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木与交通学院本科生 2018 年就业工作月历 

月份 关键词 主要内容 

1 月 

考研 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笔试 

公务员 查询国考笔试成绩、关注面试通知发布 

求职 
总结秋季校园招聘经验教训，利用寒假丰富简历，为

节后求职做准备 

留学 主动与学校进行联系，跟踪录取情况 

就业活动 

学院第一轮就业情况摸底；应届毕业生就业调研问卷

组织填写；有意向回家乡就业的可以利用寒假在家的

时候了解情况 

入伍 男兵入伍报名开始，报名时间为 1月至 8月 

2 月 

考研 初试成绩陆续发布，请考生注意查询进行复试准备 

公务员 国家机关和省市录用开始，请关注报考单位相关信息 

应征入伍 

学校将入伍毕业生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款项

汇至指定银行账户或贷款银行，请注意查收 

男兵入伍报名开始，可登陆“全国征兵网”进行报名，

求职 
进入年后大四最后一个学期开学，准备春节后求职小

高峰期 

毕业手续 

开学初召开毕业年级就业大会，再次讲解毕业前夕相

关事项 

给本科毕业班开会安排 4月份人文素质学分、创新学

分材料准备 

毕业年级辅导员要在教务成绩系统给毕业生录入“公

益劳动”成绩 

3 月 

求职 

大学生求职第二个小高峰期，关注企业招聘信息；陆

续签约、上级主管部门盖章、办理人事代理、自愿回

生源地等手续 

考研 
分数线出炉，请关注复试名单，未进入复试的可考虑

调剂、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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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一扶 

各省多在 3月-6月开始报名，请关注相关省市招募及

招考公告（聘用流程：报名 - 资格审查 - 考试考查 -

体检 - 公示 - 聘用 - 培训上岗） 

应征入伍 男兵可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及应征报名 

公务员 关注各省市公务员联考公告，关注相关公告 

留学 陆续收到 offer,根据情况确定要去的学校 

就业活动 
组织学院团委就业部围绕就业开展相关“择业先锋月”

活动 

4 月 

志愿西部 
4 月-5 月为网上报名时间（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

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 

考研 

确认复试时间、调剂，陆续收到录取函、政审表等，

交到 217 办公室找年级辅导员签字，215 加盖学院党委

盖章 

三支一扶 
根据招考公告安排，参与考试等环节，请关注相关考

试信息 

村官 
各省市根据本省安排在 4月-9 月进行考试，请关注相

关省市招录公告 

公务员 公务员联考部分省市举行 

应征入伍 男兵可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及应征报名 

特岗教师 
各省市集中安排在 4-9 月进行招录工作，关注相关省

市招录公告 

求职 

3-4 月份是求职小高峰时期，考研失利的同学、还没找

到工作的同学要积极关注企业招聘信息，积极投发简

历参与面试 

给下一届毕业生开就业动员大会，提前提醒下一届毕

业生着手制作简历，确定就业方向，了解就业信息渠

道，组建下一届毕业生就业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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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签署协议的同学要录入协议书信息到学校就业在

线---学校就业中心鉴证盖章---交协议书到学院学生

工作办公室，补充协议领取登记表信息 

已经签署协议的毕业生要注意档案、户口去向，是否

办理了上级主管部门盖章，是否办理了接收函，如收

到接收函要交给 1号楼就业管理科登记 

分别召集出国类、读研类、暂缓类、违约改派类、回

生源地类、求职困难类、不工作继续考研类等不同类

别毕业生座谈会，发现问题提前解决 

毕业手续 

办理个别攻读硕士研究生提前邮寄读研档案手续 

每周三开始学校受理违约事项办理 

下一届毕业生图像采集工作 

下一届毕业生在学校“就业在线”网站填写基本信息，

审核上报基本信息到省教育厅 

已经签约的毕业生要催促单位办理接收函、协议书信

息要输入就业网站后台 

暑期实习生启动 

广东团省委“展翅计划”暑期实习生招募 

学校就业中心“梦想起航网”暑期实习生招募 

学院每年一度的暑期实习生网络招聘月开始 

5 月 

应征入伍 高校预征报名阶段，登陆网上报名 

求职 抓紧投递简历，寻求面试机会，招聘进入淡季 

留学 联系学校，办理护照、申请签证等 

特岗教师 各省市招录资格、初审开始 

公务员 部分省市联考笔试成绩公布，关注公告 

志愿西部/三支

一扶/村官 

根据公告要求参与笔试、面试; 请关注相关省市报名

及考试信息; 请关注相关省市招考公告安排 

毕业手续 

征集聘任毕业班校友联络员 

收集各班毕业去向（就业、出国、读研、创业、暂缓、

不工作、继续考研等）数据，核查学校就业在线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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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完整性； 

组织国内升学读研的同学登陆广东省大学生就业在线

网站绑定个人信息 

核对就业、留级甚至退学等不能毕业学生名单给学校

就业中心 

召开分类毕业生专题座谈会；上报暂缓、出国和自愿

回生源地三个类别学生名单 

组织毕业生填写婚育证明、户口迁出登记表、组织关

系转移；通知学生办理人事代理业务 

下发学校关于到西部、基层就业奖励通知，收集就业

困难学生信息申请就业困难补助；参加学校本届毕业

生就业方案洽谈会 

所有就业的毕业生上交接收函给学校就业中心 

更新下一届毕业生专业介绍 

出国留学的毕业生要结合自己的档案去向，看是办理

人事代理、回生源地 

就业活动 开展模拟面试、求职讲座、暑期实习招聘等活动 

6 月 

求职 完成学校就业手续，领取报到证 

应征入伍 高校预征报名阶段，登陆网上报名 

公务员 部分省市公务员联考面试、录用开始，关注公告 

考研 接收录取通知书 

志愿西部 统一体检、公示、录取 

特岗教师 部分省市笔试、资格复审 

三支一扶/村官 
请关注相关省市报名及考试信息；请关注相关省市招

考公告安排 

出国留学 
办理护照，申请签证；做身体健康免疫检查，办理各

公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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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手续 

毕业生集体照归档通知下发 

校友联络员聘任仪式 

集中办理暂缓毕业生签约会 

汇总更新违约毕业生信息，更新就业方案 

组织参加学位授予仪式、毕业典礼 

组织学生参加毕业前夕相关活动（毕业照、聚餐、毕

业生党员、毕业生座谈会、 

参观校史馆、毕业前夕义卖）；安全离校教育；毕业

生集体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单 

毕业生党员办理党组织关系迁出手续 

发布《报到证》领取注意事项通知；辅导员发放报到

证、户口迁移证、教务员发放学位证、毕业证 

召集助理、毕业班骨干着手整理毕业生档案材料装填、

表格录入等 

就业活动 下一届毕业生暑期实习准备（制作投递简历等） 

7 月 

求职 

尚未落实就业岗位的毕业生将联系方式报学院就业负

责人，以便离校后学校能及时获取母校发布的就业信

息；下一届毕业生参加暑期实习 

留学 
进行身体健康免疫检查，办理公证文件，完成入学准

备 

应征入伍 
网报通过的学生参加当地县级兵役机关会同高校组织

的政治初审和身体初检，合格的确定为预征对象 

志愿西部 集中派遣培训 

特岗教师 笔试，部分省市进入面试、体检及公示阶段 

三支一扶/村官 
请关注相关省市报名及考试信息；请关注相关省市招

考公告安排 

毕业手续 

装毕业生档案移交学校档案室进行邮寄 

毕业生改派事项办理 

个别毕业生参加补考，补领报到证、户口迁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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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报道的毕业生党员要将党组织关系迁入回执发邮

件给学院年级辅导员 

毕业后才找到工作单位的毕业生要把就业单位名称、

人事部门联系人、人事部门办公电话、组织机构代码

四个信息发给学院就业老师邮箱 

着手撰写本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总结初稿，更新本届毕

业生最终就业数据 

8 月 

考研 关注公共课考试大纲 

求职 
参加暑期实习，完善简历；更新本届毕业生最终就业

数据 

出国留学 完成各项外语语言考试，收集各类信息与资料 

村官 请关注相关省市报名及考试信息 

9 月 

公务员/村官 
关注省市公务员报考信息; 关注相关省市报名及考试

信息 

考研 关注招生简章和专业计划，应届生预报名开始 

出国留学 寄出联系信、索取申请表 

毕业手续 

发布保研通知，协助教务员做好保研工作；协助学校

就业中心举办各类求职指导、培训活动；更新本届毕

业生最终就业数据；9月 1日前继续跟进没就业的毕业

生，了解毕业生就业情况及时上报省就业系统 

校园大使启动 
学院团委就业部为秋季来校招聘的企业组织集体的

“校园大使招聘月”活动，提前招募企业校园大使 

10 月 

求职 
校园招聘高峰期 ，关注企业校园宣讲、招聘会及网申

信息 

考研 网上统一报名 

公务员 国家公务员考试开始报名，请关注招考公告 

出国留学 准备相关推荐资料、证件申请等 

应征入伍 确定应征入伍资格，到生源地县兵役机关报名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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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手续 

举办毕业年级就业动员大会 

发放《毕业生登记表》、《就业推荐表》、《协议书》

举办模拟面试、职业大赛等求职活动 

11 月 

公务员 进行国家公务员考试 

求职 

校园招聘高峰期 ，关注企业校园宣讲、招聘会及网申

信息，学校举办大型招聘会；到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17 领取《就业协议书》准备签约 

继续跟进上一届毕业后未就业同学最新就业情况，及

时更新上报省就业系统，12 月 8 日前截止 

考研 进行现场确认 

留学 根据意向学校，填写申请表，寄材料 

应征入伍 预征对象提交表格并进行复审、报名应征 

12 月 

求职 

校园招聘尾声期 ，关注企业校园宣讲、招聘会及网申

信息；到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领取《就业协议书》准

备签约 

考研 冲刺备考，打印准考证，参加招生初试 

公务员 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笔试：2017 年 12 月 10 日 

应征入伍 体检、政审合格的届毕业生预征对象入伍 

出国留学 练习口语，熟悉专业知识，准备电话面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