportal.php）

2.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会官网

（https://www.fjbysjc.com）

二、线下招聘会时间、地点

（一）时间：2021 年 6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9：00

—14：00；

（二）地点：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龙腰校区（福州

市鼓楼区福飞南路 106 号）；

三、线下参会对象及规模

http://www.fjpit.com/enterpriseportal.php
https://www.fjbysjc.com


（一)各类有招聘需求的150家人工智能行业用人单位；

(二）福建省各高校 2021 届相关专业毕业生和往届未

就业毕业生。

四、线下用人单位参会办法

（一）注册报名：用人单位直接点击

（http://www.fjpit.com/enterpriseportal.php）进行注

册报名，请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 18:00 完成报名，并扫描注

册页面二维码进行微信绑定，以便接收相关通知。若弹出“该

企业已注册”内容，说明贵单位已有帐号，可以直接登录操

作。

（二）报名审核：企业注册后，承办方将对报名企业

的资质和信息真实性进行审核，确认审核通过后，用人单位

可登录报名系统预定展位、发布岗位信息。

（三）参会筛选：承办方将对参会企业进行筛选，用

人单位可关注微信和系统信息，查看入选和展位分配情况。

入选企业请登录报名系统下载打印参会确认函。

（四）进场参会：请携带以下材料：（1）企业营业执

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2）入校招聘人

员身份证复印件；（3）参会确认函，在福信企业平台下载

打印并加盖公章。（4）若因故不能参会的，请于 6 月 15 日

之前致电我方（0591-87863854）取消展位，否则将被纳入

招聘失约失信名单。

http://www.fjpit.com/enterpriseportal.php


五、特别说明

（一）本次招聘会不收取任何费用，免费提供工作餐

及饮用水。

（二）会场为每个参会单位提供展位 1 个（桌子 1 张，

椅子 3 张），统一制作相关展板；参会单位也可自行携带其

他招聘材料；每个展位将安排相应的志愿者（福信职小秘）

与参会单位一一对接，具体安排参会事宜。

（三）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必须遵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如实公布拟招聘人才的岗位、数量、条件、待

遇等相关信息，不得做虚假宣传；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应

尊重毕业生人格，保护毕业生隐私。用人单位如果出现下列

情况，将取消或终止招聘活动：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招聘毕

业生，或采用诱骗、欺诈、强行和要挟的方式与毕业生签订

就业协议；以任何理由向毕业生收取费用，或要求毕业生以

其财产、证件作抵押参加招聘；将毕业生提供的与就业相关

的资料留作他用，或提供给第三方；利用校内招聘场地举办

与招聘无关的活动；干扰、诋毁其他用人单位的招聘活动和

声誉，损坏其他招聘单位的招聘宣传物品。

（四）防疫要求：（1）每个企业来校招聘人员控制在

2 人以内，并确保进校前 14 天内无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

史，没有与境外来闽返闽、确诊或疑似病例、核酸检测呈阳

性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等可能传播新冠肺炎病毒的人员有



过接触。暂不接受疫情高风险地区和中风险地区用人单位入

校招聘。（2）实地到场招聘人员应与系统上申请参会人员

一致，不得随意更换、临时增加；进校当日需出示电子健康

绿码，扫码登记后方可入校；（3）参加招聘活动期间自觉

保持安全防控距离并全程佩戴口罩。

（五）场内禁止吸烟，不乱扔垃圾，保持场内的清洁；

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品，保持场内的招聘秩序，切勿拥挤。

（六）如有其他事项变动，将另行通知。

六、线上参会办法

为持续推进 2021 年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本次招聘会

同时开通“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会官网”

（https://www.fjbysjc.com）线上招聘通道，请用人单位

（不限于到现场的招聘单位）在 6 月 15 日前完成入驻，请

各高校积极组织毕业生完成线上简历投递（详细步骤见附件

2）。

七、联系方式

（一）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工作部就业中心：0591-87863854

联系人：黄 欢 18960783378

林之璇 15280168703

（二）福建省人工智能科教学会

联系人：曾 艳 18120808825

https://www.fjbysjc.com


（三）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会秘书处

联系人：龚 雪 18120967669

（四）福建省富民云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老师 15259191625

附件：

1、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企业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2、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会智慧招聘平台操

作指南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省人工智能科教学会

福建省教育厅学生工作处

2021 年 5 月 21 日



附件 1：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企业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一、用户注册帐号

1) 使 用 谷 歌 浏 览 器 或 360 浏 览 器 极 速 模 式 打 开

http://www.fjpit.com/enterpriseportal.php，点击帐号注

册，填写完整的企业注册信息。企业名应与营业执照上的企业名称一

致。

2)填写企业信息后，点击立即注册按钮，创建企业帐号。若弹出“该

企业已注册”，说明贵单位以往曾招聘过我院毕业生，请致电我校就

业办重置密码后登录（0591-87863854）；若贵单位注册后，忘记密

码，也可致电就业办重置密码。

http://www.fjpit.com/enterpriseportal.php


二、用户登录

1)输入正确的企业帐号和密码后，点击立即登录。

2)注册成功后，点击我的企业信息进行企业信息填写。此页面可以查

看企业信息认证的相关状态。



3) 退出登陆和修改密码在我的企业名下的下拉列表上。

4) 点击退出即退出当前账号，点击修改密码即可在确认密码后进行修

改。



5)在我的桌面底部附有申请招聘会和宣讲会的流程图。

三、认证企业信息

1)填写好完整的企业信息后，点击立即提交。



(注意：若提交不成功，请认真查看填写是否有疏漏，重新修改、完

善企业信息企业介字数要求百字以上。)

2)提交企业信息后，等待审核。请微信扫描注册页面二维码，绑定微

信，用于接收审核情况及其他信息。每个企业只能绑定一个微信。



3)已绑定微信后，若要解除绑定，请刷新页面点击解除绑定即可解除

当前绑定微信账号。解绑后绑定新的微信则用于接收我院推送的相关

信息通知。



4)审核通过后，侧栏会显示功能项；若审核不通过，请阅读审核意见，

如有疑问，请致电我院就业办（0591-87863854）。

(注意：审核一旦通过，则不能更改企业信息。若需要修改信息，请

联系我院就业办。)

5)在侧栏或者我的桌面点击我的企业信息可以查看详细企业信息。



四、岗位申请

1)在侧栏菜单点击岗位管理，进入岗位发布页面。（注册成功后只有

先进行岗位管理操作，待岗位信息添加后才能申请大型供需洽谈会和

小型专场宣讲会）

2)点击增加岗位，填写岗位信息后进行发布。



3)岗位发布后，岗位的详情会在岗位管理界面显示。

4)若需要修改和删除，请点击相应的按钮。



5)复制增加用于增加与原先发布的相同的岗位。适用情况：当您既要

申请“小型企业宣讲会”又要申请“大型企业供需见面会”时，需先

进行岗位的复制增加，否则无法同时申请两场。

五、大型企业供需见面会

1)在左侧菜单栏点击大型企业供需见面会，在我院已发布的招聘信息

上点击申请。



2)填写完整的信息后，点击申请按钮。

3)申请完成后，等待审核，在招聘会管理界面会，申请将变为修改。

若修改，需重新提交信息，再次等待审核。点击查看，可查看申请是

否审核通过。

4)审核通过后，请打印确认函。请在供需见面会当天携带此确认函（加

盖公章）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再次进行现场审核。无携带

上述材料，则认定审核不通过，无法参加此次供需见面会。



（下载后加盖企业公章）



附件 2：

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会

智慧招聘平台操作指南

一、用人单位线上入驻平台指南

第 1 步：登录/注册

1. 点击 http://www.fjbysjc.com 进入福建省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促进会官网，点击【招聘会】进入“2021 年福

建省人工智能行业专场招聘会”，在右上角点击【注册】，

按要求提交注册信息。

2.注册完成后，在右上角点击【登录】，选择【招聘者】

身份并输入账号密码完成登录。

第 2 步：用人单位入驻

登录后，点击【用人单位入驻】，完善用人单位入驻认

证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审核状态变成【待审核】，平

台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则成功入驻平台。

第 3 步：发布职位

点击【职位管理】，在右上角点击【新增】，填写职位

基本信息后，点击【发布】，平台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则成

职位发布成功。

第 4 步：参加招聘会

点击【申请上架至招聘会】，选择已发布的职位，向平

台管理员发起参加招聘会的申请。平台招聘会管理员审核通

http://www.fjbysjc.com


过之后，则报名成功，申请发布到招聘会的职位就会成功发

布在招聘会上。

第 5 步：筛选简历

打开【简历管理】，可对平台推荐的简历进行邀约投递，

对主动投递的简历进行筛选，被认定为【合适】的简历则进

入【面试管理】中。

第 5 步：面试管理

打开【面试管理】，对已筛选为【合适】的简历进行面

试邀约。可进行多次邀请和在线管理。

二、学生线上简历投递指南

第 1 步：登录/注册

在浏览器上输入 www.fjbysjc.com，进入福建省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促进会官网，点击【智慧招聘】进入专场招聘。

第 2 步：完善简历

点击头像，进入【个人中心】，点击右上角【编辑】，

完善在线简历，或者直接上传附件。

第 3 步：投递简历

点击顶部【智慧招聘】，选择您感兴趣的用人单位或者

职位，进行【简历投递】、【收藏职位】或选择沟通交流操

作。

第 4 步：面试管理

http://www.fjbysjc.com


点击头像，进入【个人中心】，点击【面试】，可以回

复用人单位的面试邀约，查看用人单位对自己的面试状态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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