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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接收省外普通高校毕业
生有关问题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有关普通高等学

校，研究生 培养单位： 

感谢多年来对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为进

一步做好我 省 201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方便省外来（回）川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办理各 种就业手续。现将相关事宜函告如下： 

一、关于四川生源毕业生在省外就业。四川生源毕业生在省外就业

的，只要符合当地毕业生就业有关政策，我省均予以支持，并无须出具

同意出省就业的有关函件。各培养学校可根据毕业生的申请或有关就业

证明直接办理就业手续。 

二、关于来川就业毕业生的手续办理。对在四川落实了就业单位的

省外高校毕业生，学校可根据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直接

将《就业报到证》签发至用人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毕业生户口、档

案等按协议要求转寄。 

三、关于未就业四川生源毕业生回川就业的手续办理。对毕

业时未落实 就业单位的四川生源毕业生，如本人愿意回川就业，

学校可直接将其《就业报 到证》签发至毕业生生源所在市（州）就

业主管部门（见附件），户口、档案 等手续一并转寄。毕业生须在

毕业后两年内到市（州）主管部门报到，并办理 户口、档案等有关

手续。 

四、关于来（回）川就业毕业生改签《就业报到证》的问题。

对来（回）川就业的省外高校毕业生，因特殊情况需要改签《就

业报到证》的，无 论是否报到、上户或就业，均须按国家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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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规定和培养 学校所在省（市、区）毕业

生就业主管部门关于改签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的 具体要求，

直接回培养学校所在省（市、区）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进行办理。 

户口转迁按公安部门关于高校毕业生的户籍管理规定办理，档案

转递可由拟接 收单位向现档案保存单位出具调档函的方式予以

办理。我省无须再出具“同意 改签”或“同意改派”等字样的

证明材料。 

请各省（市、区）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将本函内容告知

辖区内有关 高等学校和研究生培养单位，以便做好来川就业毕业

生及四川生源毕业生回川 就业的有关工作。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26 号 邮政编码：610041 

联系电话：028-86112806 

附件:四川省各市（州）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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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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成都市宁夏街 136号 

 
610031 028-86275875 

四川省 四川省自贡市 
自贡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自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自贡市交通路 1号 643000 0813-2204025 

四川省 
四川省攀枝花

市 

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四川攀枝花市炳草岗机场

路学府广场 1号楼（政务中

心上行 50米）攀枝花市人

才中心 

617000 0812-3325236 

四川省 四川省泸州市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泸州市江阳西路飞跃

街 2号 
646000 0830-6111003 

四川省 四川省德阳市 
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四川省德阳市人力资源

服务中心 

四川省德阳市岷江东路 126

号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人才

服务科 

618000 0838-2531005/2204054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市 
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绵阳市临园路中段科

技大楼二楼 
621000 0816-2310321 

四川省 四川省广元市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广元市利州区利州东路二

段 2号劳动大厦二楼档案管

理科 

628017 0839-3302461 

四川省 四川省遂宁市 
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遂宁市遂州南路 281号 629000 0825-5802377 

四川省 四川省内江市 
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内江市降龙山报社路

82 号 
641000 0832-2037218 

四川省 四川省乐山市 
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乐山市人力资源服务中

心 

四川乐山市中区团山街 555

号 3号楼 2楼大厅档案室 
614000 0833-2439870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市 
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四川川南人力资源市场

（宜宾市人力资源服务

中心） 

四川宜翠屏区商业街 53号

（大观楼旁）一楼综合办事

大厅 

644000 0831-8247302 

四川省 四川省南充市 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 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四川南充市玉带中路二段 637000 0817-281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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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保障局 保障局 111 号 

四川省 四川省达州市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达州市南城华蜀南路

522 号 
635000 0818-2141805 

四川省 四川省雅安市 
雅安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四川省雅安市人才交流

中心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桃花

巷 6号 
625000 0835-2240588 

四川省 四川省阿坝州 
阿坝州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阿坝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阿坝州马尔康县州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623200 0837-2827827 

四川省 四川省甘孜州 
甘孜州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甘孜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甘孜州康定县沿河西路 25

号南贸大厦 8楼 
626000 0836-2835539 

四川省 四川省凉山州 
凉山州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凉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正义

路 109号 
615000 0834-2192686 

四川省 四川省眉山市 
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东坡

湖广场二期一幢四楼 
620010 0833-38197113 

四川省 四川省资阳市 
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大千路

一号（市体育馆东楼附馆）  
641300 028-26658100 

四川省 四川省巴中市 
巴中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巴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省巴中市滨河北路 87

号 
636000 0827-5266033 

四川省 四川省广安市 
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四川广安市河堰路 170号 638000 0826-2392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