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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2017 年 6 月 

 



1.西安市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西安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寄：生源所在区（县）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 

 报到流程参见：

http://www.xabys.com/Info.aspx?id=366

0 

 注：毕业生先在西安毕业生就业网上

注册（ www.xabys.com）,根据系统

提示，再到各区（县）或开发区报到，

并办理手续。 

 

 

 

http://www.xabys.com/Info.aspx?id=3660
http://www.xabys.com/Info.aspx?id=3660


 



2.宝鸡市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寄：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电话：0917-3901733 

 联系地址：宝鸡市陈仓园市民中心一楼 

 报到流程参见：http://www.bjrs.gov.cn/view.php?tid=5448&cid=135 

部门 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服务事项名称 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 受理单位 宝鸡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咨询方式 0917-3901733 

服务的主要内容 
非师范类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普通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统计；非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的办理。 

办理依据 
《关于非师范类普通院校大中专毕业生报到有关问题的通知》（宝市人社发

[2011]187号文件） 

申请材料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毕业证和本人学籍档案，在毕业生报到窗口领取《人

才登记表》、《人事代理合同》及《毕业生信息登记表》 

非普通高校毕业生：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就业失业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领

取《就业推荐表》及《就业登记表》，填写后办理《就业报到证》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基本流程 

 

http://www.bjrs.gov.cn/view.php?tid=5448&cid=135


 宝鸡各级人才服务中心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咨询电话 办公地址 

宝鸡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3658056 陈仓园市民中心西一楼 

渭滨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3622020 清姜路 28号渭滨区市民中心一楼大厅 

金台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3153836 大庆路 66号金台市民中心一楼大厅 

陈仓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6212198 陈仓区南环路 11 号市民中心一楼大厅 

凤翔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7219015 凤翔县西区市民中心一楼大厅 

岐山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8215513 岐山县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一楼 

扶风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5211386 扶风县北大街市民中心一楼大厅 

眉  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5541595 
眉县首善镇平阳街西段市民中心一楼

大厅 

千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4241613 千阳县东海路市民中心 

陇  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4607633 陇县迎宾大道市民中心一楼 

麟游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7961691 麟游县市民中心一楼大厅 

太白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18700730052 太白县北大街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一楼 

凤  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4762305 凤县市民中心 B座二楼 

高新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3423768 
高新 5路渭水苑 A区西门南侧 劳动就

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3.咸阳市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咸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转寄：咸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29-33329135 

 联系地址：咸阳市渭阳西路西阳村十字高科大厦 3楼 

 报到流程参见：http://www.xyrs.cn/news/tztg/20120507901.html  

 注：联系地址和电话以上方的信息为准 

4.铜川市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铜川市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转寄：铜川市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及联系方式： 

名称 电话 地址 

铜川市王益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9-2181551 铜川市王益区五一路 32号四楼 401室 

铜川市印台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9-4182010 铜川市印台区城关北街 100 号（印台区人才中心） 

铜川市耀州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9-6285139 铜川市耀州区永安南路 53号（耀州区人才中心） 

铜川市宜君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9-8172953 铜川市宜君县宜阳中街北段宜君人社局大楼 314室 

 

 报到流程参见： 

http://www.tongchuanhrss.gov.cn/service/v_servicebyyhlb.jspx?id=00000012 

 

 

 

 

 

 

 

http://www.xyrs.cn/news/tztg/20120507901.html
http://www.tongchuanhrss.gov.cn/service/v_servicebyyhlb.jspx?id=00000012


5.渭南市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渭南市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转寄：渭南市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及联系方式： 

名称 电话 地址 

渭南市临渭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3-3030370 渭南市临渭区乐天大街招二路南段 

渭南市华州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3-4725001 渭南市华州区子仪东路 

渭南市潼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3-3819822 潼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渭南市大荔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3-3395152 渭南市大荔县富民路 8号 

渭南市合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3-5556635 渭南市合阳县政府五楼 

渭南市澄城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3-6866916 渭南市澄城县西大街 13号 

渭南市蒲城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3-7212227 渭南市蒲城县人民路与东槐院巷十字西 

渭南市白水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3-6160182 渭南市白水县雷公路东段人力资源大楼三楼 

渭南市富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3-8203501 渭南市富平县人民路 48号 

华阴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3-4615251 渭南市华阴市太华南路 97号 

 

 报到流程参见：http://www.snwn.lss.gov.cn/a/2017/05/10/54184.html 

 

6.韩城市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韩城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转寄：韩城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913-5224269 

 联系地址：韩城市桢州大街南段人力资源市场一楼 

 报到流程参见：http://www.hancheng.gov.cn/gk/ggfw/38281.htm （十六） 

 

 

http://www.snwn.lss.gov.cn/a/2017/05/10/54184.html
http://www.hancheng.gov.cn/gk/ggfw/38281.htm


7.延安市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延安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转寄：延安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911-8800686 

 联系地址：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安市南关街 

8.榆林市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榆林市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转寄：榆林市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及联系方式： 

名称 电话 地址 

榆林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0912-3368101 榆林市高新区劳动保障大厦二楼 

榆林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0912-3368101 榆林市高新区劳动保障大厦二楼 

榆林市榆阳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3525087 榆林市榆阳区政府三楼 307室 

榆林市神木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8330030 榆林市神木市神木镇府阳路 1号 

榆林市府谷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8734363 榆林市府谷县政府大楼 618 

榆林市横山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7612801 榆林市横山县政府广场三楼 

榆林市靖边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4629338 
榆林市靖边县长城路人力资源市场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 

榆林市定边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4326344 榆林市定边县西环路人力资源市场 

榆林市绥德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5622669 榆林市绥德县政务中心三楼 330室 

榆林市米脂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6368828 榆林市米脂县政府三号楼 5楼 11号 

榆林市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6723577 榆林市佳县中街古城农贸市场三楼 



榆林市吴堡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6510191 榆林市吴堡县新建街 155号 

榆林市清涧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5222065 榆林市清涧县政府南一楼 

榆林市子洲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2-7232156 榆林市子洲县丰庆路 2号人力资源大楼 

  

9.汉中市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汉中市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转寄：汉中市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及联系方式： 

名称 电话 地址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6-2213797 汉中市汉台区南一环路劳动保障大厦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6-5516086 
汉中市南郑县城关镇北一路人力资源市场人

才交流中心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6-7218057 汉中市城固县西环二路人力资源大厦 3楼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6-8216948 汉中市洋县县府街 3号政府办公大楼 406室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6-6211115 汉中市西乡县城关镇北环路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6-8652320 汉中市勉县金牛大道人力资源大厦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6-4226898 汉中市羌州南路人力资源大楼三楼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6-4821111 汉中市略阳县狮凤路 

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6-6719057 汉中市镇巴县泾阳镇周家营街人力资源大楼 

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6-3922338 汉中市留坝县紫柏路 171号人力资源市场 

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6-8912906 汉中市佛坪县新街 2号 

 

 

 



10.安康市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安康市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转寄：安康市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各区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及联系方式： 

名称 电话 地址 

安康市汉滨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5-3255079 安康市汉滨区安悦街兴家仓 42号 

安康市汉阴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5-5213067 
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城南长乐路中段（政务服

务中心 8楼） 

安康市石泉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5-6310802 
安康市石泉县城关镇环城北路东段就业社保中

心 

安康市宁陕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5-6821108 宁陕县文化科技大厦 12楼 

安康市紫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5-4426470 紫阳县紫府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安康市岚皋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5-2529108 岚皋县河滨大道 12号 

安康市平利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5-8421373 平利县城关镇平安大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安康市镇坪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5-8825321 镇平县政府路广场巷 32号 

安康市旬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5-7220366 
旬阳县党家坝人力资源市场（旬阳县商贸街 577

号） 

安康市白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915-7812260 白河县城关镇旬白路 199号 

 

11.商洛市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商洛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转寄：商洛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914-2329967 

 联系地址：商洛市周城路西段商洛市人力资源市场 2楼 

 报到流程参见：http://www.sxslrc.com/1/174/content.aspx 

 

http://www.sxslrc.com/1/174/content.aspx


12.杨凌示范区生源毕业生 

 报到证抬头名称：杨凌示范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转寄：杨凌示范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29-87035503 

 联系地址：杨凌示范区新桥北路 1号，政务大厦一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便民服务大厅 

 报到流程参见：http://www.ylrsrc.net/index.php/Home/Index/index.html（服务大厅-

毕业生报到） 

 

 

http://www.ylrsrc.net/index.php/Home/Index/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