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闽教学〔2017〕27 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接收 2017 届福建省外 

高校毕业生有关事项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为做好 201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方便毕业生回（来）

闽办理就业相关手续，现就做好 2017 届福建省外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以下简称毕业生）回（来）闽的接收工作有关

事项函告如下： 

一、毕业生到我省教育部门就业的，《报到证》开往就

业单位所属设区市教育局，档案随寄（请通过机要件转寄或

邮政 EMS 机要件快递档案，请勿自带，下同）。 

毕业生可持身份证、毕业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报到证》和《就业协议书》，到就业地所属

设区市教育局办理报到手续。 

二、毕业生到我省非教育部门就业的，其用人单位具有

人事档案管理权的，《报到证》直接签发至用人单位；其用

人单位不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的，《报到证》开往就业单位

所属相关主管人事部门或其委托的人事代理机构，档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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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三、毕业生毕业时未落实就业单位或用人单位暂不接收

人事档案关系的，师范类毕业生《报到证》开往生源地所属

设区市教育局（见附件）；非师范类毕业生《报到证》开往

生源地所属设区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见附件），并注

明“待就业”，档案随寄。 

毕业生应持身份证、毕业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和《报到证》（备注栏里注明“待就业”）,到

生源地所属人社局就业管理部门办理就业登记手续。 

四、凡未纳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招收的毕业生，我

省不办理其就业报到手续。 

 

联系人：陈亮，联系电话：0591-87091219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162 号 

邮政编码：350003 

 

附件：福建省接收高校毕业生工作机构联系方式表 

 

 

 

 

福建省教育厅 

2017 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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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接收高校毕业生工作机构联系方式表 
 

类别 报到证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各设区市教育

局 

福州市教育局 福州教育人才服务中心 福州市台江区群众路 160号新濠酒店 6层 0591-83292616 350005 

厦门市教育局 厦门市教育人才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大连兴馆 1号-1 301 0592-2577779 361001 

漳州市教育局 漳州市教育局人事科 漳州市胜利西路 118号 0596-2049362 363000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教育系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泉州市丰泽区东海府西路交通科研楼 C栋 350室 0595-22785162 362000 

三明市教育局 三明市教育局办公室 三明市梅列区新市北路沪明新村 25幢 13515995518 365000 

莆田市教育局 莆田市教育局人事科 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大道 2169号 1号楼 4层 0594-2684682 351100 

南平市教育局 南平市教育局人事科 南平市文体路 183号 0599-8832344 353000 

龙岩市教育局 龙岩市教育局人事科 龙岩市新罗区和平路 25号 0597-2319010 364000 

宁德市教育局 宁德市教育局人事科 宁德市蕉城南路 55号 0593-2915668 352100 

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 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人事科 平潭县翠园南路 10号政府机关大院内 0591-24336122 350400 

省级人才市场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福州市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 5层 0591-96345 350001 

福建建筑人才服务中心 福建建筑人才服务中心 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 240号 0591-968777 350001 

福建青年人才开发中心 福建青年人才开发中心 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19号综合 7层 0591-968837 350003 

福建省交通运输人才职业服务中心 福建省交通运输人才职业服务中心 福州市晋安区金鸡山路 27号 0591-968980 350011 

福建省机电工程技术人才服务中心 福建省机电工程技术人才服务中心 福州市鼓楼区西二环路 483号消防中队门口楼 4层 0591-87841468 350003 

福建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福建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福州杨桥东路 128号福建社保大厦 1层 0591-87677527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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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报到证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福

州

市 

市直 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福州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福州市台江区五一中路五一新村前街 12号 0591-83323470 350004 

鼓楼区 鼓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鼓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福州市鼓楼区津泰路 98号区委大院档案综合楼 6楼 0591-87527504 350001 

台江市 台江区公务员局 台江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福州市台江路 88号 1203室 0591-83266463 350009 

仓山区 仓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仓山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福州市上三路 178号 0591-83570796 350007 

晋安区 晋安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晋安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福州市晋安区水头路 6号 0591-87573332 350013 

马尾区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人才公共服

务中心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人才公共服

务中心 
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西路 59号 0591-83980781 350015 

福清市 福清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福清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福清市向高街人才大楼三楼 0591-85232700 350300 

长乐市 长乐市公务员局 长乐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长乐市吴航街道解放路 27号 0591-28925350 350299 

闽侯县 闽侯县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闽侯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闽侯县甘蔗街道街心路 193号 0591-22989393 350100 

闽清县 闽清县人事人才公共管理中心 闽清县人事人才公共管理中心 闽清县梅城镇梅城大街 94号三层 0591-22371502 350800 

永泰县 永泰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永泰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永泰县城峰镇刘岐安置房永祥苑 1号 0591-38730856 350700 

罗源县 罗源县人才服务中心 罗源县人才服务中心 罗源县九大中心二号楼一层 0591-26873811 350600 

连江县 连江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连江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连江县莲荷东路百凤花园 17#204 0591-26183238 350500 

厦

门

市  

市直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厦门市人才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319号 C座 2楼 0592－5396688 361012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人才交流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人才交流中心 厦门市后江埭路 65号 2楼 204A 0592－5863069 361000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区人才服务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人才服务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仙洞路 3号 0592－5635502 361000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人才交流咨询服务中心 厦门市集美区人才交流咨询服务中心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路 898号 0592－6067075 361000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人才服务中心 厦门市海沧区人才服务中心 厦门市海沧区南海三路 1268号 514号 0592－6051626 361026 



 

 
 

类别 报到证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环城西路 97－99号 0592－7022042 36110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人才服务中心 厦门市翔安区人才服务中心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路 2009号人力资源大厦一楼 0592－7889960 361000 

漳 
 
  

州  
  

市 

市直 漳州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市腾飞路 382号人才大楼 3楼 0596—2032911 363000 

芗城区 芗城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芗城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市芗城区南昌路 96号 0596-2025448 363000 

龙文区 龙文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龙文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市龙文区龙祥北路 15号 0596-6191965 363000 

龙海市 龙海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龙海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龙海市石码镇大埕 28号 0596-6553896 363100 

漳浦县 漳浦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浦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漳浦县绥安镇金鹿路西 1号 0596-3103928 363200 

云霄县 云霄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云霄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云霄县云陵镇云漳路 203号 0596-8519376 363300 

东山县 东山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东山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市东山县西埔镇白石街泽园路 341号 0596-5891462 363400 

诏安县 诏安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诏安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招安县政府办公大楼一楼 137号 0596-6093320 363500 

平和县 平和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平和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市平和县小溪镇中顺湖滨花园 3-201 0596-5232080 363700 

南靖县 南靖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南靖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南靖县山城镇江滨路 140号 0596-6933805 363600 

华安县 华安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华安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市华安县华丰镇大同西路 1巷 1号 0596-7363079 363800 

长泰县 长泰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长泰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漳州长泰县人民东路 191号 0596-8322078 363900 

泉

州

市  

市直 泉州市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 泉州市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 泉州市鲤城区政府大院 10号楼 3楼 0595-28133780 362000 

鲤城区 鲤城区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 鲤城区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 泉州市打锡街 157号行政服务中心 5号楼 103室 0595-22178892 362000 

丰泽区 丰泽区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 丰泽区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 丰泽区新庵劳动局办公大楼三楼 0595-22508200 362000 

洛江区 洛江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洛江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洛江区万贤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楼 0595-22633516 362011 

泉港区 泉港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泉港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泉港区锦绣街 43号二楼 0595-87991800 36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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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报到证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石狮市 石狮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石狮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石狮市金盛路中段人力资源大厦 4楼 0595-88889823 362700 

晋江市 晋江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晋江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 196号农商银行 3楼 0595-85661234 362200 

南安市 南安市就业和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 南安市就业和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 南安市江北大道人力资源大厦 4楼 0595-86383557 362300 

泉

州

市 

惠安县 惠安县就业和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惠安县就业和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惠安县螺城镇八二三东街港惠大厦三楼 0595-87390967 362100 

安溪县 安溪县公务员局 安溪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安溪县二环路金融行政服务中心 6号楼 B幢 11楼 0595-23236224 362400 

永春县 永春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永春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永春县桃城镇 823东路商业大厦 3楼 0595-23877231 362600 

德化县 德化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德化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德化县进城大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楼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0595-23521168 362500 

泉州开发

区 
泉州开发区管委会人才科 泉州开发区管委会人才科 泉州开发区管委会二楼人才科 0595-22499331 362005 

泉州台商

投资区 
泉州台商投资区党群工作部 泉州台商投资区党群工作部 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镇杏秀路行政办公大楼 2楼档案室 0595-27396630 362100 

莆

田

市 

莆田市 莆田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莆田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莆田市荔城区文献东路皇冠大厦五层 0594-2287878 351100 

荔城区 荔城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荔城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东梅路 599号 0594-6903996 351100 

仙游县 仙游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仙游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莆田市仙游县鲤城八二五大街 182号劳动就业中心四层 0594-8275086 351200 

城厢区 城厢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城厢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城厢区荔华东大道 269号城厢区人民政办公大楼 715 0594-2611138 351100 

秀屿区 秀屿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秀屿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秀屿区人民政府 2号楼 327 0594-5851981 351146 

涵江区 涵江区公务员局 莆田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莆田市荔城区文献东路皇冠大厦五层 0594-2287878 351100 

湄洲岛 莆田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莆田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莆田市荔城区文献东路皇冠大厦五层 0594-2287878 351100 

湄洲湾北

岸经济开

发区 

莆田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莆田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莆田市荔城区文献东路皇冠大厦五层 0594-2287878 351100 



 

 
 

类别 报到证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三

明

市 

市直 三明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三明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三明市梅列区东新二路物资大厦六层 0598-5173567 365000 

梅列区 梅列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梅列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三明市梅列区政府大楼 7层 709室 0598-8223589 365000 

三元区 三元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三元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三元区崇宁路 16号区政府大楼二层 0598-8083535 365001 

永安市 永安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永安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永安市南山路 1号政府行政大楼 2楼 238室 0598-3856808 366000 

三

明

市 

沙县 沙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沙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沙县金鼎城 15幢 4楼行政服务中心人社局窗口 0598-5845801 365500 

大田县 大田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大田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大田县赤岩山路 2号福万通大厦 4楼 0598-7272123 366100 

尤溪县 尤溪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尤溪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尤溪县城关镇建设西街 1号 0598-6323322 365100 

明溪县 明溪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明溪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明溪县民主路 9号（县政府大院） 0598-8759906 365200 

清流县 清流县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清流县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清流县碧林路 33幢一楼 0598-5338007 365313 

宁化县 宁化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宁化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宁化县翠江镇中山路 1号 0598-6835599 365400 

将乐县 将乐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将乐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将乐县旧政府大楼 3层 0598-2338599 353300 

泰宁县 泰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泰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泰宁县和平中街 25号政务大楼 0598-7861680 354400 

建宁县 建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建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建宁县黄舟坊路葫芦坑 1号政府大院四楼 0598-3982855 354500 

南

平

市 

市直 南平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心 南平市人才市场 南平市八一路 338号汇丰大厦南四楼 0599-8833299 353000 

延平区 延平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延平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南平市黄金中心 18楼 B区 0599-6161220 353000 

建阳区 
建阳区考试录用调配和人力资源开发

股 
建阳区人才中心 建阳区人民路 34号 0599-5811665 354200 

邵武市 邵武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邵武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邵武市八一路 168号种子大厦二楼 0599-6332638 354000 

武夷山市 武夷山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武夷山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武夷山市迎宾路 1号电信大楼六层 607室 0599-5315672 35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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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报到证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建瓯市 建瓯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建瓯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上西河 221号 404室 0599-3821502 353100 

顺昌县 顺昌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顺昌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顺昌县城中路 50号档案馆一楼 0599-7830687 353200 

浦城县 浦城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浦城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浦城县五一三路 212号新华书店四楼 0599-2828105 353400 

光泽县 光泽县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心 光泽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光泽县 217路政府大院公务员局 0599-7922431 354100 

松溪县 松溪县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松溪县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松溪县工农西路 55号县人社局一楼 0599-6083257 353500 

政和县 政和县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政和县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政和县为民路 30号 0599-3326970 353600 

龙

岩

市 

市直 龙岩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龙岩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闽西交易城 A4-0-2号 0597-3218360 364000 

新罗区 龙岩市新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龙岩市新罗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龙岩市新罗区莲花小区新安巷 8号 0597-2297003 364000 

永定区 永定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永定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龙岩市永定县县政府二楼 0597-3256508 364100 

长汀县 长汀县人才服务中心 长汀县人才服务中心 龙岩市长汀县梅林六路 3号 0597-3165327 366300 

上杭县 上杭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上杭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上杭县北环路 178号 0597-3842793 364200 

武平县 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武平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龙岩市武平县平川镇平川路 202号五层 0597-3230836 364300 

连城县 连城县公务员局 连城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连城县新莲路 98号大楼五层 0597-3128796 366200 

漳平市 漳平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漳平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漳平市八一路 105号 0597-7529126 364400 

宁

德

市 

市直 宁德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宁德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国泰大厦 B-2 0593-2827702 352100 

蕉城区 蕉城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蕉城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八一五中路 8号公交大厦 0593-2880680 352100 

福安市 福安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福安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福安市新华中路 17号 0593-6586846 352100 

福鼎市 福鼎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福鼎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福鼎市福祥大厦四楼 0593-7816988 352100 

屏南县 屏南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屏南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屏南县政府大院 2号办公楼 0593-3322079 352100 



 

 
 

类别 报到证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名称 档案派遣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古田县 古田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古田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解放路二支路 15号古田县公务员局二楼 0593-3883950 352100 

霞浦县 霞浦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霞浦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霞浦县松城镇东街 184号 0593-8852111 352100 

柘荣县 柘荣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柘荣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柘荣县人民政府大院四楼 0593-8352162 352100 

寿宁县 寿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寿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寿宁县鳌阳镇胜利街 128号 0593-5522010 352100 

周宁县 周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周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周宁县狮城镇环城路 177号 0593-5624031 352100 

平潭综合实验

区 
平潭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平潭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平潭县翠园南路 10号政府机关大院内 0591-23133396 35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