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毕业生就业月历 

  

一月 

【求  职】 利用寒假实习丰富简历，总结经验为节后求职做准备 

【留  学】 主动与学校进行联系，跟踪录取情况 

【公务员】 国家公务员笔试成绩可查询，面试通知陆续发布 

【入  伍】 男兵入伍报名开始，可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以及应征报名， 

      报名时间一般为 1 月至 8 月 

【学  校】 期未考试、实习开始（1 月至 3 月） 

二月 

【考  研】 初试成绩陆续公布，及时查询进行复试准备。考研失利则抓紧金三银四求 

       职季 

【求  职】 利用回家过年，了解家乡就业环境，寻找回乡就业机会 

【公务员】 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开始，部分省市招考公告陆续发布 

【入  伍】 男兵可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以及应征报名 

三月 

【考  研】 自主划线和国家线相继发布，未进入复试可考虑调剂 

【求  职】 春招进入笔试面试高峰期，关注网申、招聘会和招聘信息，抓住金三银四 

招聘季 

【留  学】 陆续收到 Offer，根据情况确定要去的学校 

【公务员】 部分省市公务员联考公告陆续发布，关注相关公告 

【入  伍】 男兵可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以及应征报名 

【三支一扶】各省多在 3-6 月开始报名，关注相关省市招募及报考公告 

【学  校】 开学报到、提交实习报告、毕业论文写作、补考、双数学期重修考试、学 

籍核对、公务员培训 



四月 

【考  研】 确认复试时间及调剂 

【求  职】 关注企业招聘信息、招聘会，积极投递简历参与面试，抓住招聘季尾巴 

【公务员】 部分省市举行公务员联考 

【村  官】 各省市根据本省安排在 4-9 月进行村官报名及考试工作，详情关注相关省

市招录公告 

【入  伍】 男兵可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以及应征报名 

【三支一扶】根据招考公告安排，参与考试，关注具体省市考试信息 

【西部计划】登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信息系统进行报名（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 

名、组织选报、集中派遣方式） 

【特岗教师】各省市集中安排在 4-9 月进行招录工作，详情关注相关省市招录公告 

【学  校】 论文答辩、预备党员转正（4 月-5 月） 

五月 

【求  职】 毕业前抓紧时间投递简历，寻求面试机会，招聘会进入淡季 

小贴士： 

①找到工作的毕业生，面临职场过渡问题，提前做功课，让自己更快适应职场； 

②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毕业生，调整心态，适当降低求职要求，把握就业机会。 

【留  学】 联系学校，办理护照，申请签证等 

【公务员】 部分省市公务员联考笔试成绩陆续公布，关注相关公告 

【村  官】 关注相关省市招录公告 

【入  伍】 男兵可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以及应征报名 

【三支一扶】关注相关省市报名及考试信息 

【西部计划】根据公告要求参与笔试、面试 

【特岗教师】大部分省份特岗教师招录资格、初审开始 

【学  校】 核对派遣信息、登记党员信息、填写《毕业生登记表》 

六月 



【考  研】 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 

【求  职】 完成学校就业手续办理，领取报到证 

小贴士： 

①办理离校手续时，户籍、档案、组织关系等一个都不能少； 

②企业不能落户时，要记得把户口挂靠在人才市场或迁回原籍。 

【公务员】 部分省市公务员联考面试、录用陆续开始，关注相关公告 

【村  官】 关注相关省市招考公告 

【入  伍】 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应征报名，女兵报名时间一般为 

6 月-8 月 

【三支一扶】关注相关省市报名及考试信息 

【西部计划】统一体检、公示、录取 

【特岗教师】部分省市进行笔试、资格复审 

【学  校】 毕业典礼及晚会、办理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领取毕业证/学位证、完成

离校手续、 

七月 

【留  学】 进行身体健康免疫检查，办理公证文件，完成入学准备 

注：因意向学校和国家不同，留学时间安排有差异。 

【村  官】 关注相关省市招考公告 

【三支一扶】关注相关省市报名及考试信息 

【入  伍】 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应征报名 

【西部计划】集中派遣培训 

【特岗教师】部分省市进入面试、体检及公示阶段 

八月 

【考  研】 各招生单位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发布，积极备考 

【求  职】 暑期实习，不断完善简历，学习面试等相关技巧 

【留  学】 提升语言成绩，选择院校和专业，制定留学方案 

【公务员】 关注部分省市下半年招考信息，备考 

【村  官】 各省报名时间不一，请及时关注相关省市报名及考试信息 



【入  伍】 应征报名截止 8 月 5 日，网上报名后，经过初审初查、体检政审、走访调  

查、预定新兵、张榜公示等程序，最终批准入伍 

【学  校】 毕业生查询档案是否派送至单位 

九月 

【考  研】 考研公共课、统考专业课大纲发布，进行网上预报名 

咨询周：当年 9 月中下旬 

（参考 2017 年时间：2017 年 9 月 19 日至 9 月 23 日） 

网上预报名时间：当年 9 月下旬 

（参考 2017 年时间：2017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每天 9:00—22:00） 

【求  职】 完善求职简历，校招网申相继开始，关注心仪企业校园宣讲会及招聘信息，

及时投递简历 

小贴士： 

①多关注心仪企业的动态，企业文化、招聘要求等； 

②准备多份简历，根据不同单位有的放矢，突出关键词。 

【留  学】 制作个人简历，寄出联系信，根据学校要求准备材料，联络导师等 

【公务员】 关注部分省市下半年报考信息，做好应试准备 

【村  官】 关注相关省市报名及考试信息 

【学  校】 办理实习手续/校外住宿、图像信息采集、学籍信息确认、生源信息核对； 

（9 月-11 月）开展各项学生活动、专业实训、党员发展转正、评奖评优、 

单数学期重修报名、公务员培训；（9 月至毕业前夕）校网查看招 

聘信息、参加各类招聘会 

十月 

【考  研】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当年 10 月 

（参考 2017 年时间：2017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 9:00—22:00） 

【求  职】 校园招聘高峰期，关注企业校园宣讲会、招聘会及网申信息；搜索、查询 

与自己专业紧密相关单位的信息 

【留  学】 准备自荐和推荐材料，开具成绩单、GPA 等证明 



【公务员】 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告及职位表发布，网上报名开始 

网上报名时间：当年 10 月下旬-11 月初 

（参考 2017 年时间：2017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8 日） 

【学  校】 参加双选会 

十一月 

【考  研】 现场确认报名，到指定地点确认、缴费、照相，具体时间关注各省级招生 

考试机构公告 

【求  职】 招聘信息最密集时段，各大高校陆续举行现场招聘会，较早开始招聘的企 

业开始笔试和面试 

小贴士： 

①参加现场招聘会要做好体力和脑力双重准备。除精心制作简历外，还要准备自我

介绍。 

②接到笔试面试通知后，多查阅相关“笔经”“面经”，也可向师兄师姐请教。 

【留  学】 根据意向学校，填写申请表，寄出申请材料 

【定向培养士官入伍】办理报名时间：当月 11 月中旬-12 月中旬 

（参考 2017 年时间：2017 年 11 月 15 日-12 月 15 日 18 时） 

十二月 

【考  研】 冲刺备考阶段，下载打印准考证；参加研究生招生初试 

打印准考证时间：当年 12 月下旬 

（参考 2017 年时间：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5 日） 

初试时间：当年 12 月下旬 

（参考 2017 年时间：2017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4 日（每天上午 8:30—11:30，下

午 14:00—17:00）。超过 3 小时的考试科目在 12 月 25 日进行（起始时间 8:30，截

止时间由招生单位确定，不得超过 14:30）。 

【求  职】 笔试、面试高峰期，抓住目标企业，有针对性地参加招聘会；关注学校就 

业网站，充分利用网络渠道投递电子简历 

小贴士： 

①面试时注意衣着谈吐，少犯低级错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升能力 



备注：本月历时点为参考时点，每个项目的具体时间及要求以相关部门通知为准。 

②赴外地面试时，注意安全，密切防范求职诈骗。 

【公务员】 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笔试举行：时间为当年 12 月中上旬 

（参考 2017 年时间：2017 年 12 月 10） 

【留  学】 练习口语，熟悉专业知识，准备电话面试 

【学  校】 清理学分、单数学期重修考试、双数学期重修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