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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服务指南
学年

常用雇主服务 关于我们
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CDC）成立于 2006 年 6 月，是中国人民大学最早成立

的学院级专职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的部门。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CDC 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国本土商科类学生的职业发展教育，并一直保持和加强与国内外

雇主的全方面合作，以此为学生成长和学院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是商学院学生和校友职场生涯的引导者和关注者
    ——为在校学生开展职业咨询，和雇主联合组织面向在校生的职业发展系列活动。

我们是雇主的猎头，是雇主同学生、学院联系和沟通的桥梁
    ——与雇主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提供优质的招聘服务，为雇主推荐适合的学生和校友。

我们是商学院对外的窗口，并为学生培养提供反馈信息
    ——为商学院各个培养项目和雇主的合作提供平台，提供雇主对学生培养的意见和建议。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楼 617 室 邮编：100872

网址：http://career.rmbs.ruc.edu.cn/  邮箱：cdc@rmbs.ruc.edu.cn

电话：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职业发展中心

我们欢迎雇主参加我院年度集中双选会，我们将分别

组织线下校招 / 社招双选会、线上校招 + 社招双选会，并

提供线上视频面试服务，为雇主提供多元、高效人才选聘

平台。

您可以
校招：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社招：致电 010-82509019（刘萍老师）咨询详情。

我们欢迎雇主来我院选聘人才，举办线上 / 线下宣

讲会、学生见面会，并鼓励雇主参与我们的毕业生 - 雇

主深入互动活动即求职同行工作坊。我们可提供场地、

设备、宣传等服务。

您可以
面向本硕博（非 MBA）：致电 010-82507572（刘

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面向 MBA：致电 010-82509019（刘萍老师）咨

询详情。

参与求职同行工作坊：致电 010-62513856（曾琪

老师）咨询详情。

我们欢迎雇主与学生分享求职经验、行业现状，

向他们提供求职帮助，提升简历写作、面试能力，提

供职业咨询。

您可以
参照本册的“雇主合作日历”部分，加入到我们

的活动中来；或与相关老师联系，打造专属的品牌活

动！

我们诚挚邀请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有着良好关

系的优秀企业家、经理人和职场资深人士，经过双向

选择的方式，聘任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学生职业

导师”。

您可以
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我们热诚欢迎社会各界与我院交流合作，组织开

展企业内训、共同开发企业案例、参与 / 合作学院论坛、

与商学院开展有关招聘 / 人才培养的研究合作等。

您可以
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参加学院招聘双选会

向学生发布招聘信息

浏览学生简历册

成为我们的教学实践基地 / 人才合作伙伴

我们可以帮助雇主通过网站、手机短信、微信等方

式向目标学生发布全职、实习类招聘信息。我们每年约

帮助千余个雇主发布消息。

您可以
将招聘消息和单位资质材料发送至：

cdc@rmbs.ruc.edu.cn，我们将协助发布。

我们每年会收集在本学年有求职意向的学生简历，制

作简历册，并向雇主开放，帮助雇主及时发现人才。

您可以
发送“招聘目标和单位资质材料”至：cdc@rmbs.

ruc.edu.cn；主题：申请学生简历册 + 单位名称。

我们愿与社会各界分享资源，在人才战略方面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丰富合作内涵，欢迎各雇主与我们合

作交流。

您可以
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举办线上 / 线下宣讲会、学生见面会

参加学生职业能力提升类课程 / 活动

申请成为学生职业导师

其它合作



活动名称 时间 目标对象 活动简介 合作联系人

学生职业发展
课程及活动
（本科 / 研究生 /
MBA）

2020 年 10-12 月
各年级本科生；

2019、2020 级研究生

雇主派出讲师或客座嘉宾，课堂传授职场技能、职
场经验或分享行业动态、企业理念；雇主也可通过
参加 / 组织讲座、工作坊、座谈、竞赛等活动，加
强与学生的了解，提前锁定目标学生群体。

曾琪老师（本科）
010-62513856

都蓝老师（硕博）
010-62510616

刘萍老师（MBA）
010-82509019

求职同行工作坊 2020 年 10-12 月
2021 届毕业生及其他
感兴趣的高年级学生

通过开展求职辅导工作坊的形式，开辟雇主与毕业
生温馨且深入的互动平台；帮助雇主进一步宣传招
聘需求，深入了解毕业生的真实需求，并树立“重
才爱才”的良好形象。

曾琪老师
010-62513856

毕业生线下
秋季双选会

2020 年 10 月 2021 届全体毕业生
商学院年度集中的综合性校园招聘活动，雇主和学
生可以面对面交流，有很高的学生参与度和认可
度。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毕业生线上
秋季双选会

2020 年 11 月
2021 届全体毕业生；
其他有需求的在校生

及校友

商学院年度大型综合性招聘活动，不受时空限制，
校招 / 社招、全职 / 实习均可，参与人数众多，可
同步安排视频面试，招聘成功率高。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Meet with RMBS 
Talents
社招会

2020 年 12 月
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校园免费社招平台，搭建雇主和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的沟通桥梁。可为雇主提供行业背景多
样、工作经验丰富的投融资、资产管理、财务审计
风控、运营、销售、客户、市场、人力、行政管理
中高级人才。

刘萍老师
010-82509019

学生寒假实习推广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 月

以 2022 届毕业生为主
为企业集中提供实习生资源，企业可借此与实习生
进行体验式认知，增进相互间了解。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学生职业发展
课程及活动（本科 /
研究生 /MBA）

2021 年 3-6 月
各年级本科生；

2019、2020 级研究生

雇主派出讲师或客座嘉宾，课堂传授职场技能、职
场经验或分享行业动态、企业理念；雇主也可通过
参加 / 组织讲座、工作坊、座谈、竞赛等活动，加
强与学生的了解，提前锁定目标学生群体。

曾琪老师（本科）
010-62513856

都蓝老师（硕博）
010-62510616

刘萍老师（MBA）
010-82509019

学生春季全职
及实习双选会

2021 年 4 月
2021 届毕业生、

其他有需求的在校生

商学院为雇主和考研失利、求职未果的毕业生举办
的招聘活动，并借此为雇主提供暑期实习生推介服
务。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Meet with RMBS 
Talents
社招会

2021 年 5 月
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校园免费社招平台，搭建雇主和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的沟通桥梁。可为雇主提供行业背景多
样、工作经验丰富的投融资、资产管理、财务审计
风控、运营、销售、客户、市场、人力、行政管理
中高级人才。

刘萍老师
010-82509019

学生暑期实习推广 2021 年 5-6 月 以 2022 届毕业生为主
为雇主提供实习生招聘推介服务，协助 2022 届毕
业生寻找合适的实习资源。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丰富多元的雇主服务模式及校企合作样式，必将对提高雇主声誉、校园品牌影响力和成功招聘率产生事半

功倍的效果，也必将增加双方资源深度共享的可能性。

亲爱的雇主：

见字如面，虽因新冠疫情，我们许久未曾谋面，但我们的心一直彼此

牵连，学生犹如一根根长长的线，一头连着你们，一头连着我们，感谢您

一直以来对学院的关注和支持！

人大商学院作为国内顶尖商学院之一，是新中国最早开办管理教育的

机构，囊括了工商管理类学科中从本科到博士所有学位和培养项目。经过

70 年的发展，学院在人才培养、科研、国际交流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学院 7 万多名校友遍布世界各地，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2021 年学

院又将有 1000 余名优秀毕业生走出校门，服务社会。

今年，在喜迎学院 70 周年院庆之际，我们诚挚邀请、欢迎各位雇主与

我们共襄盛举，来我院选聘人才，也更期待与您有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

校园品牌
建设

人才招聘
（校招 / 社招）

发现 / 接触
目标学生

巩固
合作成果

其它
合作

企业校园宣传推广
邀请学生进行企业参访
参与学生职业能力提升活动
赞助学生职业发展项目
企业冠名系列活动

接纳学生实习 
参加商学院求职实战类活动
浏览学生简历
与目标学生进行企业午餐会

企业内训
共同开发企业案例
商学院其他导师项目
参与 / 合作学院论坛
企业命名的学生奖助学金等
教育基金
与商学院开展有关招聘 / 人
才培养的研究合作

全职 / 实习消息发布
举办专场招聘 / 宣讲会
参加学院春、秋季双选会（校招 / 社招）
优秀学生推荐
简历册索取

成为教学实践基地 / 人才合作伙伴
申请成为学生职业导师
参加商学院雇主论坛
年度雇主满意度调查
享受商学院教育资源
加入中国人力资源联盟

MBA 毕业生

平均具有八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各行业中流砥柱，在各自领域中独当一面。

-- 行业背景：通讯、互联网、金融，医药、咨询、快消，能源、教育、制造业、房地产、汽车 ......

-- 职能背景：管理、战略、财务、风控，投资、人力、市场、运营、媒体、咨询、研发、研究 ......

特色 MBA 项目：

-- 面向全球招生的 IMBA（International MBA），满足全球化企业对国际化高端人才的需求。

-- 科技金融（Fin Tech）MBA 以管理知识为广度，以金融知识为深度，输出金融创新复合型高端人才。

本科
（四年制）

316 人

专业硕士
（两年制）

734 人

学术硕士
（三年制） 

8 人

博士
（三 / 四年制）

137 人

企业管理                            3

财务学                                2

产业经济学                       2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562

（MBA） 

会计专业硕士                 97

（MPACC）

国际商务专业硕士        51

（MIB）

资产评估专业硕士        24

（MV）

会  计  学                           92

财务管理                          60

工商管理                          43
（含英文实验班及工商管理 - 法学实验班 )      

市场营销                          32

国际商务                          30

贸易经济                          30

管理科学                          29

企业管理                          39

会计学                              26

财务学                              23

技术经济及管理             16

商业经济学                     13

产业经济学                     12

市场营销管理                   8

寄 语 2021 届毕业生情况

2020-2021 学年雇主合作日历

校企合作

国际学生

学历层次：本科、硕士、博士

专         业：会计、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企业管理、国际商务等；

生  源  地：中国港澳台、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蒙古、泰国、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其中：



活动名称 时间 目标对象 活动简介 合作联系人

学生职业发展
课程及活动
（本科 / 研究生 /
MBA）

2020 年 10-12 月
各年级本科生；

2019、2020 级研究生

雇主派出讲师或客座嘉宾，课堂传授职场技能、职
场经验或分享行业动态、企业理念；雇主也可通过
参加 / 组织讲座、工作坊、座谈、竞赛等活动，加
强与学生的了解，提前锁定目标学生群体。

曾琪老师（本科）
010-62513856

都蓝老师（硕博）
010-62510616

刘萍老师（MBA）
010-82509019

求职同行工作坊 2020 年 10-12 月
2021 届毕业生及其他
感兴趣的高年级学生

通过开展求职辅导工作坊的形式，开辟雇主与毕业
生温馨且深入的互动平台；帮助雇主进一步宣传招
聘需求，深入了解毕业生的真实需求，并树立“重
才爱才”的良好形象。

曾琪老师
010-62513856

毕业生线下
秋季双选会

2020 年 10 月 2021 届全体毕业生
商学院年度集中的综合性校园招聘活动，雇主和学
生可以面对面交流，有很高的学生参与度和认可
度。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毕业生线上
秋季双选会

2020 年 11 月
2021 届全体毕业生；
其他有需求的在校生

及校友

商学院年度大型综合性招聘活动，不受时空限制，
校招 / 社招、全职 / 实习均可，参与人数众多，可
同步安排视频面试，招聘成功率高。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Meet with RMBS 
Talents
社招会

2020 年 12 月
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校园免费社招平台，搭建雇主和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的沟通桥梁。可为雇主提供行业背景多
样、工作经验丰富的投融资、资产管理、财务审计
风控、运营、销售、客户、市场、人力、行政管理
中高级人才。

刘萍老师
010-82509019

学生寒假实习推广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 月

以 2022 届毕业生为主
为企业集中提供实习生资源，企业可借此与实习生
进行体验式认知，增进相互间了解。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学生职业发展
课程及活动（本科 /
研究生 /MBA）

2021 年 3-6 月
各年级本科生；

2019、2020 级研究生

雇主派出讲师或客座嘉宾，课堂传授职场技能、职
场经验或分享行业动态、企业理念；雇主也可通过
参加 / 组织讲座、工作坊、座谈、竞赛等活动，加
强与学生的了解，提前锁定目标学生群体。

曾琪老师（本科）
010-62513856

都蓝老师（硕博）
010-62510616

刘萍老师（MBA）
010-82509019

学生春季全职
及实习双选会

2021 年 4 月
2021 届毕业生、

其他有需求的在校生

商学院为雇主和考研失利、求职未果的毕业生举办
的招聘活动，并借此为雇主提供暑期实习生推介服
务。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Meet with RMBS 
Talents
社招会

2021 年 5 月
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校园免费社招平台，搭建雇主和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的沟通桥梁。可为雇主提供行业背景多
样、工作经验丰富的投融资、资产管理、财务审计
风控、运营、销售、客户、市场、人力、行政管理
中高级人才。

刘萍老师
010-82509019

学生暑期实习推广 2021 年 5-6 月 以 2022 届毕业生为主
为雇主提供实习生招聘推介服务，协助 2022 届毕
业生寻找合适的实习资源。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丰富多元的雇主服务模式及校企合作样式，必将对提高雇主声誉、校园品牌影响力和成功招聘率产生事半

功倍的效果，也必将增加双方资源深度共享的可能性。

亲爱的雇主：

见字如面，虽因新冠疫情，我们许久未曾谋面，但我们的心一直彼此

牵连，学生犹如一根根长长的线，一头连着你们，一头连着我们，感谢您

一直以来对学院的关注和支持！

人大商学院作为国内顶尖商学院之一，是新中国最早开办管理教育的

机构，囊括了工商管理类学科中从本科到博士所有学位和培养项目。经过

70 年的发展，学院在人才培养、科研、国际交流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学院 7 万多名校友遍布世界各地，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2021 年学

院又将有 1000 余名优秀毕业生走出校门，服务社会。

今年，在喜迎学院 70 周年院庆之际，我们诚挚邀请、欢迎各位雇主与

我们共襄盛举，来我院选聘人才，也更期待与您有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

校园品牌
建设

人才招聘
（校招 / 社招）

发现 / 接触
目标学生

巩固
合作成果

其它
合作

企业校园宣传推广
邀请学生进行企业参访
参与学生职业能力提升活动
赞助学生职业发展项目
企业冠名系列活动

接纳学生实习 
参加商学院求职实战类活动
浏览学生简历
与目标学生进行企业午餐会

企业内训
共同开发企业案例
商学院其他导师项目
参与 / 合作学院论坛
企业命名的学生奖助学金等
教育基金
与商学院开展有关招聘 / 人
才培养的研究合作

全职 / 实习消息发布
举办专场招聘 / 宣讲会
参加学院春、秋季双选会（校招 / 社招）
优秀学生推荐
简历册索取

成为教学实践基地 / 人才合作伙伴
申请成为学生职业导师
参加商学院雇主论坛
年度雇主满意度调查
享受商学院教育资源
加入中国人力资源联盟

MBA 毕业生

平均具有八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各行业中流砥柱，在各自领域中独当一面。

-- 行业背景：通讯、互联网、金融，医药、咨询、快消，能源、教育、制造业、房地产、汽车 ......

-- 职能背景：管理、战略、财务、风控，投资、人力、市场、运营、媒体、咨询、研发、研究 ......

特色 MBA 项目：

-- 面向全球招生的 IMBA（International MBA），满足全球化企业对国际化高端人才的需求。

-- 科技金融（Fin Tech）MBA 以管理知识为广度，以金融知识为深度，输出金融创新复合型高端人才。

本科
（四年制）

316 人

专业硕士
（两年制）

734 人

学术硕士
（三年制） 

8 人

博士
（三 / 四年制）

137 人

企业管理                            3

财务学                                2

产业经济学                       2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562

（MBA） 

会计专业硕士                 97

（MPACC）

国际商务专业硕士        51

（MIB）

资产评估专业硕士        24

（MV）

会  计  学                           92

财务管理                          60

工商管理                          43
（含英文实验班及工商管理 - 法学实验班 )      

市场营销                          32

国际商务                          30

贸易经济                          30

管理科学                          29

企业管理                          39

会计学                              26

财务学                              23

技术经济及管理             16

商业经济学                     13

产业经济学                     12

市场营销管理                   8

寄 语 2021 届毕业生情况

2020-2021 学年雇主合作日历

校企合作

国际学生

学历层次：本科、硕士、博士

专         业：会计、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企业管理、国际商务等；

生  源  地：中国港澳台、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蒙古、泰国、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其中：



活动名称 时间 目标对象 活动简介 合作联系人

学生职业发展
课程及活动
（本科 / 研究生 /
MBA）

2020 年 10-12 月
各年级本科生；

2019、2020 级研究生

雇主派出讲师或客座嘉宾，课堂传授职场技能、职
场经验或分享行业动态、企业理念；雇主也可通过
参加 / 组织讲座、工作坊、座谈、竞赛等活动，加
强与学生的了解，提前锁定目标学生群体。

曾琪老师（本科）
010-62513856

都蓝老师（硕博）
010-62510616

刘萍老师（MBA）
010-82509019

求职同行工作坊 2020 年 10-12 月
2021 届毕业生及其他
感兴趣的高年级学生

通过开展求职辅导工作坊的形式，开辟雇主与毕业
生温馨且深入的互动平台；帮助雇主进一步宣传招
聘需求，深入了解毕业生的真实需求，并树立“重
才爱才”的良好形象。

曾琪老师
010-62513856

毕业生线下
秋季双选会

2020 年 10 月 2021 届全体毕业生
商学院年度集中的综合性校园招聘活动，雇主和学
生可以面对面交流，有很高的学生参与度和认可
度。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毕业生线上
秋季双选会

2020 年 11 月
2021 届全体毕业生；
其他有需求的在校生

及校友

商学院年度大型综合性招聘活动，不受时空限制，
校招 / 社招、全职 / 实习均可，参与人数众多，可
同步安排视频面试，招聘成功率高。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Meet with RMBS 
Talents
社招会

2020 年 12 月
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校园免费社招平台，搭建雇主和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的沟通桥梁。可为雇主提供行业背景多
样、工作经验丰富的投融资、资产管理、财务审计
风控、运营、销售、客户、市场、人力、行政管理
中高级人才。

刘萍老师
010-82509019

学生寒假实习推广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 月

以 2022 届毕业生为主
为企业集中提供实习生资源，企业可借此与实习生
进行体验式认知，增进相互间了解。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学生职业发展
课程及活动（本科 /
研究生 /MBA）

2021 年 3-6 月
各年级本科生；

2019、2020 级研究生

雇主派出讲师或客座嘉宾，课堂传授职场技能、职
场经验或分享行业动态、企业理念；雇主也可通过
参加 / 组织讲座、工作坊、座谈、竞赛等活动，加
强与学生的了解，提前锁定目标学生群体。

曾琪老师（本科）
010-62513856

都蓝老师（硕博）
010-62510616

刘萍老师（MBA）
010-82509019

学生春季全职
及实习双选会

2021 年 4 月
2021 届毕业生、

其他有需求的在校生

商学院为雇主和考研失利、求职未果的毕业生举办
的招聘活动，并借此为雇主提供暑期实习生推介服
务。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Meet with RMBS 
Talents
社招会

2021 年 5 月
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校园免费社招平台，搭建雇主和商学院历届校友 &
在校 MBA 的沟通桥梁。可为雇主提供行业背景多
样、工作经验丰富的投融资、资产管理、财务审计
风控、运营、销售、客户、市场、人力、行政管理
中高级人才。

刘萍老师
010-82509019

学生暑期实习推广 2021 年 5-6 月 以 2022 届毕业生为主
为雇主提供实习生招聘推介服务，协助 2022 届毕
业生寻找合适的实习资源。

刘莹莹老师
010-82507572

丰富多元的雇主服务模式及校企合作样式，必将对提高雇主声誉、校园品牌影响力和成功招聘率产生事半

功倍的效果，也必将增加双方资源深度共享的可能性。

亲爱的雇主：

见字如面，虽因新冠疫情，我们许久未曾谋面，但我们的心一直彼此

牵连，学生犹如一根根长长的线，一头连着你们，一头连着我们，感谢您

一直以来对学院的关注和支持！

人大商学院作为国内顶尖商学院之一，是新中国最早开办管理教育的

机构，囊括了工商管理类学科中从本科到博士所有学位和培养项目。经过

70 年的发展，学院在人才培养、科研、国际交流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学院 7 万多名校友遍布世界各地，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2021 年学

院又将有 1000 余名优秀毕业生走出校门，服务社会。

今年，在喜迎学院 70 周年院庆之际，我们诚挚邀请、欢迎各位雇主与

我们共襄盛举，来我院选聘人才，也更期待与您有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

校园品牌
建设

人才招聘
（校招 / 社招）

发现 / 接触
目标学生

巩固
合作成果

其它
合作

企业校园宣传推广
邀请学生进行企业参访
参与学生职业能力提升活动
赞助学生职业发展项目
企业冠名系列活动

接纳学生实习 
参加商学院求职实战类活动
浏览学生简历
与目标学生进行企业午餐会

企业内训
共同开发企业案例
商学院其他导师项目
参与 / 合作学院论坛
企业命名的学生奖助学金等
教育基金
与商学院开展有关招聘 / 人
才培养的研究合作

全职 / 实习消息发布
举办专场招聘 / 宣讲会
参加学院春、秋季双选会（校招 / 社招）
优秀学生推荐
简历册索取

成为教学实践基地 / 人才合作伙伴
申请成为学生职业导师
参加商学院雇主论坛
年度雇主满意度调查
享受商学院教育资源
加入中国人力资源联盟

MBA 毕业生

平均具有八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各行业中流砥柱，在各自领域中独当一面。

-- 行业背景：通讯、互联网、金融，医药、咨询、快消，能源、教育、制造业、房地产、汽车 ......

-- 职能背景：管理、战略、财务、风控，投资、人力、市场、运营、媒体、咨询、研发、研究 ......

特色 MBA 项目：

-- 面向全球招生的 IMBA（International MBA），满足全球化企业对国际化高端人才的需求。

-- 科技金融（Fin Tech）MBA 以管理知识为广度，以金融知识为深度，输出金融创新复合型高端人才。

本科
（四年制）

316 人

专业硕士
（两年制）

734 人

学术硕士
（三年制） 

8 人

博士
（三 / 四年制）

137 人

企业管理                            3

财务学                                2

产业经济学                       2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562

（MBA） 

会计专业硕士                 97

（MPACC）

国际商务专业硕士        51

（MIB）

资产评估专业硕士        24

（MV）

会  计  学                           92

财务管理                          60

工商管理                          43
（含英文实验班及工商管理 - 法学实验班 )      

市场营销                          32

国际商务                          30

贸易经济                          30

管理科学                          29

企业管理                          39

会计学                              26

财务学                              23

技术经济及管理             16

商业经济学                     13

产业经济学                     12

市场营销管理                   8

寄 语 2021 届毕业生情况

2020-2021 学年雇主合作日历

校企合作

国际学生

学历层次：本科、硕士、博士

专         业：会计、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企业管理、国际商务等；

生  源  地：中国港澳台、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蒙古、泰国、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其中：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雇主服务指南
学年

常用雇主服务 关于我们
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CDC）成立于 2006 年 6 月，是中国人民大学最早成立

的学院级专职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的部门。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CDC 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国本土商科类学生的职业发展教育，并一直保持和加强与国内外

雇主的全方面合作，以此为学生成长和学院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是商学院学生和校友职场生涯的引导者和关注者
    ——为在校学生开展职业咨询，和雇主联合组织面向在校生的职业发展系列活动。

我们是雇主的猎头，是雇主同学生、学院联系和沟通的桥梁
    ——与雇主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提供优质的招聘服务，为雇主推荐适合的学生和校友。

我们是商学院对外的窗口，并为学生培养提供反馈信息
    ——为商学院各个培养项目和雇主的合作提供平台，提供雇主对学生培养的意见和建议。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楼 617 室 邮编：100872

网址：http://career.rmbs.ruc.edu.cn/  邮箱：cdc@rmbs.ruc.edu.cn

电话：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职业发展中心

我们欢迎雇主参加我院年度集中双选会，我们将分别

组织线下校招 / 社招双选会、线上校招 + 社招双选会，并

提供线上视频面试服务，为雇主提供多元、高效人才选聘

平台。

您可以
校招：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社招：致电 010-82509019（刘萍老师）咨询详情。

我们欢迎雇主来我院选聘人才，举办线上 / 线下宣

讲会、学生见面会，并鼓励雇主参与我们的毕业生 - 雇

主深入互动活动即求职同行工作坊。我们可提供场地、

设备、宣传等服务。

您可以
面向本硕博（非 MBA）：致电 010-82507572（刘

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面向 MBA：致电 010-82509019（刘萍老师）咨

询详情。

参与求职同行工作坊：致电 010-62513856（曾琪

老师）咨询详情。

我们欢迎雇主与学生分享求职经验、行业现状，

向他们提供求职帮助，提升简历写作、面试能力，提

供职业咨询。

您可以
参照本册的“雇主合作日历”部分，加入到我们

的活动中来；或与相关老师联系，打造专属的品牌活

动！

我们诚挚邀请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有着良好关

系的优秀企业家、经理人和职场资深人士，经过双向

选择的方式，聘任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学生职业

导师”。

您可以
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我们热诚欢迎社会各界与我院交流合作，组织开

展企业内训、共同开发企业案例、参与 / 合作学院论坛、

与商学院开展有关招聘 / 人才培养的研究合作等。

您可以
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参加学院招聘双选会

向学生发布招聘信息

浏览学生简历册

成为我们的教学实践基地 / 人才合作伙伴

我们可以帮助雇主通过网站、手机短信、微信等方

式向目标学生发布全职、实习类招聘信息。我们每年约

帮助千余个雇主发布消息。

您可以
将招聘消息和单位资质材料发送至：

cdc@rmbs.ruc.edu.cn，我们将协助发布。

我们每年会收集在本学年有求职意向的学生简历，制

作简历册，并向雇主开放，帮助雇主及时发现人才。

您可以
发送“招聘目标和单位资质材料”至：cdc@rmbs.

ruc.edu.cn；主题：申请学生简历册 + 单位名称。

我们愿与社会各界分享资源，在人才战略方面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丰富合作内涵，欢迎各雇主与我们合

作交流。

您可以
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举办线上 / 线下宣讲会、学生见面会

参加学生职业能力提升类课程 / 活动

申请成为学生职业导师

其它合作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雇主服务指南
学年

常用雇主服务 关于我们
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CDC）成立于 2006 年 6 月，是中国人民大学最早成立

的学院级专职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的部门。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CDC 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国本土商科类学生的职业发展教育，并一直保持和加强与国内外

雇主的全方面合作，以此为学生成长和学院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是商学院学生和校友职场生涯的引导者和关注者
    ——为在校学生开展职业咨询，和雇主联合组织面向在校生的职业发展系列活动。

我们是雇主的猎头，是雇主同学生、学院联系和沟通的桥梁
    ——与雇主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提供优质的招聘服务，为雇主推荐适合的学生和校友。

我们是商学院对外的窗口，并为学生培养提供反馈信息
    ——为商学院各个培养项目和雇主的合作提供平台，提供雇主对学生培养的意见和建议。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楼 617 室 邮编：100872

网址：http://career.rmbs.ruc.edu.cn/  邮箱：cdc@rmbs.ruc.edu.cn

电话：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职业发展中心

我们欢迎雇主参加我院年度集中双选会，我们将分别

组织线下校招 / 社招双选会、线上校招 + 社招双选会，并

提供线上视频面试服务，为雇主提供多元、高效人才选聘

平台。

您可以
校招：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社招：致电 010-82509019（刘萍老师）咨询详情。

我们欢迎雇主来我院选聘人才，举办线上 / 线下宣

讲会、学生见面会，并鼓励雇主参与我们的毕业生 - 雇

主深入互动活动即求职同行工作坊。我们可提供场地、

设备、宣传等服务。

您可以
面向本硕博（非 MBA）：致电 010-82507572（刘

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面向 MBA：致电 010-82509019（刘萍老师）咨

询详情。

参与求职同行工作坊：致电 010-62513856（曾琪

老师）咨询详情。

我们欢迎雇主与学生分享求职经验、行业现状，

向他们提供求职帮助，提升简历写作、面试能力，提

供职业咨询。

您可以
参照本册的“雇主合作日历”部分，加入到我们

的活动中来；或与相关老师联系，打造专属的品牌活

动！

我们诚挚邀请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有着良好关

系的优秀企业家、经理人和职场资深人士，经过双向

选择的方式，聘任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学生职业

导师”。

您可以
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我们热诚欢迎社会各界与我院交流合作，组织开

展企业内训、共同开发企业案例、参与 / 合作学院论坛、

与商学院开展有关招聘 / 人才培养的研究合作等。

您可以
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参加学院招聘双选会

向学生发布招聘信息

浏览学生简历册

成为我们的教学实践基地 / 人才合作伙伴

我们可以帮助雇主通过网站、手机短信、微信等方

式向目标学生发布全职、实习类招聘信息。我们每年约

帮助千余个雇主发布消息。

您可以
将招聘消息和单位资质材料发送至：

cdc@rmbs.ruc.edu.cn，我们将协助发布。

我们每年会收集在本学年有求职意向的学生简历，制

作简历册，并向雇主开放，帮助雇主及时发现人才。

您可以
发送“招聘目标和单位资质材料”至：cdc@rmbs.

ruc.edu.cn；主题：申请学生简历册 + 单位名称。

我们愿与社会各界分享资源，在人才战略方面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丰富合作内涵，欢迎各雇主与我们合

作交流。

您可以
致电 010-82507572（刘莹莹老师）咨询详情。

举办线上 / 线下宣讲会、学生见面会

参加学生职业能力提升类课程 / 活动

申请成为学生职业导师

其它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