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湖北省接收 2013 年省外普通高校 
毕业生有关问题的函 

鄂毕函[201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毕业生就业工作主管部门：   

为做好 2013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现将湖北省接收

省外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有关问题函告如下：   

一、关于已落实用人单位毕业生  

（一）落实我省省直、中央在鄂单位的毕业生，请将其

《报到证》直接 签发至就业单位，档案、户口关系随同转

往用人单位。  

（二）落实我省各市州属单位的毕业生，须经市州毕业

生就业主管部门 盖章同意，请将其《报到证》签发至市州

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报到证》 备注栏列单位名称，档

案、户口关系转往市州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三）省外高校在湖北招收的定向或委培毕业生应回原

定向、委培单位 或地区就业。改变就业去向的，须经原定

向、委培单位或地区同意。  

（四）省外高校在湖北招收的“少数民族骨干人才培养

计划”毕业生， 请将其《报到证》签发至湖北省高校毕业

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档案转往湖北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  



二、关于未落实用人单位毕业生 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湖

北生源毕业生，请将其《报到证》签发至生源地市州级毕业

生就业主管部门，档案、户口关系随转。   

三、关于毕业生报到手续的办理  

（一）毕业生办理报到手续时，需携带《就业报到证》

原件、《毕业证 书》原件、身份证原件、《户口迁移证》原

件，如落实就业单位的，需携带《就业协议书》或单位上级

人事主管部门出具的接收函。  

（二）未经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招收的高校毕

业生，我省不予 办理接收手续。  

（三）根据国家档案管理有关规定，高校毕业生档案不

得由本人自带或 委托代交，应由高校负责寄送到用人单位

或市州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四）因特殊情况，未在报到期限内办理报到手续的

2013年省外普通高 校毕业生，其办理时间不超过 2015 年 6

月 30 日。  

四、其他  

（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协

助将本函转发至 辖区内有关高校和研究生培养单位，并发

布在相关网站告知高校毕业生。  

（二）本函未尽事宜请与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

务中心联系。  



（三）联系方式  

电 话：027-87677752  

  

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 15 号（湖北工业大

学马房山校区内） 邮 编：430070  

湖 北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日 

 

 

 

 

 

 

 

 

 

 

  

  

 

 



附件：湖北省各市州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省份 生源地省市区 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接收部门 档案接收地址 邮编 档案接管联系方式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市人民政府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管理办公室 
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路 1号 
430014 027-82785752 

湖北省 湖北省黄石市 
黄石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

心 
黄石市人才中心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202 号 435000 0714-6288850 

湖北省 湖北省荆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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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荆州市太岳东路 8号 434007 0716-8278474 

湖北省 湖北省鄂州市 
鄂州市人民政府大中专毕业生分

配办公室 

鄂州市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滨湖西路 120号 436099 0711-3388935 

湖北省 湖北省襄阳市 
襄阳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办

公室 

襄阳市大中专毕业生

就业工作办公室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 160号 441021 0710-3605073 

湖北省 湖北省天门市 天门市人才交流开发中心 
天门市人才交流开发

中心 
湖北省天门市陆羽大道西 34号 431700 0728-5223587 

湖北省 湖北省十堰市 十堰市教育局 
十堰市大中专毕业生

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北京路 72号 442000 0719-8489602 

湖北省 
湖北省宜昌市

西陵区 
宜昌市西陵区人才交流中心 

宜昌市西陵区人才交

流中心 
湖北省宜昌市北门外正街 11号 443099  0717-6915476 

湖北省 
湖北省宜昌市

伍家岗区 
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才交流中心 

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才

交流中心 
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376-2  443008 0717-6359226 

湖北省 
湖北省宜昌市

点军区 
宜昌市点军区人才交流中心 

宜昌市点军区人才交

流中心 
湖北省宜昌市江南大道 161 号  443004 0717-6672735 

湖北省 
湖北省宜昌市

猇亭区 
宜昌市猇亭区教育局 宜昌市猇亭区教育局 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金岭路 94号  443007 0717-6514513 



省份 生源地省市区 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接收部门 档案接收地址 邮编 档案接管联系方式 

湖北省 
湖北省宜昌市

夷陵区 
宜昌市夷陵区人才服务中心 

宜昌市夷陵区人才服

务中心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集锦路 7

号  
443105 0717-7819221 

湖北省 湖北省远安县 远安县人才交流中心 远安县人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远安县鸣凤镇鸣凤大道 35号  444200 0717-3815831 

湖北省 湖北省兴山县 兴山县教育局 兴山县教育局 湖北省兴山县古夫镇丰邑大道 18号  443799 0717-2580796 

湖北省 湖北省秭归县 秭归县劳动就业管理局 
秭归县劳动就业管理

局 
湖北省秭归县长宁大道 24号  443699 0717-2882036 

湖北省 
湖北省长阳土

家族自治县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才交流中心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

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秋谭路 18

号 
443500 0717-5326379 

湖北省 
湖北省五峰土

家族自治县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才交流中心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

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正街

12-4 
443499  0717-5822400 

湖北省 湖北省宜都市 宜都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宜都市公共就业服务

中心 
湖北省宜都市长江大道 219 号  443399 0717-4832555 

湖北省 湖北省当阳市 当阳市人才交流中心 当阳市人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当阳市南正街 3号  444199 0717-3282336 

湖北省 湖北省枝江市 枝江市人才服务中心 枝江市人才服务中心 湖北省枝江市公园路 113号 443299  0717-4219180 

湖北省 湖北省荆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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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荆门市象山大道 150 号 706档

案室 
448000 0724-2363536 

湖北省 湖北省孝感市 孝感市人才服务中心 孝感市人才服务中心 湖北省孝感市孝柴小区 10栋 432000 0712-2310880 

湖北省 
湖北省孝感市

孝南区 
孝感市孝南区人才服务中心 

孝感市孝南区人才服

务中心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长征路 4号 432099 0712-2836736 

湖北省 湖北省孝昌县 孝昌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孝昌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湖北省孝昌县花园大道 11号 432999 0712-4771963 

湖北省 湖北省大悟县 大悟县人才交流中心 大悟县人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大悟县发展大道人社局 7楼 432899 0712-7265912 



省份 生源地省市区 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接收部门 档案接收地址 邮编 档案接管联系方式 

湖北省 湖北省云梦县 云梦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云梦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大路 16号 432500 0712-4338486 

湖北省 湖北省应城市 应城市人才服务中心 应城市人才服务中心 湖北省应城市蒲阳大道 24号 432499 0712-3222677 

湖北省 湖北省安陆市 安陆市人才交流中心 安陆市人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安陆市解放大道东路 6号 432600 0712-5259562 

湖北省 湖北省汉川市 汉川市人才服务中心 汉川市人才服务中心 湖北省汉川市山后三路 71号 431699 0712-8299360 

湖北省 湖北省黄冈市 黄冈市人才服务局 黄冈市人才服务局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大道 96号 438099 0713-8696437 

湖北省 湖北省团风县 团风县人才交流中心 团风县人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团风县益民路 15号 438899 0713-6150818 

湖北省 湖北省浠水县 浠水县人才交流开发中心 
浠水县人才交流开发

中心 
湖北省浠水县清泉镇十字横街 5号 438299 0713-4236203 

湖北省 湖北省麻城市 麻城市人才交流中心 麻城市人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麻城市金桥大道 208 号人社局

10楼 
438399 0713-2951503 

湖北省 湖北省英山县 英山县人才交流中心 英山县人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英山县温泉镇莲花路 438799 0713-7029592 

湖北省 湖北省蕲春县 蕲春县人才技术交流开发中心 
蕲春县人才技术交流

开发中心 
湖北省蕲春县齐昌大道 50号 435399 0713-7103969 

湖北省 湖北省武穴市 武穴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武穴市人才开发交流

中心 
湖北省武穴市窝陂塘路 10号 435499 0713-6228907 

湖北省 湖北省罗田县 罗田县人才交流开发中心 
罗田县人才交流开发

中心 
湖北省罗田县行政二区人社局 10楼 438600 0713-5070067 

湖北省 
湖北省黄冈市

黄州区 
黄冈市黄州区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黄冈市黄州区人才开

发交流中心 
湖北省黄州区西湖三路 18号 438011 0713-8888819 

湖北省 湖北省红安县 红安县人才交流中心 红安县人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红安县城关镇园艺大道 168-4

号 
431500 0713-5249736 



省份 生源地省市区 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接收部门 档案接收地址 邮编 档案接管联系方式 

湖北省 湖北省黄梅县 黄梅县人才交流中心 黄梅县人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黄梅县黄梅镇晋梅大道 435599 0713-3369375 

湖北省 湖北省咸宁市 
咸宁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工

作办公室 

咸宁市大中专毕业生

就业指导工作办公室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长安大道 286号 437100 0715-8235990 

湖北省 湖北省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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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随州市解放路 186号（锦榕大

厦三楼） 
441300 0722-32362678 

湖北省 湖北省潜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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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潜江市建设街 80号 433100 0728-6242736 

湖北省 湖北省仙桃市 仙桃市人才交流中心 仙桃市人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中段 36号 433000 0728-3323309 

湖北省 

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

州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局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人力资源市场 
湖北省恩施市土桥大道 148 号 445000 0718-8232046 

湖北省 
湖北省神农架

林区 
神农架林区人才中心 神农架林区人才中心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环山路九号 442400 0719-3338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