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接收陕西省外 2011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有关问题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省外各有关普

通高校，省内各市（区）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感谢贵单位多年来对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关心

和支持！为了方便各省（市、区）普通高校 2011届毕业生

（含毕业研究生）来我省办理就业报到手续，现就我省接收

省外普通高校毕业生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在我省落实就业单位的省外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

位签订《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书》的，

可直接派往我省各用人单位，毕业生档案直接寄往接收单

位。 

二、未落实就业单位的陕西生源普通高校毕业生，请各

省（市、区）直接派回毕业生生源地所在的各市（区）就业

主管部门〔师范类毕业生派回各市（区）教育局，非师范类

毕业生派回各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可直接

转回各市（区）教育局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陕西汉

中市辖县（区）籍非师范类普通高校毕业生可直接派回生源

所在县（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延安市辖县（区）、商洛

市辖县（区）籍非师范类普通高校毕业生可直接派回延安市

和商洛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渭南市辖县（区）、杨凌示范



区籍普通高校毕业生可直接派回渭南市和杨凌示范区人才

交流服务中心。 

三、陕西籍普通高校毕业生跨省就业的，无须我厅出具

同意跨省就业的函，培养学校可按所在省（市、区）就业主

管部门规定，直接办理相关手续。 

四、毕业生到我省各市（区）办理报到手续时需携带《就

业报到证》原件、《毕业证》原件、《户口迁移证》原件等

材料。毕业生报到手续一般由本人办理，如确需他人代办的，

代办人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出示代办人身份证等有效证

件并交复印件。 

五、请各省（市、区）高校做好毕业生档案转寄工作，

并将毕业生档案材料直接转寄到我省各市毕业生就业主管

部门，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暂不接收和托管毕业

生档案。毕业生在各市（区）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领取档案

材料时需提供《毕业证》原件并交复印件。如需他人代领的，

代领人除需提供《毕业证》复印件外，还需出示代领人的身

份证等有效证件并交复印件。 

六、凡未经我省招生主管部门批准招收的和非普通高校

全日制毕业生，我省不予以办理报到手续。 

七、报到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1年 7 月 15日以后。 



报到地点：陕西省各市（区）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和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八、有关就业政策咨询请与陕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中心联系。联系人：陈 靖，联系电话：029-87343323、

87347729（传真），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药王洞 147 号，邮

编：710003。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将此函告

有关高校，或转载相关就业网站。 

再次感谢贵单位多年来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附件：陕西省各市（区）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二○一一年五月五日



陕西省各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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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 陕西省西安市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西安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陕西西安市长安北路 14

号陕西国际展览中心 
710065 

029-88360286

转 8301 

陕西省 陕西省宝鸡市 
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宝鸡市人事局流动仲裁科 

陕西宝鸡市代家湾行政

中心 1号楼 7楼 
721004 0917-3260185 

陕西省 陕西省咸阳市 
咸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咸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培训就业和农民工工作科 

陕西咸阳市秦都区渭阳

中路 6号 
712000 029-33210474 

陕西省 陕西省铜川市 
铜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铜川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下

高埝乡正阳路 9号 
727031 0919-3185969 

陕西省 陕西省渭南市 渭南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渭南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陕西省渭南市朝阳路中

段 
714000 0913-2363161 

陕西省 陕西省延安市 延安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延安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师

范路 
716000 0911-2136189 

陕西省 陕西省榆林市 
榆林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 

榆林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

心 

榆林高新区劳动保障大

厦二楼 
  400-0912-153 

陕西省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

区 

榆林市榆阳区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榆林市榆阳区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榆阳区政府三楼 307 室   719000 0912-3525087 

陕西省 陕西省绥德县 
榆林市绥德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榆林市绥德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绥德县政务中心三楼 330

室  
718000 0912-5622669 

陕西省 陕西省子洲县 
榆林市子洲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榆林市子洲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子洲县丰庆路2号人力资

源大楼 
718400 0912-7232156 

陕西省 陕西省吴堡县 
榆林市吴堡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榆林市吴堡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吴堡县新建街 155 号 718200 0912-6510191 

陕西省 陕西省清涧县 
榆林市清涧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榆林市清涧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清涧县政府南一楼 718300 0912-522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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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 陕西省靖边县 
榆林市靖边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榆林市靖边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靖边县长城路人力资源

市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718500 0912-4629338 

陕西省 陕西省府谷县 
榆林市府谷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榆林市府谷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府谷县政府大楼 618  719400 0912-8734363 

陕西省 陕西省横山县 
榆林市横山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榆林市横山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横山县政府广场三楼  719100 0912-7612801 

陕西省 陕西省神木县 
榆林市神木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榆林市神木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神木县神木镇府阳路1号 719300 0912-8330030 

陕西省 陕西省佳县 
榆林市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榆林市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佳县中街古城农贸市场

三楼 
719200 0912-6723577 

陕西省 陕西省米脂县 
榆林市米脂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榆林市米脂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米脂县政府三号楼 5楼

11号   
718100 0912-6368828 

陕西省 陕西省定边县 
榆林市定边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榆林市定边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定边县西环路人力资源

市场 
718600 0912-4326344 

陕西省 陕西省汉中市 汉中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汉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业与人力资源市场科 

陕西省汉中市政府1号楼

515室 
723000 0916-2626121 

陕西省 陕西省安康市 
安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安康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江

北大道32号(安康人民医

院隔壁) 

725000 0915-3212625 

陕西省 陕西省商洛市 商洛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商洛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陕西省商洛市迎宾路4号 726000 0914-2329967 

陕西省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杨凌示范区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杨凌示范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西农

路六号 
712100 029-87035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