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暑期 2018 年毕业生办理派遣及

调档手续的通知

2018 年毕业生：

为方便你们办理派遣、调档手续等相关事宜，现通知如下：

一、报到证受理事宜

（一）2018 届延期毕业学生集中派遣事宜

1.受理对象：2018 届第二批（7 月份）确定能毕业的学生。

2.截止期限：2018 年 7月 24 日。

3.报到证领取时间：拟定 2018 年 7月 27 日，如有变动将在华侨大

学就业网发布公告，敬请留意。

4.受理流程：

（1）学生持相关材料到学院申请（已就业毕业生须提供与用人单

位签订的就业协议或合同等，须有政府人事主管部门审批。升学学生提

供调档函件，不发放报到证，只寄档案）；

（2）各学院负责就业老师于 7 月 24 日 8:00 前根据材料在就业监

测系统登记就业方案，请将“延期毕业”的备注修改为“延期毕业 7

月”；

（3）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于 7 月 24 日 8:00 关闭就业监测系统，审

核就业方案，核对第二批毕业学生名单，报送福建省教育厅审核后统一

开具报到证；

（4）申请学生本人凭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拟定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到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两校区办公室领取报到证。若委托办理需提供委

托人、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委托书。



注：本次未申请集中办理的学生，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后，持毕业

证书、《毕业生补办<就业报到证>申请表》等相关材料（已就业毕业生

须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或合同等，须有政府人事主管部门审

批）到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盖章后自行到福建省教育厅开具报到证，详见

附件“（2）毕业生报到证补办”。

（二）2018 届毕业学生集中改派事宜

1.受理对象：2018 届已开报到证且需要改派的学生。

注：新就业单位在省内的，可直接前往就业地主管部门改派报到。

请务必向毕业生强调说明，避免耽误毕业生报到!

2.截止期限：2018 年 7月 24 日。

3.报到证更换时间：拟定 2018 年 7月 27 日，如有变动将在华侨大

学就业网发布公告，敬请留意。

4.受理流程：

（1）学生持相关材料到学院申请（已就业毕业生须提供与用人单

位签订的就业协议或合同等，须有政府人事主管部门审批）；

（2）各学院负责就业老师于 7 月 24 日 8:00 前根据材料在就业监

测系统登记就业方案，“档案转寄单位名称”“档案转寄单位地址”“档

案转寄单位邮编”“单位联系人”“联系人电话”字段不改动，保留原

始状态，请将“一次派遣”的备注修改为“一次派遣改派”；

（3）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于 7 月 24 日 8:00 关闭就业监测系统，审

核就业方案后统一开具报到证；

（4）申请学生本人持原报到证到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两校区办公室

更换新报到证。若委托办理需另提供委托人、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

印件及委托书。



注：空白报到证有限，在确保 2018 届延期毕业学生集中派遣后，

优先受理集中改派。

本次未申请集中办理的学生，若空白报到证若有余，可于 2018 年

7月 28 日-9 月 15 日期间星期二，持毕业证书、原报到证等相关材料（已

就业毕业生须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或合同等，须有政府人事

主管部门审批）到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

若空白报到证不足，须于 2018 年 9月 15 日后，持毕业证书、原报

到证等相关材料（已就业毕业生须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或合

同等，须有政府人事主管部门审批）自行到福建省教育厅改派，详见附

件“（1）毕业生调整就业改派”。

（三）往届延期毕业学生派遣事宜

1.受理对象：已拿到毕业证书的往届延期毕业学生。

2.受理时间：2018 年 7 月 28 日-9 月 3日期间星期二/其他正常上

班时间。

3.受理流程：学生持毕业证书、《毕业生补办<就业报到证>申请表》

等相关材料（已就业毕业生须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或合同

等，须有政府人事主管部门审批）到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盖章后自行到福

建省教育厅开具报到证。详见附件“（2）毕业生报到证补办”。

二、档案事宜：学校根据就业方案通过快递（EMS）寄至相应地点。

一次派遣学生档案已寄出。

三、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暑期受理派遣、调档手续时间、地点

受理时间：2018 年 7月 28 日-9 月 3 日期间星期二

上午 9：00—11：30 下午 3：00—5：00

泉州校区：机电楼 428 室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电话：0595-22691552

厦门校区：行政研发大楼二楼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电话：0592-6160358

注：由于延毕和改派毕业生较多，7 月 27 日中心仅受理集中派遣

和集中改派业务，个人单独办理改派业务请于 7 月 28 日-9 月 3 日星期

二前往中心办理。

附件：福建省教育厅关于高校毕业生（含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就业

服务规定

华侨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2018 年 7月 5 日



附件: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高校毕业生（含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就业服务规定

（1）毕业生调整就业改派

事项名称 毕业生调整就业改派

事项类别 公共服务事项

事项依据

1. 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教学〔1997〕6 号）；

2.《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师范类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工作的通知》（闽教学

〔2014〕1 号）；

3．《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非师范类毕业生高校前就业指导职责分工

的通知》（闽委编办〔2015〕244 号）；

4．《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公共服务事

项有关意见的通知》（闽审改办〔2016〕15 号）。

申报类型

1.师范类毕业生改派

①2013 年及以前的高校毕业生待就业改为就业、就业一年内解约调整为待就业或又签约新就

业单位，到省教育厅行政服务中心学生窗口办理；

②2014年及以后的高校毕业生改签手续到当地所在的设区市教育局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

业局办理。就业单位为省属单位的，毕业生改签手续到省教育厅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2.非师范类毕业生改派

①省内毕业生待就业改派为省外就业；

②省属和中央在闽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含人事档案存于省属人才服务机构）就业一年

内解约调整为待就业或又签约新就业单位。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办理流程 行政服务中心受理→审核→办结

法定期限

承诺期限 即办

申报材料

1.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 毕（结）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3．《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4. 就业报到证原件；

5. 就业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提供《劳动合同》、《就业协议书》、《事业单位补充工作人员

花名册》、《公务员录用通知书》其中的一份证明材料）。

注意事项

1.毕业生到厦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南京、广州和广东省属等地区企事业单位就业，

需提供当地就业工作部门核准盖章的同意接收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2.毕业生就业一年内调整到其他单位就业或调整为待就业的，需提供与原签约单位解除就业

协议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3.档案存放人才服务机构需提供《档案接收函》或《调档函》原件及复印件；

4.省属和中央在闽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含人事档案寄存在省属人才服务机构）待就业改

为就业的，到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

5.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相关表格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在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站下载）

是否收费 不收费

实施主体 福建省教育厅

责任部门 行政服务中心

受理地址 福建省教育厅行政服务中心 3号窗口（福州市鼓屏路 162 号省教育厅 2楼）

办公时间 工作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夏季）或 14:30－17:30（冬季）

联系电话 电话：0591-87091625、87091611、87091603、87091605

监督电话 电话：0591-87091465

受理形式 窗口受理（可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网上预审）



（2）毕业生报到证补办

事项名称 毕业生报到证补办

事项类别 公共服务事项

事项依据

1.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教学〔1997〕6

号）；

2.《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师范类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工作的通知》

（闽教学〔2014〕1 号）；

3．《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非师范类毕业生高校前就业指

导职责分工的通知》（闽委编办〔2015〕244 号）；

4．《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公共服务事项有关意见的通知》（闽审改办〔2016〕15 号）。

申报类型

普通高校毕业生和 1999 年及以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①遗失补办；②放弃升

学补办; ③延迟毕业补办；④延期补办; ⑤结业变更毕业补办; ⑥报到证信息错

误补办。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办理流程 行政服务中心受理→审核→办结

法定期限

承诺期限 即办

申报材料

1.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 毕（结）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3.《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招生花名册》复印件；

4.《毕业生补办<就业报到证>申请表》。

注意事项

1.结业变更毕业补办，需提供结业报到证原件；

2.报到证信息错误补办，需提供报到证原件；

3.已就业需补办报到证的，要提供就业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4.2002 年及以后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5.2002 年之前的高校毕业生及中职学校毕业生提供盖学校相关部门公章的《招

生花名册》复印件；

6.委托他人办理，需提供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相关表格
1.《毕业生补办<就业报到证>申请表》（在福建省教育厅网站下载）；

2.《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在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站下

载）。

是否收费 不收费

实施主体 福建省教育厅

责任部门 行政服务中心

受理地址 福建省教育厅行政服务中心 3 号窗口（福州市鼓屏路 162 号省教育厅 2 楼）

办公时间 工作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夏季）或 14:30－17:30（冬季）

联系电话 电话：0591-87091625、87091611、87091603、87091605

监督电话 电话：0591-87091465

受理形式 窗口受理（可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网上预审）

注：2018 届毕业生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后才适用上述到福建省教育厅办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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