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桂教学生〔2016〕7 号 

 
关于接收 2016 年广西区外 

普通高校毕业生有关事项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有关高

等学校： 

为做好接收 2016 年广西区外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已落实就业单位的区外高校广西籍毕业生报到事宜 

（一）落实到我区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单位就业的，

请将毕业生的《全国普通高等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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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接签发至接收单位报到，档案随寄。 

（二）落实到我区不具备人事档案管理权限单位就业的，

请将《报到证》签发至用人单位指定的毕业生就业所在地的

政府所属公共人才服务机构，档案随寄。 

二、未落实就业单位或用人单位暂不接收人事档案关系

的区外高校广西籍毕业生报到事宜 

请将其《报到证》直接签发至毕业生生源地所在地政府

所属公共人才服务机构（详见附件），档案随寄。 



三、区外高校在我区招收的定向、委培毕业生应按照协

议要求，回原定向、委培单位或地区就业。对于定向广西区

内就业的毕业生，如有委培单位的，请将其《报到证》签发

至原委培工作单位，其毕业证、学位证随寄；如已落实或暂

未落实用人单位的，其定向协议要求毕业证、学位证、档案

寄送我厅的，请将其报到证签发至“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中心”（毕业生需到南宁市教育路 3-1 号广西大学生就业

服务中心办理报到手续），并将相关材料寄至“广西大学生

就业服务中心”，党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开至“中共广西高

校工委组织部”，接转单位为“广西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四、凡未纳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招收的毕业生，我

区不办理其就业报到手续。 

五、2016 届区外普通高校毕业生《报到证》受理时间为：

2016 年 7月 1 日—2018 年 6 月 30 日 

六、对 2016 年以后的毕业生，如无新的变化，不再另

行发函，仍按此函要求办理。 

广西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地址：广西南宁市教育路 3－1号，

邮政编码：530022，联系电话：0771－3859813，网站：广

西 毕 业 生 就 业 网 www.gxbys.com 。 电 子 信 箱 ：

gxbys771@qq.com。 

 

附件：广西各市、县（区）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通讯录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16 年 3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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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各市、县（区）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通讯录 

机构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南宁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南宁市科园大道东五路 6号 0771-5381300 

南宁市邕宁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南宁市青秀区仙葫大道福兴

路 3号 
0771-4791623 

武鸣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武鸣县新城路 49号 0771-6221171 

横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横州镇西城路 2号 0771-7215653 

宾阳县人才交流调配服务中心 宾阳县宾州镇城中区 182号 0771-8229618 

上林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上林县政府路 7号 0771-5229190 

马山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马山县白山镇新兴街 80号 0771-6825385 

隆安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隆安县城厢镇城南路 14号 0771-6529687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 

广西武鸣里建武华大道 35号

人力资源市场三楼 
0771-6395318 

柳州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柳州市弯塘路 26号 0772-2866332 

柳江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柳江县柳东路 125号 0772-7212460 

柳城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柳城县大埔镇白阳南路 2号 0772-7615646 

鹿寨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鹿寨县迎宾路 33号 0772-6824688 

融安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融安县长安镇立新街 126号 0772-8135523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民族

路 1巷 8号 
0772-5129136 

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江峰

街 7号 
0772-8617308 

桂林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桂林市南环路竹木巷 8号 0773-2810611 

桂林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才交流中

心 

桂林市桂磨路创意产业园 14

栋 3楼 
0773-2126013 

阳朔县人才交流咨询服务中心 阳朔县阳朔镇县前街 1号 0773-8827668 

灌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灌阳县灌阳镇兴灌路 42号 0773-4217318 

桂林市临桂区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38号 0773-6928987 

资源县人才交流中心 
广西资源县城北开发区人才

交流中心 
0773-4366606 



机构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恭城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恭城县城中西路八巷 5号 0773-8219567 

龙胜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龙胜县桂龙路 45号 0773-7512113 

永福县人才交流中心 永福县凤翔路 68号 0773-2221912，6909303 

荔浦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荔浦县市政路 8号 0773-7217755 

灵川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灵川县灵川大道中路 162号 0773-6815329 

平乐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平乐镇正北街 126号 0773-6976258 

全州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全州县桂黄北路 139号 0773-4817345 

兴安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兴安县朝阳区向阳路 25号 0773-6218721 

梧州市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 梧州市西堤三路 11号 0774-3817998 

苍梧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苍梧县城西大道 28号 0774-2663503 

藤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藤县藤州镇登俊路 57号 0774-7272777 

蒙山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蒙山县湄江中路西 5巷 0774-6289411 

岑溪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岑溪市广南路 85号 0774-8212573 

北海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北海市西南大道 509号(人才

大厦一楼) 
0779-3210222 

合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西合浦县廉州镇廉东大道

198 号 
0779-7216298 

防城港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城港市金花茶大道人力资源

市场 
0770-2826021 

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防城港市港口区渔洲城渔洲

路人力资源市场综合楼 
0770-2861177 

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防港

大道 160号 
0770-3258336 

上思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上思县思阳镇团结西路 0770—8522363 

东兴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东兴市广场路 11号 0770-6260036 

钦州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钦州市子材东大街体育馆南

门 
0777-2824046 

灵山县人才市场 灵山县江南大道 363号 0777-6519678 

浦北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广西浦北县越新路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一楼 
0777-8318020,8318021 

钦州市钦北区人力资源市场 广西钦州市钦北区 0777-3686112 



机构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经济

技术开发区中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区水井坑

社区综合办公楼一楼 
0777-2220078 

钦州市钦南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钦州市南珠东大街 90号 0777-2823181 

贵港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贵港市金港大道 885号 0775-2936811 

平南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平南县平南镇雅塘街 1号 0775-7862650 

桂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桂平市大成中路 352号 0775-3323958 

玉林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玉林市香莞路 40号 0775-2685390 

玉林市玉州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玉林市人民中路 407号二楼 0775-2210510 

玉林市福绵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玉林市福绵区党政办公楼一

楼 
0775-2818609 

容县就业服务中心 
玉林市容县容州镇河南中路

41 号 
0775-5117918 

陆川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广西陆川县东滨路北 58号 0775-7228991 

博白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博白县博白镇饮马江三路 052

号二楼 
0775-8233366 

兴业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广西玉林市兴业县石南镇玉

贵路 412号 
0775-3766653 

北流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广西北流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局一楼 2 号窗 
0775-6399102 

百色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百色市城东拉域 1路 20号 0776-2685105 

百色市右江区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百色市西园路 10号 0776-2833325 

田阳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田阳县平马镇田州镇广场 295

号 
0776-3283590 

田东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田东县平马镇油城路 295号 0776-5227233 

平果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平果县行政信息中心大楼

3402 室 
0776-5835698 

德保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德保县城关镇南隆路 225号 0776-3826826 

靖西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靖西县城东路 846-9号 0776-6226987 

那坡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广西那坡县 0776-6850113 

凌云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凌云县新秀社区西溪小区 335

号 
0776-7619506 

乐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西乐业县 0776-7925099 

田林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田林县财富商城新昌花园 108

号 
0776-7212007 



机构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西林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西林县鲤城新区 006号 0776-8686597、8686122 

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才服务管理办公

室 
隆林县龙山街 64号 0776-8203872 

贺州市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 贺州市平安西路 253号 0774-5136525 

贺州市八步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贺州市八步区八达中路 7号 0774-5281326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就业服务中心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平桂大道

南路 33号 
0774-8836589 

昭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贺州市昭平县昭平镇东宁南

路 16号 
0774-6690599 

钟山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贺州市钟山县钟山镇兴钟南

路 10号 
0774-8970706 

富川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凤凰

路 175号 
0774-7893638 

河池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河池市金城中路人才巷 24号 0778-2307798 

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才交流中心 河池市富华路 1号 0778-2292642 

南丹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广西南丹县 0778-7211379 

天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峨县人民会堂左侧一楼 0778-7822521 

凤山县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凤山县民安路3号人力资源市

场院内 
0778-6817606 

东兰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广西东兰县 0778-6326523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才交流中心 罗城县东门镇朝阳路 169号 0778-8228102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广西环江县 0778-8825567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广西巴马县巴巴镇寿乡大道

746-1号 
0778-6219066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都安瑶族自治县沿江路191号 0778-5212588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 0778-5818972 

宜州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广西宜州市 0778-3188330 

来宾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来宾市绿源路 329号 0772-4273181 

来宾市兴宾区就业服务中心 来宾市东南路 110号 0772-4219229 

忻城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忻城县城关镇芝州一路009号 0772-6408904 

象州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广西象州县光明路 100号 0772-4365545 



机构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武宣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武宣县城东路3号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 
0772-5218585 

金秀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广西金秀县金秀镇夏园小区

内 
0772-6212853 

合山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广西合山市人民中路 505号 0772-8918718 

崇左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崇左市友谊大道中段人社局

六楼 615室 
0771-7968396 

崇左市江州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崇左市江州区新民路1-7号人

力资源大楼 
0771-7836318 

扶绥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崇左市扶绥县扶绥大道 10号

人力资源大楼 
0771-7510959 

宁明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宁明县城中镇兴宁大道人力

资源大楼 
0771-8688559 

龙州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龙州县独山路 41号人力资源

大楼 
0771-8830013 

大新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大新县环城东路人力资源大

楼 
0771-3628723 

天等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天等县仕民新区人力资源大

楼 
0771-3526363 

凭祥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凭祥市南大道7号人力资源大

楼 
0771-8536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