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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三大关键词

1.1 就业协议书

就业协议书是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正式确立劳动人事

关系前，经双向选择，在规定期限内确立就业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

而达成的书面协议 ；是用人单位确认毕业生相关信息真实可靠以及接收

毕业生的重要依据 ；是高校进行毕业生就业管理、编制就业方案以及毕

业生办理就业落户手续等有关事项的重要依据。毕业生毕业后不再补领、

补办协议书。

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同时也是应届毕业生报考事业单位、公务员等岗位

的重要凭证，请妥善保管。

就业协议书采用一式三联的复写模式，第一联为毕业院校留档，第

二联为用人单位留档，第三联为毕业生保管。协议书左上方印有流水号。

每位毕业生只对应一份就业协议书。就业协议书每一项内容的填写必须准

确、规范，不得缺项。



02

1.1.1 就业协议书的签订流程

1.1.2 就业协议书的遗失补办程序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确立就业意向

用人单位或单位人事部门签章

用人单位上级人事主管部门 / 所属地人社局签章

到所在院系审核、签署意见、盖公章

到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审核、签署意见、盖公章并留存

填写《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就业协议书补领（遗失）申请表》到所在院系签署意见并盖章

将《申请表》上交到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审核

学校就业网公示 7 天

就业中心发放新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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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就业协议书解约改签流程

办理解约改签的毕业生，需于毕业前申请新就业协议书，每名学生只

允许改签一次。毕业后不再发放就业协议书。

1.2 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报到证的全称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或毕业研究生）

就业报到证”，由国家教育部直接印刷，省教育厅在空白的报到证上套印

“浙江省教育厅毕业生就业专用章”，授权各普通高等学校办理毕业生初次

派遣的报到证打印、签发工作。用人单位以报到证为依据，接收安排毕业

生工作，并接转毕业生的档案、户口等。报到证只允许一人一份，由其它

部门印制或签发的报到证无效。毕业生要妥善保管报到证，不论什么原

因，凡自行涂改、撕毁的报到证一律作废。

填写《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解除就业协议申请表》，用人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

持《申请表》到所在院系签署意见并盖章

将《申请表》、单位提供的“同意解约证明”、就业协议书学生联、单位联交至就业指导中心

经就业网公示 3 日无异议后，学校就业中心发放新就业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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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户口迁移证

毕业生户口迁移证由学院保卫处负责办理，迁往地根据就业方案确

定。

（1）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户口迁到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所在人事主管

部门 ；

（2）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户口迁到生源所在地 ；

（3）升学的，户口迁到录取高校。

（4）入学前未将户口从生源地迁入学校的，户口仍在生源地，不发

户口迁移证，不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注 ：以上是本科生的情况，拿到学历学位证书的研究生想落户杭州，

可以办理先落户后就业（挂靠人才市场参见五、或亲戚朋友家、或在杭州

有房的直接入户家里）。

毕业典礼后，毕业生至所在系领取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毕业生要妥

善保管户口迁移证，谨防被盗或遗失，原则上，户口迁移证有效期截止毕

业当年 12 月底。请在有效期内及时到报到单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

入手续，过期不予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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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户口、档案如何派遣？

我院毕业生毕业时间在 6 月下旬，毕业生就业方案制定时间为 5 月

30 日前。请毕业生在 5 月 30 日前将已签订的就业协议书、国内外高校

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复印件、调档函交至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并在浙江省

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完成激活和就业方案确认。档案的寄送时间为 7 月中

旬。毕业生可通过就业网（caa.jysd.com）查询档案去向。暑假期间就业

相关工作安排详见就业网值班安排。

2.1 升学的毕业生

（1）毕业当年录取本校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毕业时不发报到证，但

需领取户口迁移证，迁移证迁往地址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需在毕

业当年 9 月开学新生报到时，将户口迁移证交给保卫处。

（2）毕业当年录取国内其他高校的应届毕业生，需将录取高校提供

的调档函交至学校就业中心。毕业时不发报到证，但户口迁移证办往录

取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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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当年录取国外高校的应届毕业生，需将录取通知书或相关证

明材料复印件交至学校就业中心。档案和户口派遣回毕业生生源地。报到

证和户口迁移证办往生源地人事主管部门。

2.2 毕业前落实工作的毕业生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将就业协议书交就业

中心盖章，并将“学校联”留档。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毕业生将合同复印

件交至就业中心。

派遣有以下几种情况 ：

（1）具有接收毕业生户档资格的用人单位或委托人才市场管理档案

的用人单位，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凭就业协议书直接将《报到证》统一办

往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所挂靠的人才市场。

（2）用人单位不接收户口、档案的，直接将毕业生《报到证》办往

生源所在省、市人事主管部门。

（3）、在杭州市区自主创业的应届毕业生如何办理接收手续？

办理条件 ：1）、仅限于杭州市区范围内各工商局注册的企业单位。

2）、仅限于企业法人本人办理。

3）、企业法人无需与自己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书，否则将

按就业接收手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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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在杭州市区自主创业毕业生，先在杭州毕业生就业公共网

（www.hzbys.com）上注册个人信息后，凭空白就业协议书（三联）、工

商登记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以上三证均需原件），

到杭州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领取《杭州市毕业生接收函（Ab 类）》，交

给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学校将报到证、户口迁移证办往杭州市人才市场。

注 ：以上几种情况，录取通知书、就业协议、劳动合同复印件、调

档函、接收函等材料需在学校就业方案上报截止日期内（2017 年 6 月前）

交至学校就业中心。逾期将视作暂未就业或暂未升学，报到证和户口迁移

证直接办往生源地人事主管部门。

2.3 毕业前未落实工作的毕业生

未落实就业单位或拟升学、拟自主创业等情况的毕业生，就业指导中

心将毕业生《报到证》直接派遣回毕业生生源所在省、市人事主管部门。

2.4 未取得毕业资格的学生如何处理？

      未取得毕业资格的毕业生（含退学、肄业、筛选终止学籍等），入

学前为在职人员的，退回到原工作单位；如无用人单位接收，将其档

案、户口关系转至生源所在地人事主管部门。如有特殊情况，请与就业

中心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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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毕业生必须按《报到证》上的报到期限（一般为 2 个月）到报

到单位报到，并在有效期内凭《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及时向当地

人事或公安部门申报上户和档案托管手续。（未落实就业单位回生源地办

理报到的，有效期可延期至毕业当年 12 月底，具体期限请咨询派遣地接

收部门）。

2.5 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激活和确认就业方案流程

1、登陆“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www.ejobmart.cn），点击

“我是学生”，选择左上角“马上注册”。（已激活的毕业生可输入用户名和

密码直接登录。如忘记密码，可点击页面上的“忘记密码”，选择学校后

输入本人姓名、身份证号、学号进行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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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注册页面。第一个步骤“认真阅读并遵守协议”，阅读后点击

左下角“我已认真阅读并同意”，点“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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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第二步“激活帐号”。选择“浙江省高校毕业生”，点“下一步”。

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再点“下一步”。

4、设置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确认自己的身份证号、学号、联

系电话、手机号码、QQ、邮箱等相关个人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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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激活成功后，点击“我的就业方案”，根据本人签订的就业协议书

核对就业信息，（派回生源地的毕业生对照本人生源地，参考《2016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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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源地派遣单位一览表》核对就业方案；考取外校研究生的毕业生根据

录取通知书或调档函核对就业方案），核对无误后点击“确认”提交，即

可完成“就业方案确认”。如有疑问或错误，请及时报至院系（错误信息

提交截止时间为 5 月 30 日）。

注：毕业生核对就业信息的同时，需同时核对个人基本信息（请务必

于 2017 年 6 月前完成信息核对，基本信息与就业信息将作为派遣依据）。

若未确认，则无法开具派遣证（即报到证），将影响毕业生毕业派遣相关

事宜，请务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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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到落户流程

3.1 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报到流程

在就业报到证规定期限内，等档案到达派遣地址后（档案到达时间不

一，一般在 8 月中旬左右），持《报到证》到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办理报

到手续；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缴纳社保。凭《户口迁移

证》、毕业证书、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报到证》和身份证等材料到

拟落户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

       具体事宜可咨询报到证上写明的人事主管部门。

3.2 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报到流程

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将报到证、户口迁移证办往毕业生生源地人事主管

部门，档案随寄。毕业生等档案到当地人才中心后（8 月中旬左右）持报

到证和户口迁移证报到并办理落户、档案托管手续。生源地派遣方案请看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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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毕业生党员毕业后，党组织关系是如何转移的？

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由学院党委组织部负责，其基本流程如下 ：

①确定可接转党组织关系的基层党组织名称 ；

②到所在学院党组织登记党组织接转单位名称 ；

③毕业时领取党组织关系转接介绍信 ；

④在有效期里到新的基层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 ；

⑤如接收党组织名称发生变化，及时联系学院党组织，在有效期里携

带原组织关系介绍信到学院党委组织部进行修改 ；

⑥毕业生党员领取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后应妥善保管，切勿遗失。一

旦发生丢失，应立即向所在支部报告，个人作出书面检查，党委组织部将

根据支部调查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补开。

⑦党员组织关系从学校转出后，超过六个月未到新的党组织办理关系

转入手续的，按自行脱党处理，予以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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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校毕业生落档、落户杭州人才市场办理指南
（2017 年）

4.1 就业协议书的签订和接收函领取

应届毕业生与杭州市属或区属单位达成就业意向，双方签订就业协议

书，毕业生到杭州市毕业生就业公共网（http://hzbys.hzrc.com/）上注

册个人信息（用人单位在网上办理签约报批手续），到单位上级主管部门

盖章之后，市属单位到杭州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东新路 155 号杭州

市人才服务局 31-36 号窗口）领取杭州市毕业生就业接收函（下称接收

函），区属单位到各区人才中心领取接收函，将就业协议书和接收函交至

学校就业中心。

如果就业单位是省部属单位、省人才市场托管档案的单位请向单位人

事部门和省人才市场咨询具体办理办法。

4.2 高校毕业生怎样在杭落户 ?

（1）应届本专科（含高职）毕业生在杭州市区落实就业单位的，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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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就业报到证、与用人单位签订的 1 年以上劳动 ( 聘用 ) 合同、

迁往地址为杭州市区的户口迁移证、同意落户证明和省、市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证明或公务员录用审批表（事业单位进

人审批表）等材料（注 ：就业报到证、劳动（聘用）合同、社会保险缴

纳情况证明或公务员录用审批表《事业单位进人审批表》上的单位名称

必须一致），由本人到落户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毕业生落户截止

时间为当年 12 月 31 日。

入学时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及跨年度毕业生，凭申请按

落户地分别到市公安局户政办证中心（落户地为上城区、下城区、拱墅

区、西湖区、江干区）、杭州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落户地为杭州经济开

发区）、滨江区公安分局（落户地为滨江区）办理落户手续。

（2）在杭州市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仅限法人），可凭毕业证书、接

收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确认的就业报到证、迁往地址为杭州市区的户口

迁移证、同意落户证明、工商登记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明，由本人到

落户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落户手续。

4.3 在学校办理派遣之前（后）如何与用人单位解除协议？

     须凭用人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盖章的解除协议证明、接收函原件

到杭州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办理解约手续，返回学校，重新领取就业

协议书。若接收函因故遗失，须由学校就业指导部门出具相关证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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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解除协议证明，前来办理解约手续。如果在学校办理派遣之后与用人

单位解除协议，须待档案转至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后，办理就业调整手续

（参见 6.1）。

4.4 在杭州市区自主创业的应届毕业生如何办理接收手续？

在杭州市区自主创业的应届毕业生（仅限法人），无需签订就业协议

书，在杭州市毕业生就业公共网上注册个人信息，凭工商登记的营业执

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到杭州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领取杭州

市毕业生就业接收函 Ab 类，返回学校办理派遣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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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杭“先落户后就业” 

5.1 杭州市人才市场

办理条件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并且有意向在杭州就业

的 ；档案在学校且还未被派遣。

       办理流程：

1）在杭州毕业生就业公共网（www.hzbys.com）上注册个人信息 ；

2）进入用户中心后申请户档挂靠 ；

3）凭身份证、空白就业协议书（一式三份）到杭州市人才服务局户

籍管理窗口领取杭州市毕业生就业接收函 Aa 类，凭接收函去学校领取报

到证和户口迁移证，并将档案转至杭州市人才服务局 ；

4）在杭州人才网（www.hzbys.com）人事代理页面上查到到档情况

后，凭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迁往地址为杭州市区的户口迁移

证，由本人到杭州市人才服务局户籍管理窗口办理落户手续。

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 155 号 4 楼，0571-8516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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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办理先落户后就业的毕业生如何缴纳社保？

办理完“先落户后就业”手续后，凭身份证、户籍证明等材料到杭州

市社保办理资格审核单，后持资格审核单至杭州银行办理社保代缴手续。

咨询电话 ：12333 转杭州市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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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办、补办报到证

6.1 毕业生如何办理报到证改派手续？

毕业生拿到《报到证》离校后，如需调整就业方案（修改报到证、户

口迁移证）的，请在 8 月 25 日后到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办理。

表格下载 ：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就业网“常用下载”（caa.jysd.

com）或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网站“办事指南查询”（http://

www.ejobmart.cn/）

改派手续完成后，本人携带老的户口迁移证和新的《报到证》前往校

区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籍迁移证》改迁手续（南山校区、上海分院到清

波派出所，象山校区到转塘派出所），最后凭新的户口迁移证前往迁入地

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

注 ：报到证改派后档案还在原单位，请自行将档案调回新单位。一

般需档案到达主管部门后，去新单位开具调档函，将调档函交至原单位，

具体请咨询各相关人事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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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流程如下 ：

6.2 毕业生报到证遗失如何办理？

学生凭《毕业证书》、《身份证》、《浙江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遗失补办申请表》（需先持申请表到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盖章）前往浙江省

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补办（8 月 25 日之后方可补办）。补办可以

当场领取新报到证，需收取费用。

8.25 后持上述有关材料去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办理改派手续（更换《报到证》）
地址：杭州市华星路 203 号；联系电话：0571—88008635，88008636

时间：8 月 25 日以后到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华星路 203 号）

凭新的《报到证》前往相关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

原未就业回生源地的学生，现就业

改派所需材料：1、就业单位的录用函（或就业协
议）；2、调整审核表；3、毕业证书；4、原《报
到证》

尚未落户的前往校区所在派出所办理改迁手续，须带原
户口迁移证和新报到证。（南山校区、上海设计学院的
是清波派出所，象山校区的是转塘派出所）

改派所需材料：1、原单位解除协议证明；2、调整
审核表；3 新单位的录用函（或就业协议）（回生
源地不需要）；4、毕业证书；5、原《报到证》

原就业现更换工作单位或回生源地的学生

凭新的户口迁移证前往相关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

已落户的前往原落户派出所办理改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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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补办程序及申请表下载请登录 ：

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网站 / 办事指南 / 派遣改派（点击）

http://www.ejobmart.cn 或登录中国美术学院就业网 / 就业手续 / 常用

下载（点击）http://caa.jysd.com/news/index/tag/cyxz

注 ：如报到证遗失请及时申请补办，毕业后超出两年不予签发新就

业报到证，浙江省教育厅将根据毕业生毕业时的派遣记录出具报到证派

遣证明。

6.3 毕业生报到证遗失且同时需改派

先办理补办（6.2），同时办理改派（6.1）。

6.4 户口迁移证遗失怎么补办？

由报到单位所在地的户籍管理部门出具未落户证明，学生持本人申请

和证明、报到证到学校保卫处户证室（办公室）办理申请补办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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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生在就业手续办理过程中可能会与
哪些部门打交道？如何联系？

7.1 改派、补办报到证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地点为杭州市华星路 203 号；

电话 ：0571—88008635、88008636。

手续中涉及的《浙江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方案调整审核表》、《浙

江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遗失补办申请表》可在 www.ejobmart.

cn“办事指南”栏目“资料下载”模块里下载或直接向窗口工作人员领

取。

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 / 办事指南 / 资料下载 http://www.

ejobmart.cn/

所需材料中毕业证书和身份证可以是复印件。

       浙江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时间为毕业后 2 年内，请务必在

2 年时限内办好个人档案、户籍等各项手续，超过时限一律不予办理（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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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后 2 年内是指毕业后第 3 年年底前，如 2017 年 7 月毕业，就业手续截

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以上各项手续只要材料齐全当日即可办结。

7.2 报到证遗失补办申请表盖章

中国美术学院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

南山校区 1B-210，电话 ：0571-87164621 ；

象山校区 17 号楼 112，电话 ：0571-87200058

相关事项查询及资料下载 ：

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就业网 / 就业手续 caa.jysd.com

7.3 户籍迁移证

中国美术学院保卫处   联系电话：0571-87164615；0571-87200080

清波派出所 ：0571-87780283 ；转塘派出所 ：0571-87310350

7.4 党组织关系迁移

中国美术学院组织部   联系电话 ：0571-87164825

如有其他事项请咨询教学单位辅导员或将您的问题发送至邮箱 ：

caa@vip.163.com，请按 ：“学生姓名 + 手机号码 + 咨询”规则命名，此

邮箱为就业指导中心公开邮箱，请务必按此规则发送邮件，以免遗漏。



25

八、附录

◆    就业创业相关信息网站

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就业网                                 http://caa.jysd.com/

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                         http://www.ejobmart.cn/

杭州毕业生就业公共网                                  http://www.hzbys.com/

浙江省人力资源网                                            http://www.zjhr.com/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http://www.zjhrss.gov.cn/

杭州人才网                                                      http://www.hzrc.com/

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                                      http://cy.ncss.org.cn/

新职业（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ncss.org.cn/

中国公共招聘网                                            http://www.cjob.gov.cn/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中华英才网                                                 http://www.chinahr.com/

前程无忧                                                        http://www.51job.com/

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http://www.bjbys.net.cn/

北京市人事局毕业生就业网                           http://www.bjbys.com/

中国上海人才市场                                           http://www.hr.net.cn/

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http://www.firstjob.com.cn/

广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http://www.gzp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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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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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
派遣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

档案转递：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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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人事局）

档案转递：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河北省
派遣单位：生源地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定州、辛集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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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
派遣单位：各地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绥中县为人事局、昌图县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随转

吉林省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体市、县（区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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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单位名称

黑龙江

派遣单位：各市（地）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哈尔滨为市人才服务局）

（大兴安岭地区派至大兴安岭地区行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场（农垦生源）、林业局（森工生源），档案随转

上海市 派遣单位：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档案随转

江苏省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人才服务中心（扬州市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

档案随转

浙江省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市、县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各单位称谓异同），档案

随转

安徽省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市、县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合肥市、区为大中专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档案随转

福建省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地市、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或公务员局），档案

随转

江西省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地市教育局就业办（南城县为教育局、鄱阳县、安福县

为教育体育局），档案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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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单位名称

山东省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随转

河南省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其中固始县、鹿邑县、新

蔡县、长垣县、滑县、兰考县直接派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随转

湖南省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地级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办公室）或生源

地市、自治州教育局，档案随转

湖北省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自治州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指导办公室（武汉市、

鄂州市为人民政府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办公室，十堰市、宜昌市、

仙桃市为教育局，黄冈市为黄冈市人才服务局，潜江市为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天门市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神农架林区为人才交流中心），档案随转。

广东省
派遣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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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区
派遣单位：各地市、县（区）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或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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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单位名称

海南省

派遣单位：各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就业局（海口市为人才劳动力交

流服务中心、三亚市为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三沙市为海口市人才劳

动力交流服务中心），档案随转

重庆市
派遣单位：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丰都县为就业服务局，北部新区

为人事局），档案随转

四川省 派遣单位：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随转

贵州省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州教育局，（贵阳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遵

义市所属区为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随转

云南省
派遣单位：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昆明市为昆明人才服务中心），

档案随递

西藏区 派遣单位：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档案随转

陕西省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西安市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汉中市为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档案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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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单位名称

甘肃省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随转

青海省
派遣单位 : 生源地所在各市、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西宁市为西宁市

人才交流中心，档案随转

宁夏区
派遣单位：生源地级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宁夏石嘴山市就业创业服务局人

才交流服务中心），档案随转

新疆区

派遣单位 : 地市州及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石河子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

门关市）），档案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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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美院学生处微信毕业生专栏使用说明书

1. 关注微信号

打开微信，在微信页面点击搜索，输入“中国美院学生处”，或者扫

描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找到《中国美院学生处》微信公众号，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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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中国美院学生处》，选择“关注”，进入关注页面，如图 ：

关注成功后，即可查看“智慧学工”，”信息服务”，“创意集市”三个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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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生专栏

在“信息服务”中选择“毕业生专

栏”，打开毕业生专栏。在毕业生专栏，

可以查看图片新闻、通知公告、新闻快

递、校内公示等内容。

毕业生专栏有学生、教师、企业、

校友等 4 个专项功能

3：学生登陆

学生专项功能需要登陆后使用，登陆方式是手机号码 + 验证码登陆，

登陆后会验证手机号与学生帐户有没有关联。有关联，则进入学生中心；

没有关联，会弹出验证用户名和密码（详见 4 ：验证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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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学生，打开登陆页面。输入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手机

上收到的验证码，点击登录，即可进入与手机号有关联学生帐户，即可进

入学生功能页面（如下右图）

登陆后，学生可以在用户中心使用办事大厅、消息推送中心、求职中

心、招聘信息、就业服务、职业辅导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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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帐号验证

若手机号是初次登陆或没有关联学生帐户，则登陆后会提示帐户验

证。如下图所示 ：

在账户验证页面（如上图），输入在就业网的账号，密码，点击验证

账户。若用户名和密码正确，即可进入学生的用户中心（注：学生账号是

学号，初始密码是学号后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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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用户中心

学生用户中心功能，有办事大厅、消息推送中心、求职中心、招聘公

告、岗位信息、招聘会、宣讲会等功能。学生可以查看招聘信息如 ：招

聘公告，岗位信息，招聘会，宣讲会 ；可以办理就业事务如 ：生源核对，

毕业去向登录，报到证查询，档案查询；可以学习职业相关课程，如：职

业测评，职位百科，生涯课堂，就业调查。如下左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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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个人中心

在绑定页面，选择个人中心，打开，（如上右图）。在个人中心中可以

修改个人信息，解除绑定，退出登录等等。

5.2 ：办事大厅

点击办事大厅，打开办事大厅页面，可在办事大厅中填报生源，查看

报到证与档案信息。

点击生源信息核对，可在手机上填报生源信息，如上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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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消息推送

点击消息推送，可以查看学校推送的就业信息，如图 ：

5.4 ：求职中心

如上右图，可在职业目标页面设置地区，意向行业，工作职能，工作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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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职中心中选择简历管理，选择编辑，即可在微信中编辑自己的简

历，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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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招聘公告

查看最新的招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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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岗位信息

查看最新的岗位信息、按关键词检索，如右上图

5.7 ：招聘会

最近的招聘会活动列表，点击可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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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生源信息填报

毕业生可以在手机上核对生源信息，如下左图

5.9 ：毕业去向登记

学生可以在手机上登记毕业去向，填写毕业去向、是否需要报到证、

档案去向等，如右上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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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报到证查询

学生可以在查询报到证开往单位。

5.11 ：档案查询

学生可以在手机上查询档案去向，如右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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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职业测评

在绑定页面点击职业测评，打开测评页面，选择测评题目，进入测

评，如图 ：



46

测评结果可在求职中心查看，如下左图测评记录 ：

5.13 ：职位百科

学生可以在手机上查看职位百科，了解岗位相当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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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生涯课堂

学生可以在手机在线观看生涯课程。如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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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就业调查

在绑定页面，选择就业调查，打开就业调查页面，选择需要作答的调

查，开始作答，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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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职业辅导

学生可以在手机上查看职业辅导课程

5.17 ：活动预约

在线报名预约职业辅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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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咨询预约

学生可以在线预约咨询一对一的就业咨询。

5.19 ：常用下载

提供常用文档下载查看。如右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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