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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准备相关 
问：研究生就业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答：1．自觉转变就业观念，树立新型就业观。公务

员、科研院所、高校等事业单位因吸纳能力有限，不能

成为研究生就业的主渠道，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

本单元，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成为吸纳就业的首

要元素，因此研究生同学应做好毕业后到企业就业的思

想准备； 

2．转变择业观念，正确理解专业对口。学以致用是

研究生就业的基本原则，但是在择业时也不必过于追求

专业对口。一则职业的内涵丰富，很多职业不被熟知，

据统计现有职业种类超过 2 万种，研究生应尽量多地了

解职业信息，这是实现“人职匹配”的第一前提；二则

由于学校专业设置与社会职业分类之间不能完全契合，

很多职业并没有相关专业对口，所以研究生在求职过程

中要打破专业对口思想； 

3．要正确认识自己，注重提高综合素质。研究生从

入学开始，就要正确认识自我、评估自我，既要认识到

自己的不足，也应充分认识自己具备的能力。除了发展

专业技能外，建议研究生注重其他非专业技能的培养，

如表达沟通能力等； 

4．通过提早介入的方式谋取理想职业和岗位。为了

能够高质量就业、理想就业，建议研究生同学提早准备，

利用空余时间进行实践锻炼，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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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有立大志、干小事的思想准备。要成就一件大

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要能够把自己远大理想付诸于

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之中。 

问：毕业生在求职前应做好哪些书面材料准备？ 

答：一般应准备三份书面材料：毕业研究生就业推

荐表（学校一般在 9月份集中组织制作）、成绩单（学院

统一打印，注意保管好原件）、个人求职简历。 

问：如何甄别招聘信息的真伪？ 

答：1．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搜索相关信息，如果没

有相关信息或信息少而模糊，则应警惕； 

2．注意收集公司的注册资金、公司人数、信誉度及美

誉度等信息，如果资金少、人员少，则要考虑是否应聘； 

3．如果面试地点偏僻，面试人员少或没有其他人员

在面试，则不要与招聘人员联系，尽快离开； 

4．女同学在去外地求职时，尽量结伴出去，不要单

独外出，注意人身安全； 

5．对一些不熟悉而待遇非常优厚的合资、港资企业

要警惕； 

6．一些非法传销组织也会利用知名企业的真实招聘

信息来诱惑学生，留下的联系方式却是该非法传销组织

的电话号码或手机号，对于联系方式是手机号的单位信

息要格外注意。 

问：如何应对面试？ 

答：30分钟的面试，准备 30小时都不为过，精心准

备是第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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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试从接到通知开始。接电话要有礼貌，注意使

用敬语，认真听对方讲面试的时间、地点及要求等，最

好边听边记，然后提出自己想了解的相关问题，最好能

够准确记下给你打电话的人的名字、电话号码和地址。 

2．精心准备自我介绍。自我介绍是任何面试都需要

的，据统计有 80%的应届毕业生在自我介绍环节被淘汰，

所以建议研究生结合自己特点、精心准备自我介绍材料，

并能熟记于心。自我介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准备：1）

本人基本信息 2）对所应聘职业、岗位的认识 3）你参与

竞争的优势和劣势…… 

3．调试面试心态。面试时应聘者与考官直接接触、

当面回答问题，难免会紧张，所以要在面试前进行心态

调试，在心里模拟面试场景。 

4．对应聘的企业、岗位有所了解。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公司所在地、规模、架构、背景、经营模式、

目前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规划，另外对应聘企业的

文化也应有所了解。 

问：毕业研究生就业常见的认识误区？ 

答：1．签订的协议书只要四份都在自己手中，就不

算违约或无法追查违约责任； 

2．用人单位在协议书上签章后，本人没有签字，协议

书就没有生效； 

3．档案、户口存放在学校就可以按照应届生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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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协议书相关 
问：协议书的功能有哪些？ 

答：是为保护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利益，由用

人单位（甲方）和毕业生（乙方）双方签订的具有法律

效力的协议，具体功能如下： 

1．就业协议书是甲乙双方正式确立劳动人事关系

前，经双向选择，双方互为确认对方相关信息真实可靠

并承诺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建立的劳动人事就业关系的

依据； 

2．是明确甲乙双方各自权利和义务的具有法律效力

的文本，监督双方履行各自义务，保护各自权益，最终

达到帮助学生毕业后到用人单位报到的目的； 

3．学生凭协议书办理报到证。 

问：协议书的有效期？ 

答：毕业生按照协议书的规定到用人单位报到上班

（或完成实习期），在和用人单位协商签订劳动合同后，

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自动解除。 

问：协议书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一栏都需要哪些

单位签章？ 

答：中央在鄂单位、省直单位、省属重点企业、军

队单位、高校接收毕业生，主管部门一栏不再加章；省

直非国有单位和无主管企业需省级人事代理单位盖章

Administrator
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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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收档案户口则不需签章）；各市属单位用人单位盖

章后，须加盖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章（不接收档案户

口则不需签章）；省外单位亦如此。 

问：协议书的签订步骤？ 

答：《高校毕业生协议书》是两方协议，甲方为用人

单位，乙方为毕业研究生。学校和学院属于见证方，为

更好发挥学校和学校见证方的功能，正确的协议书签订

步骤如下： 

1.毕业研究生本人如实填写乙方信息，并和用人单

位协商协议书所规定的相关条款内容，本人签字以示确

认； 

2.用人单位填写甲方信息，填写条款具体内容，单

位盖章； 

3.如用人单位接收毕业研究生的户口、档案，甲方

需填写详细信息，并报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签章； 

4.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签章、学院签章（若有

特殊情况需要学校先盖章的，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效接

收函）； 

5.手续完备的协议书一式四份，第一联交用人单位；

第二联由学生自己保存；第三联由学校留存；第四联由

甲方上级就业主管部门（即户档管理部门）留存。 

问：协议书签订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1．毕业生如果在离校前升学、入伍、考国家公

Administrator
附注
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Administrator
高亮
现行的就业协议书第一联交学校留存，第二联交用人单位留存，第三联由学生本人留存，第四联学院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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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应该在签订协议书前如实向用人单位说明清楚，

以免与用人单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2．毕业生本人的联系电话、通信地址确保准确，保

证用人单位能与毕业生顺利联络，信息能够及时传达； 

3．毕业生要仔细阅读协议书的内容，熟悉其中有关

规定； 

4．毕业生对用人单位的文化背景、产品经营、经济

效益、劳动合同、服务期间是否允许深造、专业是否对

口等因素，要全面了解，考虑成熟后再签订就业协议书； 

5．毕业生确定自己比较理想的用人单位后，就要果

断签订就业协议，否则可能会错过签订就业协议的最佳

时机，使工作岗位无法落实； 

6．毕业生应如实认真地填写协议书中的基本信息，

要体现毕业生的诚信原则，确保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含糊其辞、弄虚作假。 

问：学校对协议书的管理规定有哪些？ 

答：1．每位毕业研究生只有一套唯一编号的协议书，

每套一式四份，不得挪用、转借、涂改，否则视为无效； 

2．在职定向、委托培养研究生不发放协议书； 

3．往届毕业研究生原则上不补发协议书； 

4．毕业生在签订就业协议书时，如果协议书因破损

等情况不能使用，可持原件到毕业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

申请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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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协议书遗失后，该如何补办？ 

答：毕业研究生如果不慎将协议书遗失，经核实可

以补发。 

1．毕业研究生须本着诚信原则，填写《华中农业大

学毕业研究生协议书遗失补办申请表》（可在研究生就

业网上下载）； 

2．登报发表遗失声明； 

3．经所在学院核实、签署意见； 

4．本人持以上材料到毕业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领取

第二份协议书。 

问：应届毕业研究生违约后，该如何领取第二份协

议书？ 

答：1．毕业研究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后，要

严格履行协议； 

2．因特殊原因需解除协议者，需填写《华中农业大

学毕业研究生违约程序单》； 

3．原签约单位需出具解约函、新单位出具接收函； 

4．本人持以上材料到毕业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领取

第二份协议书。 

问：往届毕业生能否再领取协议书？ 

答：原则上不能对往届毕业生再发放就业协议书。 

问：就业协议书与劳动合同的区别？ 

答：1．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同：劳动合同适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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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劳动人事部门颁布的有关劳动

人事方面的规章。就业协议适用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和有关政策； 

2．适用主体不同：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

间确立劳动关系的协议，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符

合过国家的法律，政策法规，无欺诈、胁迫等手段，经

双方签字盖章，合同即生效。就业协议目前除毕业生与

用人单位双方签字、盖章外，尚需学校参与； 

3．内容不同：劳动合同的内容依据《劳动合同法》

规定比较详细。就业协议的条款比较简单，主要是毕业

生如实向用人单位介绍自己情况，愿意在规定期限内到

用人单位报道，用人单位如实向毕业生介绍本单位情况，

同意录用该毕业生等，另外还有一些简单条款。 

4．适用的人员不同：劳动合同可以适用于各类人员。

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只要有劳动能力并符合法律规

定的条件，经过供需见面，双向选择，一经录用都可以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就业协议只适用于高校毕业

生、毕业研究生。 

5．签订时间不同：一般来说就业协议签订在前，劳

动合同订立在后。就业协议是毕业生在找工作过程中，

落实用人单位后签订的，就业协议的签订在学生离校前。

劳动合同是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后订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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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程序及派遣相关 
问：修业期满的毕业研究生应领取的证件有哪些？ 

答：修业期满正常毕业的毕业研究生在离校时，学

校发放的证件一般有：《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

户口迁移证（限于入学时迁移户口到学校）、党员组织

关系介绍信（限于毕业研究生党员）、毕业证、学位证

等材料。 

9月 30日前签订就业协议并制作派遣方案的研究

生，其档案由学校分批次通过机要局转寄；9月 30日以

后签订协议或需要转递档案，由学生自行提取转递。 

问：何为《报到证》？ 

答：《报到证》全称是《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

证》，由湖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印制。

报到证是到户口、档案接收单位报到的凭证，它证明持

证的毕业生是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的学生，毕业生凭

报到证办理人事档案和户口迁移手续，接收单位凭报到

证接收毕业生人事档案和户口，是人才服务机构存档的

证明，也是工龄核算、办理转正定级等的重要依据。报

到证为一式两联（正本和副本），正本为有色联，由毕

业生持有，到单位报到时交给单位；副本为白色，须放

进毕业生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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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应届毕业研究生在校期间相关就业流程？ 

答：1．明确个人求职意向，开展求职行动； 

2．签订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 

3．学校邀请托管机构（如湖北省人才中心、湖北省

就业指导中心等）来校办理毕业生托管手续（5月，详见

“如何办理毕业研究生托管手续”）； 

4．学校毕业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依据协议书制作派

遣方案（5月下旬），派遣方案以书面的形式告知毕业研

究生，并由学生本人签字确认； 

5．依据派遣方案，到湖北省就业指导中心集中打印

报到证（集中打印分 3批，第一批 6月 20日；第二批 6

月 21日至 8月 31日；第三批 9月 1日至 9月 30日）； 

6．学校毕业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依据协议书、派遣

方案等制作档案邮寄方案，由学生本人签字确认； 

7．学校保卫处经由学院调查毕业研究生户口去向，

集中办理毕业研究生户口迁移证（学院仅在 6 月份集中

办理一次，以后由毕业生自行办理）； 

8．经由学院发放第一批集中办理的报到证、户口迁移证； 

9．毕业生持报到证、户口迁移证到单位报到，或到

托管机构缴费办理挂靠手续（提醒毕业研究生在报到证

有效期内办理手续，否则存在被销户、销档的风险）； 

10．学校通过机要局分批次集中邮寄档案（集中邮

寄限于 9月 30日前办理报到证的档案，9月 30日以后需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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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行提取档案）。机要号可以在学校研究生处(部)

首页，点击“研究生档案查询”，通过输入个人姓名、

学号查询。 

问：何为《户口迁移证》？ 

答：《户口迁移证》是公民的户口所在地变动时，

由原户口所在地迁往新落户地的凭证，不能做为户口使

用，由户口迁出地的公安机关开具。毕业生到达迁入地

后，须在有效期内将《户口迁移证》交给户口登记机关

及时办理落户手续，否则将成为“黑户”。有些地区规

定毕业生办理落户手续时，需配合《报到证》同时使用。 

问：《报到证》的功能有哪些？ 

答：1. 工龄计算的依据 

2. 干部身份的证明 

3. 落户、落档案的凭证 

4. 办理转正定级的凭证 

问：《报到证》办理程序？ 

答：分为学校集中办理和学生个人办理两个阶段。 

学校集中办理阶段：毕业当年 6月 15日—9月 30

日，办理报到证的费用由学校承担。分三批进行：6月

20日；6月 21日—8月 31日；9月 1日—9月 30日。 

集中办理报到证的条件：只进行就业派遣，不进行

非就业派遣（就业包含：签约、出国、自主创业等）。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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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材料：已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或接收函、户档托

管机构的接收函（如单位不接收户口或档案，授权研究

生自行联系托管单位，回原籍则不需要此接收函）；北

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杭州、深圳、珠海、宁

波、青岛、大连、厦门等地的单位如同意接收户口，还

需所在市人事局加盖公章或填写单独的审批表。 

详细参见表《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研究生办理报到证

的分类说明》。 

个人办理阶段：毕业当年 10月 7日—第三年 7月 1

日之间（毕业 2年择业期内）。 

办理条件：此前未办理过报到证、因落实就业单位

或申请回原籍 

所需材料： 

1．《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 

2．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或接收函 

3．或与户口档案托管部门签订的托管协议 

4．申请转回原籍不需要户档接收函 

5．毕业证复印件（未按时取得毕业证的研究生需准

备此材料） 

办理步骤： 

1．学生本人（或委托他人）携上述材料到校毕业研

究生就业指导中心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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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通过《办公信息系统》上报派遣数据，生成

报到证号，并确认打印； 

3．携带上述材料到湖北省就业指导中心高校窗口领

取《报到证》； 

4．毕业生将《报到证》有色联交用人单位办理报到

和落户手续，存根联（白色联）送档案所在部门，归入

档案。 

办理时间:应届毕业研究生在 10月之前由学校集中

办理，10月之后每周一、周三、周五办理。 

问：报到证的有效期？ 

答：报到证有效期限一般为三个月，毕业生需在有

效期内领取并持报到证有色联到接收单位报到。延期不

领取或不报到导致报到证过期者（毕业两年内），须持

本人申请、过期报到证原件、《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

等相关材料到学校毕业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开证明，然

后到湖北省就业指导中心领取新报到证。若档案、户口

已寄往接收单位，逾期不报到者，其户口档案存在被注

销的风险。 

问：《报到证》遗失该如何补办？ 

答：分以下三类情况 

(一)毕业后两年择业期内因个人原因将报到证遗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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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毕业生本人向学校毕业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提出

书面补办申请，并在遗失地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遗失声

明（遗失声明上应注明姓名、性别、毕业时间、毕业学校

及专业、就业报到证开往单位及报到证号）； 

2．学校毕业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核实后，向湖北省毕

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出具补办报告； 

3．毕业生携带学校报告和登报声明原件即可到湖北省

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办理。 

（二）毕业后两年择业期内因用人单位原因遗失报到

证的：毕业研究生携带用人单位出具的遗失证明及学校出

具的补办报告即可办理。 

    （三）在毕业后若干年发现档案中无报到证的：只能

补办遗失证明。 

单位出具遗失证明，经学校毕业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

核实后加盖公章，并携带经湖北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审

核盖章的毕业生派遣名册，到湖北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办理有关手续。 

办理时间：每周一、周三、周五 

问：何为回原籍？ 

答：原籍指由毕业研究生身份证所确定的生源省级

或市级（具体省份规定不一）的指定的机构，学校不能

直接派回学生家庭所在的具体的街道、乡镇或村，学生

可凭报到证到原籍单位逐级往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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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回生源地派遣单位一览表（湖北省内） 

原籍市 
派遣及档案转递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武汉市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武汉市人民政

府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

理办公室 

档案转递：武汉市人才服

务中心 

武汉市人民政府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办公室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黄孝河路 5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2401148     传真：027-82402151 

办理毕业生就业手续请到： 

1、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路 1号 

邮编：430014        

电话：027-82835095  82785752 

传真：027-82853307 

2、武汉大学生就业市场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光谷街1号（光谷广场三楼） 

邮编：430074 

电话：027-67885589    传真：027-67885551 

3、中国武汉人才市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市

场 

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道路 2号 

邮编：430056       

电话：027-84892274 84210863 

传真：027-84890727 

黄石市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黄石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档案转递：黄石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黄石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地址：黄石市黄石大道 202号 

邮编：435002  

电话：0714-6288850   传真：0714-6288622 

荆州市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荆州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档案转递：荆州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荆州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地址：荆州市太岳东路 8号   

邮编：434000 

电话：0716-8278474 传真：0716-826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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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鄂州市人民政府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档案转递：鄂州市人民政府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鄂州市人民政府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地址：鄂州市滨湖西路 

邮编：436000 

电话：0711-3388906    传真：0711-3388909 

襄樊市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襄樊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档案转递：襄樊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襄樊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地址：襄城区檀溪虎头山南路 13号 

邮编：441021 

电话：0710-3519298   传真：0710-3505027 

天门市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天门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办公室 

档案转递：天门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办公室 

天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办公

室 

地址：天门市文学泉路 39号 

邮编：431700 

电话：0728-5223587    传真：0728-5223587 

十堰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十堰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十堰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十堰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十堰市北京北路 72号 

邮编：442000 

电话：0719-8489602 8489603 

传真：0719-8489603 

宜昌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宜昌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宜昌市教育局 

宜昌市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地址：宜昌市体育场路 27号 

邮编：443000 

电话：0717-6446537 传真：0717-6442603 

荆门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荆门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档案转递：荆门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荆门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地址：荆门市金虾路 11-13号 

邮编：4480000 

电话：0724-2346678  传真：0724-2341155 

孝感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孝感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档案转递：孝感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孝感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地址：孝感市交通大道 266号 

邮编：432000 

电话：0712-2327579    传真：0712-232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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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黄冈市大中专

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档案转递：黄冈市大中专

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黄冈市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地址：黄冈市赤壁大道 83号 

邮编：438000 

电话：0713-8813446  传真：0713-8813446 

咸宁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咸宁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档案转递：咸宁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咸宁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 25号 

邮编：437100 

电话：0715-8137282    传真：0715-8137282 

随州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随州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档案转递：随州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随州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地址：舜井大道南端 82号 

邮编：441300 

电话：0722-3222566   传真：0722-3222566 

潜江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潜江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档案转递：潜江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潜江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潜江市建设街 78号 

邮编：433100 

电话：0728-6242736    传真：0728-6242736 

仙桃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仙桃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仙桃市教育局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办

公室 

仙桃市教育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地址：仙桃市仙桃大道 10号 

邮编：433000 

电话：0728-3319695   传真：0728-3319990 

恩施州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恩施州教育局 

档案转递：恩施州教育局 

恩施州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办公室 

地址：恩施州清江东路 8号  

邮编：445000 

电话：0718-8242171  传真：0718-8242103 

神农架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神农架林区人

才中心 

档案转递：神农架林区人

才中心 

神农架林区人才中心 

地址：神农架松柏镇常青路 9号 

邮编：442400 

电话：0719-3337279   传真：0719-3338916 

注：原籍市指由身份证号码确定的原籍所在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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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申请回原籍就业派遣及档案转递办法 

（湖北省外） 

省市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北京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北京市 XX 区（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

工作部门 

档案转递：北京市 XX 区（县）人

才服务中心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处 

地址：北京东城区台基厂三条 3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5263236 65261807 

传真：010－65263236 

天津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 

（切勿直接派至市、区县人事局） 

档案转递：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 

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2号枫

林园三楼 

邮编：300381 

电话：022-23018720转 202-205（就

业报到手续）；022-23018720转

209-212（档案查询） 

网址：www.tjbys.com.cn 

河北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所在设区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生源地所在设区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

源市场处 

地址：石家庄市合作路 81号 

邮编：050051 

电话：0311-87908338、87800201 

山西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山西省教育厅或生源地

教育局 

档案转递：山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指导中心或生源地教育局 

山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太原市学府街 25号 

邮编：030006 

电话：0351-2241292 

网址：www.sxbys.com.cn 

内蒙古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高等院校

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档案转递：内蒙古自治区高等院校

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中心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27号 

邮编：010010 

电话：0471-6204139 

网址：www.nmbys.com 

http://www.tjbys.com.cn
http://www.sxbys.com.cn
http://www.nmbys.com


19 

辽宁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辽宁省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或生源地各地级市

人事局 

档案转递：辽宁省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或生源地各地级市

人事局 

辽宁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 址：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 19号 

邮 编：110032 

电 话：024-26901803 26901815 

传 真：024-26901801 26901806 

吉林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吉林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 

档案转递：吉林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 

吉林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金川街 151号 

邮编：130033 

电话：0431-84625791转 6201，6202 

传真：0431-84636128 

黑龙江

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档案转递：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黑龙江省教育厅学生处 

地址：哈尔滨市赣水路 12-8号 

邮编：150090 

电话：0451-82353558（总机） 

网址：www.work.gov.cn 

上海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档案转递：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冠生园路 401号 

邮编：200235 

电话：021-64823107 

传真：021-64823102 

网址：www.firstjob.com.cn 

江苏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或生源所在地的毕业

生就业工作部门 

档案转递：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或生源所在地的毕业

生就业工作部门 

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上海路 203

号 

邮编：210024 

电话：025-83335765（对公服务） 

      025-83335764（传真） 

网址：www.jsbys.com.cn 

http://www.work.gov.cn
http://www.firstjob.com.cn
http://www.jsby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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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指导服务中心或生源所在市人事局 

档案转递：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指导服务中心或生源所在市人事局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杭州市华星路 203号一楼办事

大厅或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至善路

337号滨江服务点。 

电话：0571-88008635，88008656 

      87778792 

传真：0571-88008653，87778791 

网址：www.ejobmart.cn 

安徽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或生源地毕业生就业

主管部门（市人事局，滁州、安庆

市为教育局） 

档案转递：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或生源地毕业生就业

主管部门（市人事局，滁州、安庆

市为教育局） 

安徽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就业办）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 321号 

邮编：230061 

电话：0551-2826812 

传真：0551-2826812 

安徽省政务服务中心教育厅窗口 

地址：合肥市宣城路 103号 

邮编：230022 

电话：0551-2866545 

传真：0551-3608880 

网址：www.ahbys.com 

福建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福建省公务员局 

档案转递：福建省公务员局 

福建省公务员局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工作中心 

地址：福州市东大路人才大厦 12层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7540939、87674885 

江西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江西省高等院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办公室 

档案转递：江西省高等院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办公室 

江西省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

室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号 

邮编：330046 

电话：0791-8500074 

传真：0791-8500941 

网址：www.jxbys.net.cn 

山东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生源所在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毕业生

就业处 

地址：济南市燕子山路 2号 

邮编：250014 

电话：0531-88597896 88544043 

http://www.ejobmart.cn
http://www.ahbys.com
http://www.jxbys.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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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毕业生

就业工作主管部门（市人事局） 

档案转递：生源地市（级）毕业生

就业工作主管部门（市人事局） 

河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 28号报

业大厦 2301房间 

邮编：450008 

联系人：刘全燕 高艳 

电话：0371-65795070（传真） 

网址：www.hnbys.gov.cn 

湖南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

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或生源市

州教育局毕业生就业办公室 

档案转递：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

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或生源市

州教育局毕业生就业办公室 

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中心 

地址：长沙市雨花亭新建西路 81号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2816663、828166700 

网址：www.hunbys.com 

广东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 

档案转递：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 

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广州市农林下路 72号大院 1

号 3楼     

邮编：510080 

电话：020-37627801  37626911 

传真：020-37628216 

广西区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广西大学生就业服务中

心或生源所在市毕业生就业管理

部门 

档案转递：广西大学生就业服务中

心或生源所在市毕业生就业管理

部门 

广西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地址：广西南宁市教育路 3-1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3859813、0771-3839583 

网址：www.gxbys.com 

海南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海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 

档案转递：海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 

海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 

地址:海口市白龙南路 53号 

邮编：570203 

电话：0898－65369307 65351699 

http://www.hnbys.gov.cn
http://www.hunbys.com
http://www.gxb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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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重庆市大学中专毕业生

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生源所在地

区县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档案转递：重庆市大学中专毕业生

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生源所在地

区县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重庆市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中心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源路 62 号附

24号 

邮编： 400020 

电话：023-63874710  63619592 

传真：023-63851325 

网址：www.cqbys.com  

四川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各市州人事局 

档案转递：随转 

四川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 

地址：成都市陕西街 26号 

邮编：610041 

联系电话：028-86112806 

贵州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市（州、地）教育局 

档案转递：市（州、地）教育局 

贵州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八鸽岩路 138号 

邮编: 550004 

电话: 0851-6812656  6810407 

云南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人事局 

档案转递：生源地人事局（迪庆州

为教育局） 

云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地

址：昆明市学府路 2号 

邮编：650223 

电话：0871-5144557 5156862 5756863 

西藏区 

师范、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西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 

档案转递：随转 

西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高校毕业

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拉萨市娘热路 5号 

邮编：850000 

电话：0891-6822095 

陕西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各市人事局或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陕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药王洞

147号 

邮编：710003 

电话：029－87343323、87347729（传

真） 

http://www.cqb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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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市（州）人事局 

档案转递：生源市（州）人事局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处 

地址：兰州市皋兰路 78号兴业大厦 6

层 

邮编：730000 

电话：0931－8815149 8410821 

甘肃省大中专毕业生择业指导中心 

地址：兰州市皋兰路 78号兴业大厦

615房 

邮编：730000 

电话：0931－8960728 

青海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州、地级人事

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机构 

档案转递：生源所在州、地级人事

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机构 

青海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五四西路 33号 

邮编：810008 

电话：0971-6302709 

传真：0971-6302651 

宁夏区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宁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指导服务中心或生源地市属人才

交流机构 

档案转递：宁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指导服务中心或生源地市属人才

交流机构 

宁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银川市文化西街 108号 

电话：0951—6026710        

传真：0951—6982727 

邮编：750001 

新疆区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 

档案转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毕业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就业促进处 

地址：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445号 

邮编： 830011 

电话：0991—368969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毕业生就业服务指导中心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南湖东路 25号 

邮编：830063 

电话：0991-4696277 

注：原籍市指由身份证号码确定的原籍所在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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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毕业研究生户口档案迁移、接收办理程序？ 

答：1．直接派遣到单位的 

毕业生到单位报到以后，将《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

证》、户口迁移证（户口底页）、毕业证、学位证等材料交

给单位，由单位集中办理毕业生的落户事宜。10月份以后，

应到单位档案保管部门查看单位是否收到本人档案。 

特别提醒：“户口迁移证”上的“迁往地址”一般只写

到“xx省 xx市”，没有具体填写到单位落户的派出所。 

户口迁移证（户口底页）遗失补办及相关事宜向学校保

卫处户籍管理部门咨询。 

2．办理了人事代理的（指报到证开至“xx省（市、区）

人才中心”） 

办理了人事代理毕业生，应将《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

到证》、户口迁移证（户口底页）、毕业证、学位证和照片

（按照各人事代理机构的要求提供）等材料交给人事代理机

构，由人事代理机构集中办理落户。签约单位在上海，需办

理上海市居住证的毕业生，应要求人事代理机构出具户籍证

明材料，并携带毕业证、学位证和户籍证明材料到单位报到。 

由单位集中在人事代理机构办理了人事代理的，到单位

报到后，将《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户口迁移证（户

口底页）、毕业证、学位证等材料交给单位，由单位到人事

代理机构办理落户手续。 

Administrator
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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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派遣回原籍的（指报到证开至原籍毕业生就业主管

部门的） 

派回原籍的毕业生需要到当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报到。 

问：研究生毕业后不按时办理落户与档案转接手续会

产生哪些后果？ 

答：1．不办理落户及人事档案相关手续，无法开具婚

育证明； 

2．档案是记录了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原始资料，必须完

整并及时补充，其它材料代替不了，有些档案过期就没有办

法再补充; 

3．参加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考录时，一个重要环节就

是“政审”，没有档案不能办理相关手续； 

4．不办理落户及人事档案相关手续，影响办理各种保险； 

5．不办理落户及人事档案相关手续影响专业技术职称

的晋级和工龄的计算。 

问：毕业后，户口和档案是否可以分开存放？ 

答：原则上户口档案应保管在同一单位，保管在同一单

位方便毕业研究生办理后续手续，但是现实情况是户口、档

案分开存放也可以。 

问：入学时户口未转入学校，毕业时是否也发放户口

迁移证？ 

答：不会，户口迁移证发放仅针对入学时户口转入学校

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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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签约的毕业研究生在何种情况下可自行决定档案、

户口去向？ 

答：签约单位明确不接收毕业研究生户口、档案，或者

只接收其中之一，学生则可自行选择去向。选择一：托管到

湖北省人才、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等机构。选择

二：回原籍。

。 

问：毕业研究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注意事项？ 

答：原则上所有的毕业研究生党员均应将其党组织关

系转出。 

1．已经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研究生党员，其党员组织

关系转移到所去单位党组织；若该单位没有建立党组织，其

党员组织关系一般转移到所去单位的上级党组织或单位所

在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 

2．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研究生党员，其党员组织

关系可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

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

动）服务机构党组织。 

3．研究生党员毕业离校时，必须按要求及时转移党员

组织关系，并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有效期内将组织关系

转移到有关的党组织。 

4．离校时预备期尚未满的研究生党员应牢记自己的转

正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向党组织提交转正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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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后办理改派、转接档案户口相关 
问：什么是两年择业期？ 

答：按国家有关规定，高校毕业生从毕业之日起两年内

为择业期。毕业研究生在择业期内应办完所有相关手续，按

文件规定，两年择业期后，户档关系自动转回原籍，而很多

地区会因为超过两年择业期，拒绝接收，所以毕业研究生要

在两年择业期内完成户档关系转接。 

问：毕业研究生办理改派的条件？ 

答：1．毕业两年择业期内，超过两年不予办理； 

2．因个人或单位原因改变工作单位。 

问：毕业研究生办理改派所需要的材料？ 

答：1．原就业单位出具的解约函； 

2．新单位出具的接收函或签订的劳动合同； 

3．原《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有色联； 

4.《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 

问：毕业研究生办理改派的程序？ 

例如某同学签约 A公司，毕业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决定

到 B公司工作，B公司需要将该同学的户口和档案迁至 B公

司所在地。具体解决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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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时间：应届毕业研究生在 10月之前由学校集中办

理，10月份后，由学生自行办理，办理时间为每周一、周

三、周五。 

问：已毕业的研究生怎样自行提取档案？ 

答：1．本人填写《毕业研究生提取档案申请表》（可

在研究生就业网上下载）； 

2．本人持有效证件到研究生院办公室领取档案； 

3．若委托他人代领档案，需本人填写《提取档案委托书》

（可在研究生就业网上下载），并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被

委托人需持有效证件来毕业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代为领取。 

问：已毕业的研究生如何办理户口迁移？ 

答：1．已毕业研究生应该在毕业 2年内来校办理户口迁

携 A 公司退

函、B 公司接
收函、原报到

证 

向学校研究生

就业指导中心

提出书面申请

办理改派 

通过就业信息平

台向湖北省就业

指导中心提交 

到湖北省就业

指导中心办理

新报到证 

到户口、档案保

管单位办理户口

迁移或档案转出 

凭新报到证、

户口迁移证到

B单位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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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否则接收单位会以超过 2年择业期为由拒绝接收落户； 

2．因户口迁移证需配合报到证同时使用，所以先持相

关证明办理报到证； 

3．报到证办理后，到学校保卫处办理户口迁移证； 

4．在户口迁移证有效期内到接收单位落户。 

问：毕业超过 2年，怎样办理户口和档案的转移？ 

答：毕业超过 2年，需要办理户口或档案转移的，不需

通过学校办理手续，直接在两个接收单位之间进行转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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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业政策、就业福利相关 
问：何为“三支一扶”？ 

答：“三支一扶”是指大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

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支教重点支援农村初中义务教

育；支农主要到乡镇从事农技、畜牧兽医、水产、农机、农

村经营管理、农村能源等岗位的公益性支农服务；支医主要

到乡镇卫生院、乡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支医服务；扶贫

主要到贫困乡镇从事扶贫开发工作。 

支农需求专业重点是农学、植物保护、土壤肥料、微生

物、园艺、蔬菜、茶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生物工程、生物

技术、动物医学、动物科学、动植物防疫与检疫、水产养殖、

农村经济管理、农业机械、土建工程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 

问：“三支一扶”的服务期？ 

答：服务期一般 3年。 

问：我校对参加“三支一扶”的毕业生有哪些优惠政策？ 

答：1．对报考本校硕士（博士）研究生，录取有优惠

政策，详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根据财政部、教育部《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的文件精神，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

毕业生符合地域要求并达到国家规定服务年限，可按有关规

定享受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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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学校根据本人意愿，

户口和档案可转到工作地区，可迁回原籍，也可免费保存在

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相关人才机构。 

4．对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学校根据服务期限

不同分别给予一定奖励。 

5．毕业生一经选招聘用，直接按新录用人员转正定级，

并按适当高于薪级工资级别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每年增加

一级薪级工资。凡到国定、省定扶贫开发重点县与国务院明

确的比照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县（市）和省扶贫开发重点

乡镇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可高定两级薪级工资，到其他乡镇

基层工作的高定一级薪级工资。 

6．参加“三支一扶”的毕业生每人每年可获 400元的

交通补贴。对年度考核合格者，每人每年再发给 5000元奖

金。服务期满考核合格者，颁发由国家人事部统一印制的《高

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证书》。在支教工作中表现优秀、

愿意调入农村学校或继续留在基层从事“三支一扶”工作的，

可低职高聘。 

7．参加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可以享受笔试综合

成绩增加 5分的政策优惠。 

问：何为选调生？ 

答：选调生就是从普通高等院校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

乡（镇）担任一定的基层领导工作。选调生工作是培养选拔

优秀年轻干部的“源头工程”，是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

巩固党的基层政权、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问：毕业研究生自主创业有哪些优惠政策？ 

答：创办企业首次出资额允许为零。允许利用符合消防

安全和环保要求的家庭住所、租住房、临时商业用房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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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经营场所。毕业 2 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

（国家限制行业除外）的，按规定自在工商部门首次注册登

记之日起 3年内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

业性收费。扩大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规模，自

筹资金不足的，可给予不超过 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女高

校毕业生小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可达８万元)；对合伙经营

和组织起来就业的，可按规定适当扩大贷款规模，贷款期限

为 2年。个人申请小额贷款并从事微利项目的由财政据实全

额贴息。组织有创业愿望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按规

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

的，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问：西部就业包括哪些地区？ 

答：主要包括山西、甘肃、宁夏、新疆、广西、云南、

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西藏。 

问：试用期与见习期的区别？ 

答：1．从功能上看：设立见习期是用人单位便于对劳

动者熟悉业务、提高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其主要功能是学习；

而试用期强调的是相互了解、选择，认定彼此是否适应，其

功能是评判。 

2．从适用对象上看：见习期仅适用于首次参加工作的

劳动者(一般为毕业的学生）；而试用期对变更工作后的劳

动者同样适用。 

3．从适用上的不利后果看：用人单位对表现不好的见习

生可拒绝签订就业协议书；而对试用工则是解除劳动合同。 

问：何为“五险一金”？ 

答：“五险一金”是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

保险制度的一种形式，为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



33 

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的一种措施。“五险”是

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一金”指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

险，这三种险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则完全是由企业承担的，个人不需要缴纳。“五险”是法

定的，而“一金”不是法定的。 

问：“五险一金”缴费比例是什么（参照标准）？ 

答：“五险一金”的缴纳额度每个地区的规定都不同，

但都以工资总额为基数。 

1．目前北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单位 20％，个人 8％； 

2．医疗保险缴费比例：单位 10％，个人 2％+3元； 

3．失业保险缴费比例：单位 1.5％，个人 0.5％； 

4．工伤保险根据单位被划分的行业范围来确定它的工

伤费率； 

5．生育保险缴费比例：单位 0.8％，个人不交钱。非

工作所在地户口的没有这个，所以非工作所在地户口的最

多只有“四险一金”。 

6．公积金缴费比例：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住房

公积金缴费比例。 

问：试用期内是否应享有保险？ 

答：在试用期内也应该有享受保险，因为试用期是合同

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隔离在合同期之外的。所以在试

用期内也应该上保险。另外，企业给员工上保险是一个法定

的义务，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或自愿与否，即使员工表示

不需要交保险也不行，而且商业保险不能替代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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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就业网站：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就业网 http://yjsjob.hzau.edu.cn/ 

华中农业大学本科生就业网 http://job.hzau.edu.cn/ 

中国研究生网 http://www.51yjs.cn/ 

职业天空 http://www.careersky.org/ 

中国研究生人才网 http://www.91student.edu.cn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yjsjob.hzau.edu.cn/
http://job.hzau.edu.cn/
http://www.51yjs.cn/
http://www.careersky.org/
http://www.91student.edu.cn
http://www.yingjie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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