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国各省区市毕业生回生源地派遣单位一览表
省市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北京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中专毕业生处
派遣单位：生源地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工作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西街5 号
门
档案转递：生源地区（县）人才服务中心
邮编：100050电话：63167955

天津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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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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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2号枫林园三楼
邮编：300381 电话：022-23018725
人事局）
022-23018720
档案转递：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所在设区市
教育局及定州、辛集市教育局，档案随 寄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所在设区市、定州市、辛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档案随寄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县（区）教育局（太原市为太原市大中专毕业
生就业指导中心），档案随转
师范类
派遣单位：盟市教育局，档案随寄。其中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巴彦
淖尔市和兴安盟派遣至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随寄。
定向民族骨干计划派遣至：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档案随寄。

派遣单位:
辽宁省

吉林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辽宁省大学生就业指导局或生源地各地级市毕业生就业
主管部门（非师范类毕业生派至地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师范类毕业生派至地级市教育局），绥中县和昌图
县为辽宁省直管县可直接派遣，档案随转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地的各市（县）人才服务机构，档案随寄。
各地区公共人才服务机构详见吉教学函字〔2015〕1 号文
件附件
师范类

河北省教育厅学生处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449号，邮编是050051
学生处联系电话：0311-66005130；传
真：0311-66005132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
地址：石家庄市维明北大街118号 邮编：050051
联系人：杨帆
电话：0311-88616771、8861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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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351-2241230、2241200、2241300、2241292
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5号
邮 编：010011
报到咨询电话：0471-6204139，0471-2856066

辽宁省大学生就业指导局
派遣咨询：024-26901912
档案查询：024-26901901
地
址：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19号

邮编：110032

吉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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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1-84617845、84657570、84689772
传真：0431-84636128

黑龙江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派遣单位：各市（地）、县（市）或森工、农垦系统教育局，档案随
转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各市（地）、县（市）或农垦系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其中大兴安岭地区的各区县生源统一派至大兴安岭
地
区行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到地址为大兴安岭地
区、省森工总局），档案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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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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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县）
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户口、档案随转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生源所在市教育局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各市、县（市、区）人才服务机构，档案随寄,具体人才
服务机构详见：浙教函〔2015〕92 号文件附件

安徽省

江西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地县（市、区）人社局（公务员局），档案、
户口随转随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江西省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档案随寄

99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市教育局，档案随转

山东省

邮编：150090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上海市冠生园路 401 号）
联系电话：021－64829191 邮编：200235
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综合服务部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上海路 203 号
邮政编码：
210024
电话：025-83335737、83335764（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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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邓老师、黄老师
电话：0571—88008635、88008656。传真：0571—88008661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地县
（市、区）人才服务机构，档案随寄,(详见 皖教秘学〔2015〕4号附 安徽省人才服务中心
地址：
合肥市马鞍山路509号 省政务大厦A区
件)
电话：0551-62999739

师范类 派遣单
位:福建省教育人才服务中心，档案随转
福建省

黑龙江省教育厅学生处
地 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12-8号
电 话：0451-82353558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邮编：
230002

福建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
地址: 福州市鼓屏路162号 邮编: 350003
电话: 0591-87844868
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地址: 福州市东大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 邮编: 350003
电话: 0591—8767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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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1-88556969、88692173 传真：0791-88503302
山东省教育厅学生处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29号 邮编：250011
电话：0531－81916501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高校毕业生就业处
地址：济南市燕子山路2号 邮编：250014

河南省

湖南省

湖北省

档案转递：生源所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教育局，户口、档案关系随转。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户口、档案关系
随转。

广西区

海南省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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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地址：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39 号（金水东路与农业南
路交叉口，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楼西侧 2 楼）
电话：0371-65795070（传真） 邮编：45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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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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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花区雨花亭新建西路37号长城.非常生活商住楼三楼 邮编：
410021
电话：0731－82816660、82816663、82816670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州教育局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襄阳市、荆门
市、咸宁市、潜江市、恩施州、随州市、神农架林区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
档案随转。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州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档案、户口关系随转
具体市州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详见：鄂毕函〔2013〕1 号文件附件

湖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15号
电话：027-87678400

师范类
派遣单位：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或地级市教育局（广
州市为广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档案随转
广东省

电话：0531-88597896 88544043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
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或地级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为广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
档案随转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地的市、县毕业生就业管理部门或广西大学生就
业服务中心，毕业生档案、户口随转，各市毕业生就业工
作部门详见《关于接收 2015 年广西区外普通高校毕业生
有关问题的函》附件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档案转递：户籍所在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就业局（具体地址
见文件附件），档案请勿转到省局机要。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区县就业主管部门,具体主管部门详见：渝教函
〔2015〕
144 号文件附件；
有意向在主城九区
（见附件） 就
业的其他区县生源毕业生可将《报到证》、档案转移 至
“重庆市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档案
以机要方式寄）

邮编：4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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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0080
派遣咨询：
020-37626987 档案查询：
020-37627802、
37626097

广西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地址：广西南宁市教育路3-1号
电话：0771-3859813，3839583

邮编：53002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地址：海口市白龙南路 53 号（琼苑宾馆斜对面）
邮
编：570203
联系电话：0898-65351699、65341724 传真：0898-65311034

重庆市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重庆
市江北区红石路7号 邮编：400020 电话：023-88517388
88517378 传真：023-88517359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区

陕西省

师范类
派遣单位：各市州教育局(自贡市，攀枝花市、德阳市，乐山市，宜
宾、南充市，达州市，阿坝州，甘孜州，眉山市，资阳市, 雅 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成都市陕西街26号
邮编：610041 电
安市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随转
话：028-86112806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随转
师范类、非师范类
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州教育局，遵义市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八鸽岩路194号
邮编: 550004
档案转递：生源地市、州教育局，遵义市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电话: 0851-6812656 6810407
师范类
派遣单位：昆明市派昆明市教育局，其它派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云南省教育厅学生工作处
障局，档案随转
电话：0871-65157623、65157667
云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
非师范类
电话：0871-65169216、65156863、65144557
派遣单位：昆明市派昆明人才服务中心，其它派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档案随递
师范类、非师范类
西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
派遣单位：西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档
地址：拉萨市北京西路46号
案随转
邮编：850000
电话：0891-6845857
师范类
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教育局(杨凌示范区、渭南市、延安市、商洛
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563号
市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汉中地区到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
邮编：710061
中心)，档案随转
电话：029—88668820、88668665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陪局（杨凌示范区、渭南市 、
延安市、商洛市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汉中地区到各区县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档案随转
甘肃省

青海省

师范类、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 生源地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 生源地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师范类、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州、地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生源所在州、地级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户口迁回原迁
出地。
教育部直属师范太学免费师范毕业生和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生：
派遣至 ：青海省教育厅学生工作管理办公室 （备注标明具体签约单
位），户口、
档案转寄到青海省人民政府行政服务和公共
资源交易 中心
师范类、
非师范类

宁夏区

派遣单位：生源地级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档案随转
档案转递 ： 生源地级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档案
随转

新疆区

师范类、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地市州及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随转

甘肃省大中专毕业生择业指导中心
地址：芝州市阜芝路78 号兴业大厦615 房
电话：
0931-8960728

邮编：
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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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971-5115614
邮编：
810008

宁夏末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宁夏银川市文化西街 108 号自
治区政务服务中心教育厅 窗口
邮编：
750001
联系人：
田
瑞
电话：
0951-6026710
6982727
（传真）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教育厅
地址：新疆区教
育厅学生处乌鲁木齐市胜利路229 号，
联系电话：
0991-7606192
邮编 2
830049;
新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
地址：新疆
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445 号
联系电话：
0991 3689695
邮编：
83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