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教学函〔2018〕7 号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有关事宜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人力社保厅（局）： 

为做好 2018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方便毕业生回（来）渝办理就业相关手续，

现将我市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有关事宜函告如下： 

一、已在重庆市内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 

（一）就业单位具有人事档案保管权限的，请将《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

证》或《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以下统称《报到证》）签发至用人单位，户档和组织

关系随转。 

（二）就业单位不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请将《报到证》签发至其上级主管部门或

其委托的人才服务机构，户档和组织关系按《就业协议》等用人单位出具的接收证明材料约

定转递。 

二、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 

（一）未落实就业单位的重庆籍毕业生，可将《报到证》签发至其生源所在区（县）毕

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详见附件），户档和组织关系随转。 

（二）未在我市落实就业单位的外省生源毕业生，我市暂不接收其办理报到手续。 

三、定向或委培生 

（一）市外高校在渝招收的定向和委培生，按定向或委培协议将其《报到证》签发至定

向或委培单位，户档和组织关系随转。 

（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招收的重庆籍“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生，按照相关文件规定，

请将其《报到证》签发至“重庆市教委基础教育处（民族教育处）”，档案随转。 

四、其他事项 

（一）重庆籍毕业生在市外落实就业单位的，按国家、地方及用人单位有关政策规定办

理就业手续，无须我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出具“同意市外就业证明”。 

（二）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将此函转发辖区高校和研究生培养

单位，并通过适当的途径告知毕业生。 

（三）本函未尽事宜请与重庆市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联系。 

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石路 7 号 

邮政编码：400020 

联系电话：023-88517388 

  

附件：重庆市各区县毕业生就业工作主管部门及其联系方式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28 日 

 

 

 



重庆市各区县毕业生就业工作主管部门及其联系方式 

  

区县名称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邮编 地址 

万州区 万州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58221811 404000 重庆市万州区国本路 51 号 

涪陵区 涪陵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72221827 408000 
重庆市涪陵区顺江大道 6 号行政服务中

心 2 楼 

渝中区 渝中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63557830 400010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 218 号负二楼 

大渡口区 大渡口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68083288 400084 重庆市大渡口区松青路 98 号 

江北区 江北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67877016 400020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22 号社会服务中

心三楼 

沙坪坝区 

沙坪坝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非

师范） 
023-86297487 

400030 
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正街 7 号 

沙坪坝区教育委员会（师范） 023-86055590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场路 64 号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61968920 400050 
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 71 号留学生创业

园 E 栋 4 楼 

南岸区 南岸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62922480 400060 
重庆市南岸区广福大道 12 号行政中心 B

区 1 楼 

北碚区 北碚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68864523 400700 重庆市北碚区云华路 168 号 

綦江区 綦江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48614712 401420 重庆市綦江区九龙大道 52 号 

大足区 大足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43767533 402360 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五星大道 433 号 

渝北区 渝北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67583517 401120 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桂馥二支路 18 号 

巴南区 巴南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66233345 401320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新市街 79 号 4 楼 

黔江区 黔江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79231209 409000 重庆市黔江区城西七路 49 号 

长寿区 长寿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40281924 401220 
重庆市长寿区桃花文苑西路 2 号（区委

党校综合楼 2 楼） 

江津区 江津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47531008 402260 重庆市江津区小西门世纪大厦 3 楼 

合川区 

合川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非师

范） 
023-42757801 

401520 

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 236 号区

人力社保局六楼档案室 

合川区教育委员会（师范） 023-42824178 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南园东路 99 号 

永川区 

永川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非师

范） 
023-49805862 

402160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西路 369 号人力资源

大厦 531 室 

永川区教育委员会（师范） 023-49580070 重庆市永川区枣园路 26 号 

南川区 

南川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非师

范） 
023-64566370 

408400 

重庆市南川区东城盛丰源 0 栋 7 楼 

南川区教育委员会（师范） 023-81110585 
重庆市南川区东城鼓楼坝广场新华路 5

号 

铜梁区 铜梁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45645450 402564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中兴东路 989 号

社保大厦二楼 

璧山区 璧山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41416290 402760 
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东林大道 48 号卫

生局 1 楼 106 室 

潼南区 
潼南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非师

范） 
023-44590808 402660 

重庆市潼南区桂林街道金佛大道 41 号人

力社保大楼 313 室 



潼南区教育委员会（师范） 023-44576128 重庆市潼南区兴潼大道 42 号 

荣昌区 荣昌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46773481 402460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大道中段 75 号 1 楼

101 室 

开州区 开州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52218669 405400 重庆市开州区帅乡路 458 号附 8 号 

梁平区 

梁平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非师

范） 
023-53224011 

405200 

重庆市梁平区双桂街道行政中心 4 号楼

120 室 

梁平区教育委员会（师范） 023-53239922 重庆市梁平区育英街 83 号 

城口县 

城口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非师

范） 
023-59220018 

405900 
重庆市城口县北大街新综合楼 1 楼 

城口县教育委员会（师范） 023-59223728 重庆市城口县土城路 56 号 

丰都县 丰都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70702952 408200 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商业二路 306 号 

垫江县 垫江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74685148 408300 
重庆市垫江县桂溪街月阳路 87 号人力社

保局 311 室 

武隆县 武隆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77727265 408500 
重庆市武隆县巷口镇芙蓉中路 45 号人力

社保局 330 室 

忠 县 忠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54234044 404300 重庆市忠县忠州镇巴王路 74 号 

云阳县 云阳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55129590 404500 重庆市云阳县滨江大道 999 号 

奉节县 奉节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56557720 404600 
重庆市奉节县永安街道老县政府办公楼

县社局档案室 533 

巫山县 巫山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57685231 404700 重庆市巫山县广东中路 272 号 

巫溪县 巫溪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51521220 405800 重庆市巫溪县马正坝广场西路 67 号 

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就业和人才服

务局 
023-73331378 409100 重庆市石柱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 23 号 

秀山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就业和人

才服务局（非师范） 
023-76669649 

409900 

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渝秀大道人力社

保局综合楼 513 室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委员

会（师范） 
023-76868800 

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凤栖北路 139 号

附 1 号 

酉阳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就业和人

才服务局（非师范） 
023-75559687 

409800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中

路 26 号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委员

会（师范） 
023-75557679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源泉新路

11 号 

彭水苗族土

家族自治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就业和人

才服务局 
023-78843046 409600 重庆市彭水县两江桥行政综合楼 1 楼 

两江新区 两江新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023-63022526 401122 
重庆市两江新区金渝大道 68 号新科 A 栋

行政大厅 

万盛经济技

术开发区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业和人才

服务局 
023-48281826 400800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万新路 5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