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春季网络双选会邀请函

尊敬的用人单位：

感谢多年来对我校就业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

部备案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学校，前身是 1960 年成

立的山东省丝绸工业学校，2006 年升格为山东丝绸纺织职业

学院，2014 年更名为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我校 2020 届毕业

生共有 2629 人，涵盖商贸、食品、机电、纺织、服装、计

算机、会计、艺术等专业大类的 28 个专业。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中

央和山东省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有关要求，更好地为广

大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服务，降低疫情影

响，特举办“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春季网络双

选会”。现诚邀各用人单位参会，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时间安排

3 月 12 日—4 月 15 日：用人单位报名，学校审核。

3 月 20 日—4 月 30 日：学生投递简历，用人单位、学

生双向选择。

二、双选会流程

1.报名。用人单位可通过登录学校就业信息系统(网址

http://sdlivc.sdbys.com）进行报名，具体流程请参阅《企

业操作指南》（附件 1）。学校将在收到用人单位报名申请后



的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2.参会。用人单位通过报名审核后，可通过注册使用的

邮箱或用人单位账户后台随时查看简历收到情况，并可与投

递简历的学生联系招聘相关事宜。

三、温馨提示

1、本次网络双选会不收取任何费用。

2、为保证双选会质量，学校将结合招聘岗位与毕业生

专业匹配度及毕业生就业需求进行筛选和审核，如未通过报

名审核，敬请理解。

3、疫情防控期间，建议各用人单位的面试、笔试采用

线上方式进行。

4、为维护毕业生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参会单位要严格

遵守教育部关于校园招聘“三个严禁”要求，严禁虚假招聘，

如有违法、违规，学校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5、本次网络双选会谢绝人力资源中介代理招聘。

6、联系方式

学校网址：http：//www.sdlivc.com

就业网址：http：//jiuye.sdlivc.com

招聘会服务邮箱：sdqgzyxyzsjybgs@zb.shandong.cn

联系人：贾老师 联系电话：0533－6810665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2020 年 3 月 12 日



附件 1：企业操作指南

附件 2：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分专业人数统

计表



附件一

企业操作指南

一、注册登录

登录学校就业网站(网址：http://sdlivc.sdbys.com），

选择【单位登录】。

进入单位登录页面后，点击右下角【立即注册】，在单

位注册认证页面，如实填写注册相关信息后，点击【注册】。

按照页面步骤要求填写注册信息并提交审核。资质信息通过

审核后，即可在入网进行各类招聘行为（网上发布职位信息、

申请宣讲会、报名招聘会、发布招聘公告等）。

二、申请参加招聘会



使用账号密码登录学校网站，进入【企业中心】；在企

业中心页面【招聘会预定】栏目中找到本次招聘会并点击【马

上预定】，进入报名页面。

进入页面后，按照流程填写完善【展位预定报名表】【单

位简介】【职位需求】，完成后点击【提交】，即完成招聘

会报名。

注：注册资金项，请从【公司认证】栏目中修改完善。



三、查看预订情况

企业报名成功后，请随时关注招聘会审核状态。可通过

登录系统选择【招聘会展位预定】，查看【招聘会列表】中

的审核状态。

四、简历接收与查看



每个企业展位信息都会显示在招聘会中，学生可通过网

站投递简历，企业可通过注册时填写的电子邮箱查看，求职

者投递的简历会通过邮件形式发送到企业的邮箱。

五、签约

如与毕业生达成一致后，可点击系统内的“网签学生”，

页面即跳转到省网内，进行签约的操作。

六、其他事宜

（一）注册及系统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请及时与技术

中心反馈。技术支持电话：0531-88026106

（二）已在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信息网开通账号

的用人单位可凭省网账号直接登录学校网站，无需再注册及

审核。

（三）未注册的单位需先完成用户注册并通过审核。注

册时，民营、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社会组织等不具备档案

管理权的，已在当地人才交流中心办理档案托管（即人事代

理）的，需将档案接收情况进行完善；未办理档案托管可选

择【尚未办理托管暂不接收】。



附件二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分专业人数统计表

系部 专业 学历 男 女 合计 联系人

轻化工程系

男 90 人

女 133 人

共 223 人

染整技术 专科 28 26 54

许老师

0533-

6811218

应用化工技术 专科 24 9 33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专科 9 20 29

食品营养与检测 专科 29 78 107

就业工作邮箱：sdqgzyxyqhgcx@zb.shandong.cn

纺织服装工程系

男 36 人

女 119 人

共 155 人

纺织品设计 专科 2 5 7

武老师

0533-

6811628

现代纺织技术 专科 3 3 6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专科 15 81 96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科 9 19 28

鞋类设计与工艺 专科 7 11 18

sdqgzyxyfzfzgcx@zb.shandong.cn

商贸工程系

男 216 人

女 227 人

共 443 人

电子商务 专科 102 105 207

刘老师

0533-

6810737

国际商务 专科 19 21 40

市场营销 专科 46 46 92

物流管理 专科 49 55 104

就业工作邮箱：sdqgzyxyswmyx@zb.shandong.cn

工商管理系

男 199 人

女 434 人

共 633 人

会计 专科 70 218 288

张老师

0533-

6811891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专科 26 91 117

空中乘务 专科 103 125 228

就业工作邮箱：sdqgzyxygsglx@zb.shandong.cn

机电工程系

男 311 人

女 27 人

共 338 人

机械设计维修与管理 专科 150 10 160
周老师

0533-

6825062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科 98 7 105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专科 45 4 49



汽车营销与服务 专科 18 6 24

就业工作邮箱：sdqgzyxyjdgcx@zb.shandong.cn

系部 专业 学历 男 女 合计 联系人

信息工程系

男 398 人

女 134 人

共 532 人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科 228 92 320

王老师

0533-

682503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专科 50 18 68

通信技术 专科 65 15 80

移动通信技术 专科 36 7 43

移动应用开发 专科 19 2 21

就业工作邮箱：sdqgzyxyxxgcx@zb.shandong.cn

艺术设计系

男 175 人

女 130 人

共 305 人

艺术设计 专科 50 55 105

石老师

0533-

6822168

环境艺术设计 专科 38 25 63

动漫制作技术 专科 87 50 137

就业工作邮箱：sdqgzyxyyssjx@zb.shandong.cn

男生：1425 人 女生：1204 人 总计：2629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