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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理工发〔2019〕56 号

关于印发《湖北理工学院
2019 届毕业生离校工作方案》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

现将《湖北理工学院 2019 届毕业生离校工作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湖北理工学院 2019 届毕业生离校工作方案

湖北理工学院

2019 年 5 月 30 日

湖北理工学院办公室 2019年 5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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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北理工学院 2019 届毕业生离校工作方案

2019 届毕业生离校工作已经启动，为确保毕业生安全、

文明、顺利离校，根据学校总体工作安排，结合实际，特制

定本工作方案。

一、高度重视

1、各相关部门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强化服务意

识，简化办事程序。在办理毕业生离校手续时，各部门要根

据工作方案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严格控制时间节点，坚守

岗位，尽职尽责，保质保量完成工作，及时主动解决毕业生

离校期间遇到的问题。

2、各学院对毕业生离校工作要高度重视、提前策划、

精心部署，结合毕业生的择业观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诚信

教育、爱校教育等，加强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杜绝损坏公

物、破坏团结等违纪和不文明行为的发生，维护好离校期间

正常的校园秩序，推进平安校园、文明校园与和谐校园的建

设。

3、各教学院要及时掌握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意愿和服

务需求，鼓励毕业生积极参加社会人才市场招聘活动，多渠

道寻求就业机会。各学院要做好毕业生的就业后续服务工

作，通过 QQ 群、电子邮箱、电话、微信等方式继续与未就

业毕业生保持联系，不间断进行回访，了解其就业状况。对

未就业毕业生和就业困难学生持续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

“一对一”进行就业信息精准推送和精准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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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安排

时 间 内 容 负责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月 30 日-6 月 18 日

毕业生资格确认，毕业前各教学院联系就业处

和学籍部门核实每一位学生的毕业资格，便于

制作毕业证、学位证和报到证

教务处

就业处

各教学院

罗阳

胡涛

6352407

6356866

5 月 30 日-6 月 5 日核对毕业生信息，制作毕业生离校签

教务处

就业处

计财处

罗阳

胡涛

胡斌

6352407

6356866

6351763

6 月 1 日-7 日 计财处集中核查学费、盖章 计财处 胡斌 6351763

6 月 8 日-9 日 教材科集中核查教材款、盖章 教材科 袁晓龙 6351473

6 月 10 日-12 日 图书馆集中核查外借书刊、盖章 图书馆 陈浩 6355373

6 月 12 日-14 日 校附属医院集中核准体检情况、盖章 校医院 水青云 6359993

6 月 10 日-16 日 毕业生党员、预备党员办理组织关系转递 组织部 陈丹 6368036

6 月 14 日
各教学院到就业处领取毕业生离校签，并发放

给毕业生

各教学院

就业处

辅导员

胡涛 6356866

6 月 17 日-23 日
毕业生凭离校签到所住宿舍办理退寝手续、盖

章；

腾龙公寓

义诚公寓

学工处

谢希峰

王辉

卢明

6346688

6345270

6351472

6 月 25 日-29 日
户口在学校的毕业生，请毕业生本人凭毕业证

和报到证到团城山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
保卫处

杜微威

毛晓燕
6350769

6 月 15 日-23 日

相关部门和教学院将毕业生学籍档案(学籍卡

成绩单)扫描上传至档案管理系统后移交档案

馆，并将学生个人档案装齐移交档案馆

各教学院

档案馆

辅导员

曹红发 6366648

6 月 25 日
各教学院到就业处集中领取毕业生报到证；到

教务处集中领取毕业生毕业证

各教学院

就业处

教务处

辅导员

教学秘书

胡涛

罗阳

6356866

6352407

6 月 25 日 发放毕业证、报到证 各教学院
教学秘书

辅导员

6月 26 日（暂定） 毕业生典礼

教务处

团委

就业处

罗阳

查贝

胡涛

6352407

6355361

6356866

7 月 5 日前 毕业生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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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项

1、毕业生结清有关费用注意事项

（1）缴清学费：6月1日前缴清学费。每周五在计财处

网站及学生工作群更新欠费名单。

（2）各班学生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办理学生本人的建设

银行卡（中国境内的建设银行即可）。将学生姓名、卡号、

退款金额填入毕业生教材费退款明细表并加盖退款学生所

在学院行政公章(不得盖学院其他部门公章)。

（3）将加盖学院公章的教材费退费明细表纸质档及电

子档于2019年5月30日以前交到X1楼301室计财处收费科，收

费科于2019年6月1日统一通过学校网银发放到学生本人银

行卡中。

2、毕业生人事档案注意事项

毕业生的人事档案作为记录个人经历、政治面貌、品德

作风、学识水平等内容的文件材料，在学生毕业后发挥着重

要的凭证和依据作用。毕业生以后的转正定级、职称申报、

办理养老保险，以及开具出国、考研等有关证明，都会用到

档案。毕业生应关注自己的档案，切实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

益。

（1）档案去向

档案馆转递毕业生档案以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处提供

的派遣名单为依据，毕业生手持的蓝色报到证上的报到地址

即是档案转递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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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别提示

对考研或升本的学生，一律凭调档函或录取通知书办理

档案转递手续。

学生因成绩原因暂时不能按时毕业、档案中缺少必备项

材料、以及欠费等情况的，档案不予转出。

毕业生档案去向查询：登录湖北理工学院校园网档案馆

网站查询，应届毕业生当年八月份可开始查询，应届毕业生

未及时收到档案的请及时与档案馆联系。档案馆查询电

话:0714-6357978，工作邮箱为hblgxydag@163.com。

按规定档案不能由本人经手,更不能自行保存,特殊原

因需自提档案的，严禁拆开档案密封签，如果私自拆封,成

为废档后果自负。

3、毕业生领取户口注意事项

（1）毕业生本人领取：毕业生本人凭毕业证和报到证

到团城山派出所办理。

（2）因故不能到现场办理的毕业生可委托他人办理，

需要提供：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和报到证

原件及复印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生领取户口迁移证后，须在有效期内及时落

户，以免过期或遗失。

4、转接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注意事项

（1）党员材料归档。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党员档案、

入党积极分子的入党材料和毕业生在校提交的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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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材料全部归入毕业生档案转寄。

（2）组织关系转接。在湖北省范围内转接党员组织关

系的，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操作，实现无纸化办

理；跨省转接组织关系，仍需开具纸质介绍信，党员持介绍

信办理。

（3）工作落实到位。各党总支部要通过全国党员管理

信息系统定期查看审批情况，及时跟进；使用纸质介绍信转

出的，要求对方党组织及时将介绍信回执寄回至党总支部。

5、毕业生改派和补办报到证注意事项

（1）报到证改派手续

9月1日前由毕业生就业工作处统一到省就业指导中心

办理，9月1日后由本人到省就业指导中心办理，需提供以下

材料：

与原就业单位解约函复印件；与新用人单位签订的《就

业协议书》或《接收函》复印件；原《报到证》蓝色联；毕

业生就业工作处加盖公章的《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

身份证及毕业证复印件。

按照省就业中心有关规定，在毕业后两年的择业期内变

动工作的毕业生，可以办理报到证改派手续；超过两年的不

能办理改派手续，只能办理人事调动手续。

（2）报到证遗失补办手续

在两年择业期内的办理手续：身份证及毕业证复印件；

毕业生就业工作处加盖公章的《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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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两年择业期的办理手续：毕业生就业工作处出具的《报

到证证明》；毕业生就业工作处加盖公章的毕业生派遣名册

复印件；由校档案馆提供加盖公章的招生录取名册复印件；

毕业证复印件。

湖北省就业指导中心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122

号（武汉理工大学东院正门北侧）；联系电话：4009-027-110。

（3）学生未领取的《离校签》和未发放的《报到证》,

各教学院务必于在 9月 1日前将未发放的报到证汇总送毕业

生就业工作处存档。

6、寄送考研升学和出国深造毕业生喜报

为加强学风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校声誉，各教

学院在毕业生离校之前将本学院考研升学和出国深造的学

生名单及就读高中详细通讯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相关

信息报送毕业生就业工作处，学校将统一向毕业生所就读高

中寄送喜报。

附件：1、湖北理工学院 2019 届毕业生离校签

2、毕业生离校工作注意事项

3、湖北理工学院 2019 届毕业生考研和出国情况

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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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北理工学院 2019 届毕业生离校签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层次：

学院： 班级： 专业：

计财处（盖章）

地址： X1-301

联系电话：6351763（胡斌）

校医院（盖章）

地址：学校医院三楼保健科

联系电话：6359993（水青云）

教材科（盖章）

地址：X2-101

联系电话：6351473（袁晓龙）

图书馆（盖章）

地址：T2-501

联系电话：6355373（陈浩）

宿 舍（盖章）

腾龙公寓联系电话：6346688（毋涛涛）

义诚公寓联系电话：18986609226（王辉）

（走读学生在所在教学院盖章）

教学院（盖章）

领取毕业证、报到证

毕业生就业工作处（无须盖章）

（毕业生领取报到证后，将离校签交教学院存档，未如期毕业学生，务必妥善保存离校签）

地址：逸夫创业大楼 205

联系电话：6356866（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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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届 毕 业 生 离 校 须 知

亲爱的同学：

祝贺你完成大学学业，踏上人生新的征程。为了使你更

好地办理毕业离校手续，顺利走向工作岗位，请你注意以下

事项：

一、“三证”领取方法

“三证”是指毕业证、报到证、户口迁移证。已结清教

材费和缴清学费、已到校医院完成体检、已到图书馆还清借

书的同学，持离校签到所住宿舍管理部门办理退寝手续，再

凭离校签到所在教学院领取毕业证、报到证，然后凭报到证，

本人或委托人到团城山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毕业生应妥

善保管好《报到证》、《户口迁移证》，并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报到、落户或登记手续。

二 、报到证的改派、遗失补办手续

1、改派：凭原单位解约函、新单位接收函、原报到证，

到就业处办理改派手续，9 月 1 日之前的改派由就业处到省

就业指导中心集中办理，9 月 1 日后个人自行办理。毕业时

间超过两年择业期的不能再办理改派手续，只能办理人事调

动手续。

2、遗失补办：（1）在两年择业期内遗失补办手续：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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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和身份证复印件到就业处填写《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

表》，到省就业指导中心补办；（2）超过两年择业期补办

手续：凭毕业证和身份证复印件到就业处开具《报到证证

明》，在加盖就业处公章后，到省就业指导中心加盖《报到

证证明》的公章。

详 情 请 登 陆 学 校 就 业 信 息 网 ：

http://hbpu.91wllm.com/。

三、毕业生档案注意事项

1、毕业生档案按报到证派遣地址转递；

2、对考研或专升本的毕业生，一律凭调档函或录取通

知书办理档案转递手续；

3、档案去向查询：http://dag.hbpu.edu.cn/dacx.htm。

四、毕业生户口注意事项

户口迁移证》有错漏之处不能自行涂改，应向保卫处申

请改正。领到《户口迁移证》后，毕业生必须在一个月内办

理落户手续。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学子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http://hbpu.91wllm.com/
http://dag.hbpu.edu.cn/dac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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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北理工学院 2019 届毕业生考研和出国情况统计表（样表）
序号 姓 名 教学院 录取学校 录取专业 就读高中名称及详细通讯地址 就读高中联系人及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