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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从京外调配人员审批工作规范 

 

一、政策依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从京外调配人员管理暂行规 

定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37 号）。 

二、原则要求 

1. 京内难以调剂的原则。各单位因科研或生产业务发展所产生的

人才需求，应首先在北京地区考虑，确属北京地区难以调剂的，再从

北京以外地区选调。 

2. 工作急需的原则。京外调干工作应紧紧围绕单位重点科研或生

产工作，切实保证国家重大项目和关键核心岗位的人才配臵需求。 

3. 科研一线人员优先的原则。院里下达京外调干的指标，向科研

一线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人员重点倾斜，优先解决高学历且高职称

人员。在指标允许的情况下，可考虑解决管理、支撑等岗位急需的骨

干调京，对管理岗位原则上只考虑副局（特殊岗位正处长）以上领导

职务人员。 

三、 政策条件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规定，因工作需要从京外选调

人员应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和 3 年以上相关职位工作经历。目前

有两个途径： 

（一）“绿色通道”选调人员 

对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拟调任研究所担任所级领导

干部人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百人计划”（含“国外杰出人才”）人

员、国家重点工程项目负责人，根据岗位人才配臵需要及时选调，不

占用人社部年度批复我院的计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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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划内选调人员 

在人社部批复我院的计划中分事业和企业两类指标。 

1.事业单位选调急需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一般应具有硕士

研究生以上学历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且有 3 年以上相关职位工作

经历； 

2.企业单位选调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且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管理人员原则上应是担任本企业高级管理领导职务

人员（不含中层及分支机构人员），应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对上述人员的年龄要求，除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调京不

受年龄限制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正处）人员不超过 45 岁，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副局）人员不超过 50 岁。 

四、审批程序 

1. 各单位因工作需要从京外选调的人选，在征得原单位同意的基

础上，经所务会、总裁办研究并在本单位网上公示后，将人选报送北

京分院。 

2. 北京分院在汇总各单位京外选调人员材料的基础上，经北京分

院研究后，报院人事教育局核准、院领导签批。 

3. 院领导签批后，北京分院对有关单位下达调干指标，各单位将

调京人员材料备齐，报送北京分院审核通过，并在院机关内网进行公

示后报人社部审批。 

五、因工作需要从京外调配人员审核要点、所需上报材料和要求 

（一）审核要点 

1．审核调入人员是否属于选调范围。 

2．对照有关人员人事档案审核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注意核清核实

人员情况是否有干部身份，确保材料真实有效。 

3．查验主调人、随调随迁人员是否符合相关政策规定条件，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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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之间逻辑关系是否清晰。主要证明材料中姓名、出生年月、身份

证号码等彼此之间是否一致，如不一致，需由相关机关进行更正或开

具证明说明。户籍材料中的有关信息如发生变化，要提前到户籍所在

地公安机关进行变更。 

4. 在认真审核相关证明材料基础上，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

承办人填写•因工作需要从京外调配人员办文备案表‣（附表 1）、•调

动人员情况登记表‣（附表 2），形成报批材料报领导审批。 

（二）审核所需材料 

1．符合“绿色通道”调京人员附符合相关条件的证明材料。其中：

“百人计划”须附院人事教育局下发的正式文件；担任京内所及领导职

务的，须附院任职文件（盖院国徽章）；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调京人员，

须附京内、京外单位任博士生导师文件。 

2．占用年度计划指标主调人员。考核材料、初始学历和现学历、

学位证书、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职务任命文件、京外单位同意

调出函。 

3. 随调人员。须审核其京外单位同意调出函、京内单位同意接收

函。 

4. 随迁人员。主调人员配偶系城镇无业人员或退休人员的，按随

迁办理。须审核无业证明（须由其户口所在街道办事处、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或乡镇以上人民政府等出具）或有关部门颁发的退休证。

符合随迁政策的子女可一同办理迁京，须查验子女出生医学证明、独

生子女证，符合生育二胎的，须查验双方独生子女证或单独一方的独

生子女证（不符合生育二胎的须附准生证和准予生育二胎审批材料）

及在校证明或无业证明。 

5. 主调方和配偶一方如涉及再婚的，须查验离婚证和离婚协议或

法院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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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调方的配偶是现役军人、单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等，由于工作需要不能随调到京的，须出具单位不随调到京工作

证明。 

7. 调（迁）入人员•常住人口登记卡‣、•结婚证‣等信息是否完

整； 

8. 其他材料。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出具对调动人员档案和原件审核

无误后，须签字盖章纸质件。 

（三）上报材料 

1.绿色通道选调人员 

（1）•因工作需要调 X X X 同志到京工作备案的函‣（须有所发

文文号）； 

（2）•因工作需要从京外调配人员办文备案表‣； 

（3）•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4）分管人事工作领导同志同意选调相关人员到京工作的内部签

批件复印件； 

（5）主调人符合绿色通道选调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6）网上公示截图和公示结果函； 

（7）调动人员•结婚证‣复印件； 

（8）调（迁）入人员•常住人口登记卡‣或登记表复印件； 

（9）主调人单位同意调出函原件； 

（10）随调人员京外单位同意调出函、京内单位同意接收函、或

随迁人员的•无业证明‣、•退休证‣复印件； 

（11）随迁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

的•独生子女证‣，随迁二个子女的，双方独生子女证或单独一方独生

子女证，不符合生育二胎的须附准生证和准予生育二胎的审批材料）

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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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京外方如涉及再婚情况，应附丧偶证明或离异后关于子女 

抚养归属权的、具有合法效力的•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

决书等复印件； 

（13）随迁子女在校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14）其他特殊说明的材料。 

2．计划内选调人员 

（1）•因工作需要调 X X X 同志到京工作备案的函‣（须有所发

文号）； 

（2）•因工作需要从京外调配人员办文备案表‣； 

（3）•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4）分管人事工作领导同志同意选调相关人员到京工作的内部签

批件复印件； 

（5）网上公示截图和公示结果函； 

（6）主调人学历证书（初始学历和最高学历）、职称（职业资格） 

证书（文件）、职务任命文件复印件； 

（7）调动人员•结婚证‣复印件； 

（8）调（迁）入人员•常住人口登记卡‣或登记表复印件； 

（9）主调人主调人单位同意调出函原件； 

（10）随调人员京外单位同意调出函、京内单位同意接收函原件、 

或随迁人员的•无业证明‣、•退休证‣复印件； 

（11）随迁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

的•独生子女证‣，随迁二个子女的，双方独生子女证或单独一方独生

子女证，不符合生育二胎的须附准生证和准予生育二胎的审批材料）

复印件； 

（12）如涉及再婚情况，应附丧偶证明或离异后关于子女抚养归

属权的、具有合法效力的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等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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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随迁子女在校证明原件； 

（14）其他特殊说明的材料。 

（四）材料要求 

1．上报函件：应内容完整，表达清晰。其中应重点表达三个方

面内容：一是简要介绍拟调人的基本情况，以往主要工作成绩及选调

到京理由；二是明确调调人到京后拟安排部门、岗位和拟任职务以及

承担的科研任务；三是说明随调、随迁人员的基本情况。 

2．上报表格：应由各单位从事人事调配工作的同志在认真审核相

关证明材料的基础上，按照填表说明规范填写，要求内容完整,表格和

函件须由计算机打印。 

3．附件材料：应由各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原件后复印，并加盖人事

部门公章。在此基础上开列材料清单，注明“经与原件核对无误”字样，

由承办人及处室负责人分别签字确认，并按上报材料清单顺序摆放。 

4. 上报材料均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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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参考样式： 

                                     XXXX 函字【XXX】号 

 

关于调王 XX 同志到京工作备案的函 

 

北京分院： 

因工作需要，我所拟调王 XX 同志到 XXX 实验室工作。我单

位定编 XXX 人，现有 XXX 人，尚缺 XX 人。 

王 XX，女，39 岁，博士研究生毕业。现系 XXXXX 大学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XX 病理学教研室主任，曾获“XX 省中青年

科学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王 XX 博士主要从事 XXXXXXXXX 的科研及教学工作。曾

先后在加拿大 XXX 大学、法国 XXX 院、泰国 XXX 大学、美国

XXXX 大学和香港大学开展大型 XXXX 系统学及 XX 研究。通过

建立广泛的国内国际合作，在 XX 属及其相关伞菌资源、分类和

基于多基因序列的系统学方面取得突出的业绩。完成了世界范围

的 XXXX 系统发育研究。王 XX 博士作为第一作者的相关论文发

表在美国 XXX 会刊等著名期刊上。通过 XX 和 XX 的分子系统发

育研究完成了 XXXX 世界性专题研究。近十年来，王 XX 一直不

懈地进行该 XXXX 研究，通过对我国、泰国、非洲、欧洲和美洲

样本的 DNA 序列分析，揭示了该属全新的 11 个进化支序，证明

现有的分类体系很不完善，并致力于构建全新的更接近进化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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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体系，这些研究结果不仅在相关类群的分子系统发育方面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对我国 XXX 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发表

学术论文 XX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XX 余篇，以第一作者和通讯

作者发表的 SCI 论文 XX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X 项；

主持省部级项目 X 项；参加国际项目 X 项。 

由于工作需要，XXXX 年 X 月王 XX 博士到我所 XXXX 国家

实验室工作，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开展 XXXXX 的

系统学和生物学研究，通过其的广泛的国内外合作，将为我国

XXX 产业提供有效的资源和技术支撑。  

XXXX 研究所 XXXXXX 系统学方面的研究是我所重要的学

科布局和研究领域，青年骨干人才匮乏。王 XX 博士具有扎实的

专业基础及较强的业务和组织管理能力，在相关研究领域积累了

大量工作经验，他的引进将会加强我所在 XXXXXX 学领域的研

究力量。是我所急需的青年科研骨干。 

经研究，同意调王 XX 博士到京工作。王 XX 博士的配偶张

XX，现昆明市 XXXXX 研究所工作，张 XX 同志到京后，由

XXXXXXXX 有限公司安排工作。随迁子女一名。现将有关材料

上报，请审批。 

附件：1. 王 XX•因工作需要拟调人员办文备案表‣ 

2. 王 XX•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3. 同意调王 XX 到京工作内部签批件复印件 

4. 王 XX 公示材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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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 XX•学历证书‣复印件 

6. 王 XX•岗位聘用通知‣、•资格证书‣复印件 

7. 王 XX、张 XX•结婚证‣复印件 

8. 王 XX、张 XX、张 XX•常住人口登记卡‣ 

复印件 

9. 张 XX 在京单位同意接收函复印件 

10.王 XX 儿子张 XX•出生医学证明‣、•独生子女证‣ 

复印件 

 

 

中国科学院 XXXX 研究所 

 XXXX 年 X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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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从京外调（迁）入人员 

审批工作规范 

 

一、政策适用范围 

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及所属在京企事业单位存在夫妻两地分

居情况的在职人员（为单位正式员工且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 

二、政策条件 

（一）在京一方达到以下条件，可申请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获得

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人员、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的主要完成者、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被聘任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被聘任为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3 年的人员、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处级以上管理人

员、博士学位获得者、工作满 3 年的硕士学位获得者、大学本科毕业

8 年且年满 30 岁并分居满 2 年的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长期在基

层一线工作困难较大且年满 35 岁并分居满 2 年的人员。 

三、审批因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从京外调（迁）人员 

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按两类形式办理：京外一方系社会在职人员（含

国家统招统分毕业生，当年暂无工作单位接收，派遣回原籍，档案存

放在政府部门所属人才交流和职业中介机构，涉及工作关系转接、工

龄计算和社会保险接续的流动人员）的，按“工作调动”办理；京外一

方系农业人口或城镇无业人员、退休人员（系指在原籍从未正式参加

工作，不涉及工作关系转移、工龄计算和保险接续事宜的人员）的，

按“迁户”办理。 

（一）需审核材料 

  1．在京一方 

（1）常住户口卡、岗位类别（干部或工勤岗位）和职工关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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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报到证、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行政职务任命文件、专业技术

职务聘任文件等视情况任选其一）、结婚证、业务工作考核材料、本单

位社保缴费证明； 

（2）符合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条件的相关材料，如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职称聘任文件、职务任命文件、获奖证书等。 

 2．京外一方 

（1）常住户口卡（含首页和本人页，若为单位集体户，不能提供

首页的，可提供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 

（2）身份证明。按社会在职人员、城镇无业人员、退休人员、农

业人口四类甄别。A、属于社会在职人员的，应审核档案中是否有国

家统分的报到证、招工审批表和学历学位证书；京外单位同意调出函

和京内单位同意接收函；如工作关系已经转移到京，请审核京外单位

开出的工作关系转移介绍信、工资关系转移介绍信、档案转递单复印

件；如在京单位属于京外总公司在北京的分支机构，要审核用人主体

是京外总公司还是在京分支机构，须附在京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合

资企业附在京中介机构出具的社保证明和劳动合同书）；B、城镇无业

人员应提供乡政府、街道办事处、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

无业证明；C、退休人员附退休证复印件；D、农业人口以户口本上标

注性质确定，勿需再提供其他材料。 

3．随迁子女 

系独生子女的，应审核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的•独生子女证‣，随迁二个子女的，双方独生子女证或单独

一方独生子女证，不符合生育二胎的须附准生证和准予生育二胎的审

批材料），•常住户口卡‣（随迁子女户口应与调动人在同一户口本上）、

在校证明或待业证明。如涉及再婚情况，应审核丧偶证明或离异后关

于子女抚养权归属的、具有合法效力的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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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审核要点 

1．对照有关人员人事档案审核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注意核清核实

人员情况，确保材料真实有效； 

2．审核相关人员是否具备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政策规定条件，各

类材料之间逻辑关系是否清晰，主要证明材料中姓名、出生年月、身

份证号码等彼此之间是否一致，如不一致，需由相关机关进行更正或

开具证明说明。户籍材料中的有关信息如发生变化，要提前到户籍所

在地公安机关进行变更。 

在认真审核相关材料基础上，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承办人

填写•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拟调（迁）人员办文备案表‣（附表 3）和•调

动人员情况登记表‣（附表 2），形成报批材料报领导审批。 

四、申报材料 

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完成审批后，向北京分院行文报送人

员进京材料。 

（一）上报材料 

1．京外一方为社会在职人员，按工作调动办理的情况。 

（1）•关于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调 X X X 同志到京工作的函‣（须

有所发文号）（1 份）； 

（2）•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拟调（迁）人员办文备案表‣； 

（3）•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4）网上公示截图和公示结果情况说明； 

（5）在京一方和拟调（迁）入人员职工关系证明复印件； 

（6）结婚证复印件； 

（7）在京一方符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条件的有关材料复印件（如

符合多项条件，请选择其中一项作为申报条件并以此报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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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京外一方单位同意调出函、京内单位同意接收函（原件、复

印件各 1 份）、在京分支机构缴纳的社保证明、学历学位证复印件； 

（9）在京一方和拟调（迁）入人员的常住户口材料（含户口本首

页及本人页）复印件； 

（10）随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独生子女证‣复印件； 

（11）随迁子女在校证明或待业证明（原件、复印件各 1 份）。 

2．京外一方系农业人口和城镇无业人员，按迁户办理的情况。 

（1）•关于解决夫妻两地分居 X X X 同志户口迁京的函‣（须有

发文号）； 

（2）•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拟调（迁）人员办文备案表‣； 

（3）•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4）网上公示截图和公示结果情况说明； 

（5）在京一方职工关系和岗位类别证明复印件； 

（6）•结婚证‣复印件； 

（7）在京一方符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条件的有关材料复印件（如

符合多项条件，请选择其中一项作为申报条件并以此报送材料）； 

（8）京外一方相关证明材料。系农业人口的，已户口卡上标注的

户口性质为准，不在另附材料；系城镇无业人员的，需附待业证明； 

（9）在京一方和拟调（迁）入人员的常住户口材料（含户口本首

页及本人页）复印件； 

（10）随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的

•独生子女证‣，随迁二个子女的，双方独生子女证或单独一方独生子

女证，不符合生育二胎的须附准生证和准予生育二胎的审批材料），在

校证明或待业证明。如涉及京内外双方再婚情况的，应附丧偶证明或

离异后关于子女抚养归属权的、具有合法效力的离婚证、离婚协议书

或判决书等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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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要求 

1．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审批材料申报，应严格按照人员类别和办理

形式进行。 

2．上报函件：应内容完整，表达清晰。其中应重点表达三个方面

内容：一是明确京内方现任职务、职称；二是简要介绍拟调人及随迁

人员的基本情况；三是说明在京方符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条件情况。 

3．报送表格：应由各单位负责人事调配工作的同志在认真审核相

关证明材料的基础上，按照填表说明规范填写，要求内容完整。 

4．附件材料：应由各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原件后复印，在此基础上

开列材料清单，注明“经与原件核对无误”字样，由承办人及处室负责

人分别签字确认，并加盖人事部门公章，按上报材料清单顺序摆放。 

5.上报材料均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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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照顾困难解决老干部身边无子女 

审批工作规范 

 

一、基本原则 

因照顾老干部生活困难从京外调入子女遵循“条件办理”的原则。

凡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人员，京区各单位人事部门依个人申请予以报

送审批。 

二、政策条件 

被照顾干部应为各单位在京人员，夫妻双方同时具有北京市常住

户口、现北京地区无子女，且达到男 60 岁或女 55 岁的年龄规定。从

京外地区调入子女应系社会在职人员。 

京内地区无子女是指被照顾干部的全部子女均在京外地区工作、

生活（常住户口在京外，在国外的应取得当地永久居住权）。 

调子女时，应调未婚的；无未婚的，应调随迁人口少的已婚子女。

被调子女年龄大的，可调其下一代（系社会在职人员）。在京干部的子

女系独生子女，子女配偶在京外地区的，也可以从京外地区调入子女

的配偶（系社会在职人员）。 

三、审批因照顾老干部生活困难从京外调入子女所需材料 

1. 被照顾干部向单位提出调子女申请。 

2. 被照顾老干部的结婚证、夫妻双方常住户口卡、老干部夫妻双

方所在单位及所在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全部子女及其配偶的情况证明

（内容包括：子女及其配偶姓名、年龄、常住户口所在地，工作单位）、

全部子女及其配偶常住户口卡。 

3. 调入子女的结婚证。 

4. 调入子女及其随调配偶的京外单位同意调出函、京内单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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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函。 

5. 随迁人员材料。主调人配偶系无业人员的，按随迁办理，需出

具常住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出具的无业证明。随迁子女应审核出生医学证明（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的•独生子女证‣，随迁二个子女的，双方独生子女证或单独

一方独生子女证，不符合生育二胎的须附准生证和准予生育二胎的审

批材料）和在校证明、无业证明，涉及再婚人员子女随迁的，应提供

离婚协议书或离婚判决书、丧偶证明等，以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等相

关证明材料关系。 

在认真审核上述材料的基础上，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填写

•因照顾困难解决老干部身边无子女拟调人员办文备案表‣（附表 4）

和•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附表 2），形成报批材料报领导审批。 

四、申报材料 

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完成审批后，向北京分院行文报送人

员进京材料。 

（一）上报材料 

1．•关于解决老干部身边无子女调 X X X 到京工作人的函‣（须

有所发文号）； 

2．•因照顾困难解决老干部身边无子女拟调人员办文备案表‣； 

3．•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4. 网上公示截图和公示结果情况说明； 

5. 老干部夫妻双方常住户口本（卡）复印件、结婚证书复印件； 

6．老干部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及所在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全部子女及

其配偶的情况证明原件及其子女（含配偶）的户口本复印件； 

7．主调人随调配偶的京外单位同意调出函、京内单位同意接收函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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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调动人员结婚证、常住户口本（集体户的需提供户籍证明）复

印件； 

9．随迁人员材料。包括随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的•独生子女证‣，随迁二个子女的，双方独生子女证

或单独一方独生子女证，不符合生育二胎的须附准生证和准予生育二

胎的审批材料）和在校证明原件。主调人配偶系无业人员的，需出具

无业证明原件； 

10．其他需特殊说明的材料。 

（二）材料要求 

1．上报函件：应简要介绍老干部个人情况及其全部子女地域分布，

并说明拟调子女的基本情况。 

2．上报表格：应由各单位负责人事调配工作的同志在认真审核相

关证明材料的基础上，按照填表说明规范填写，要求内容完整。 

3．附件材料：应由各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原件后复印，在此基础上

开列材料清单，注明“经与原件核对无误”字样，由承办人及处室负责

人分别签字确认，并加盖人事部门公章，按上报材料清单顺序摆放。 

4.上报材料均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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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干部回京安置审批工作规范 

 

一、基本原则 

离休干部回京安臵遵循“条件办理”的原则。凡符合政策规定条件

的人员，京区各单位人事部门依个人申请予以报送审批。 

二、政策条件 

国务院各部门、中央企业京外直属单位已批准离休的干部（司局

级以下，含司局级），配偶或子女在京、且本单位同意接收管理的，可

申请回京安臵。 

三、离休干部回京安置所需材料 

1. 离休干部回京安臵申请，基层单位向主管部门呈报的请示。 

2. 拟回京安臵离休干部离休证、京内单位同意接收管理证明。 

3. 拟回京安臵离休干部本人及其配偶和全部子女常住户口卡、离

休部及其配偶所在单位和户口及所在街道关于子女情况的证明材料。 

4. 其他需特殊说明的材料。在认真审核上述材料的基础上，京区

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填写•离休干部拟在京安臵办文备案表‣（附表

5）和•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附表 2），形成报批材料报领导审批。 

五、申报材料 

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完成审批后，向北京分院行文报送人

员进京材料。 

（一）上报材料 

1．•关于 X X X 同志离休到京安臵的函‣（须有所发文号）； 

2．•离休干部拟在京安臵办文备案表‣； 

3．•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4. 网上公示截图和公示结果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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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拟在京安臵离休干部离休证复印件、京内单位同意接收管理证

明原件。 

6．拟在京安臵离休干部本人及其配偶和全部子女常住户口卡复印

件（2 份）、离休部及其配偶所在单位和户口及所在街道关于子女情况

的证明材料原件。 

（二）材料要求 

1．上报函件：应简要介绍拟在京安臵离休干部基本情况，并说明

及其配偶及子女的情况，同时注明到京后的接收管理单位。 

2．上报表格：应由各单位负责人事调配工作的同志在认真审核相

关证明材料的基础上，按照填表说明规范填写，要求内容完整。 

3．附件材料：应由各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原件后复印，在此基础上

开列材料清单，注明“经与原件核对无误”字样，由承办人及处室负责

人分别签字确认，并加盖人事部门公章，按上报材料清单顺序摆放。 

4. 上报材料均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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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外调入人员家属随调、随迁人员条件 

 

符合有关政策规定而选调到京工作的人员，其配偶可以随调（迁），

属于社会在职人员的，按随调办理，属于城镇无业人员或退休人员的，

按随迁办理。其符合政策规定的子女可以随同进京，随迁子女应符合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且为亲生子女，独生子女年龄按 25 岁以内掌握，其

中已参加工作的可随同调京。非独生子女（系在校生或待业）年龄按

20 岁以内掌握（户口须和父母在同一户口本上）。按照北京市公安局

有关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不能办理收养子女及在国外生育子

女（独生子女除外）的随迁。需待其父母到京工作和落户之后，按照

社会投靠方式向当地户政管理部门申办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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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京外调（迁）入人员工作程序 

 

1. 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具体负责因工作需要从京外调配

人员的审批工作。审批工作按照“承办人审查—处室负责人复核—人事

部门分管领导签批”的程序进行。拟调人选须报经分管人事工作领导同

志同意，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2. 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向北京分院行文（须

加盖单位公章）申报人员进京材料。 

3. 北京分院经审核报送有关领导批准后，上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人力资源市场司，依照政策规定予以审批。在审批过程中，调京

人员如婚姻状况、迁出和迁入地址发生变化要及时反馈北京分院人事

处。对于符合政策规定的报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市场

司统一出具人员进京调函，一份抄送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两份

发往北京分院（分别用于调动人个人档案和分院文书档案存档，去北

京市公安局办理迁户手续持复印件即可）。调函自签发之日起 6 个月内

有效，逾期作废。 

4. 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收到进京调函后，应及时通知有关

人员办理跨地区调动手续，积极配合做好调动人员工作关系的调转、

户口迁移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事宜；同时，应与选调人员签订聘用

（劳动）合同，正式确立聘用（劳动）关系。 

5. 人员调动完成后，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应对相关材料及

时整理归档。归档材料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市场司

统一出具人员进京调函复印件、在京和调动人员进京有关材料、京外

人员关系调转手续（包括行政关系转移介绍信、工资关系转移介绍信、

档案转递单复印件）、主调人员聘用（劳动）合同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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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作调动方式进京人员及其家属 

办理入户须知 

 

适用人员范围：因工作需要京外调干调入人员、因解决两地分居

按工作调动方式进京人员、照顾困难解决老干部身边无子女调入人员

及其家属的入户。 

第一次办理：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件（复印件）；部委、企业人事部门

出具的介绍信； 

2．调入人及配偶子女的•户口簿‣（集体户口者持常住人口登记

卡片原件及户口卡首页或常住人口登记卡片原件及户籍证明）、居民身

份证、•结婚证‣； 

3．调（迁）入人员在同一城市但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须迁到一

起再办理；调（迁）入人员不在同一城市的，随迁子女户口须与父母

任意一方在同一户口薄上。 

4．随迁子女持•出生医学证明‣（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的•独

生子女证‣，随迁二个子女的，双方独生子女证或单独一方独生子女证，

不符合生育二胎的须附准生证和准予生育二胎的审批材料），当年超过

18 周岁（含 18 周岁）的子女须有居民身份证，是在校学生的须持有

在校证明，待业人员须持有当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出具的无业证

明； 

5．调入人为离婚或再婚子女随迁的，须持有•离婚证‣、离婚协

议或法院判决书； 

6．户口落本人在京房产的，须持合法住所证明（本人或其配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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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房屋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或购房合同复印件及物业公司出具的

已经入住证明原件），单位分配住房并允许落户的，单位人事部门出具

允许落户介绍信； 

8．户口落本人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户口所在地的，持

直系亲属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等材料。 

第二次办理：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件（复印件）、户口迁移证； 

2．夫妻双方同时调京工作的，主调人及随调人员均须出具调出单

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干部行政介绍信、工资转移介绍信、干部档案转递

通知单； 

3．一人调京工作及解决夫妻分居调京工作的，调京人须持调出单

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干部行政介绍信、工资转移介绍信、干部档案转递

通知单； 

4．夫妻一方为户口迁移的，须出具当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出

具的无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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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户口迁京人员入户须知 

 

适用人员范围：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按无业办理户口迁京人员、

干部家属“农转非”人员、到京安臵离休干部。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件（复印件）；部委、企事业人事部

门出具的介绍信； 

2．在京直系亲属的•户口簿‣（如在京直系亲属为集体户的，单

位出具落户地址介绍信）和居民身份证（本处直系亲属，分居类系指

配偶、离休安臵类系指配偶和子女）； 

3．调入人•户口簿‣（集体户口者持常住人口登记卡片原件及户

口卡首页或常住人口登记卡片原件及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结婚

证‣； 

4．调入人与随迁子女的户口如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须迁到一起

再办理； 

5．随迁子女持•出生医学证明‣（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的•独

生子女证‣，随迁二个子女的，双方独生子女证或单独一方独生子女证，

不符合生育二胎的须附准生证和准予生育二胎的审批材料），当年超过

18 周岁（含 18 周岁）的须持居民身份证，在校学生的须持有在校证

明，待业人员须持当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出具的无业证明； 

6．调入人为离婚或再婚子女随迁的，须持有•离婚证‣、离婚协

议或法院判决书。 

 

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办公地点：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甲 19号（方庄桥东南三环外爱家家居南侧） 

办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周六、周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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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埠进京落户人员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 

转移问题的批复 

 

昌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你局•关于外地进京落户人员档案关系转移问题的请示‣（昌劳社

报[2004]31 号）收悉，经研究，现将外埠进京落户的城镇人员（以下

简称进京落户人员）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档案转移 

  （一）因调动工作进京落户人员  

  因调动工作进京落户人员是指经人事、劳动保障部门正式办理调

转关系的进京落户人员。参照国家劳动部、国家档案局•企业职工档

案管理工作规定‣（劳力字[1992]33 号，以下简称 33 号文件）第 18 条

规定，应由调动的申报单位在落户 30 日内将档案转交其新的工作单位。 

  （二）由于其他原因进京落户人员 

  1. 参照•关于印发†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实施办法‡的通知‣（京

劳社失发[1999]129 号，以下简称 129 号文件）第 18、19 条的规定，

来京前有用人单位，来京后失业的进京落户人员应由用人单位为其出

具终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工作关系的证明以及•失业保险

登记证‣，并将其档案于落户后 30 日内移交进京落户人员户籍所在地

区县劳动保障部门。区县劳动保障部门接到档案 7 日内，将档案转移

到其户籍所在街道劳动保障部门管理。 

  2. 来京前已经失业的进京落户人员，来京后无论是否继续失业都

应先由其原档案管理部门按上述程序办理档案转移。 

  3. 来京前未建立过档案且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的进京落户人员，落

户后可向户籍所在地区县劳动保障部门提出建立档案申请。参照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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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第 20 条规定，区县劳动保障部门依下列程序建立档案： 

  （1）审核建档人员的•户口簿‣、•身份证‣； 

  （2）审核其原身份证明：学校（仅限小学、初级中等学校）毕业

证或退学证明，随军家属的批准随军证明，由于结婚、购房等原因进

京落户人员的批准进京落户证明； 

  （3）建档材料包括：原身份证明、近期体检表、学历证明（由原

学校出具）、批准进京落户的证明以及其他材料。 

  （三）档案转移程序 

  根据 33 号文件第 18、19 条规定，在跨省市转移档案时，应由进

京落户人员原户籍所在地县及相当于县以上的劳动保障部门通过机要

交通或派专人（非本人）将档案转到调入的工作单位；进京落户的失

业人员将档案转到户籍所在地区县劳动保障部门。 

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 

  （一）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 

  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年龄范围内的进京落户人员，按照国家和本市

相关规定，转移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在本市继续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其在外埠工作期间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连续工龄和缴费年限，

可与在本市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已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进京落户人员，不转移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这类人员按照原所在地的规定，

享受原所在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二）失业保险关系的转移 

  1. 因调动工作进京落户人员 

  根据市劳动保障局•关于转发劳动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单位成建

制跨统筹地区转移和职工在职期间跨统筹地区转换工作单位时失业保

险关系转迁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京劳社失发[2002]60 号）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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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条的规定，进京落户人员调入本市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不转移，

由其原所在地统筹地区的地、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开具失业保险

关系转迁证明，并注明累计缴费时间。调入 60 日内，用人单位到其参

统的区县社保中心办理失业保险费接续手续。按本市规定缴纳失业保

险费的进京落户人员，转入前后的缴费时间合并计算。 

  2. 由于其他原因进京落户人员 

  根据国家劳动保障部•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令第 8 号）第 22、24 条规定，进京落户人员失业保险费用应随失

业保险关系，相应划转到其户籍所在地区县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需划

转的失业保险费用包括失业保险金、医疗补助金和职业培训、职业介

绍补贴。其中，医疗补助金和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按失业人员享

受的失业保险金总额的一半计算。进京落户人员凭失业保险关系迁出

地经办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到其户籍所在地街道劳动保障部门办理

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手续，并按本市有关规定享受促进就业优惠政策。 

  （三）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 

  因调动工作进京落户人员，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在本市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其在外埠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缴

费年限，可与在本市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已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进京落户人员，不转移基本医

疗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不享受本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这类人员

按照原所在地的规定，享受原所在地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三、国家未出台相关政策之前，进京落户人员的档案和社会保险

关系按照本规定转移。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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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留学回国人员工作（调整）分配 

审批规范 

 

一、政策依据 

根据人事部、公安部、商业部•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单位调

整有关问题‣的通知(人调法„1992‟23 号)、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关于规范留学回国人员落户工作有关政策的通知‣（公通字

„2010‟19 号）规定。 

二、政策条件   

出国留学（硕士研究生以上）人员（含在国外博士后、访问学者

和在国外工作），须在国外一年以上（满 365 天），均可通过我驻外使(领)

馆教育处(组)开出留学回国证明（2 年有效期内），并向国内有关人事

部门提出调整工作单位的申请（留学人员与国内有关单位可通过双向

选择的办法，落实接收单位）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调整）分配手续。

留学回国人员年龄控制在 45 岁以下。 

三、工作程序 

1. 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具体负责留学回国人员（调整）分

配审批工作。审批工作按照“承办人审查—处室负责人复核—人事部门

分管领导签批”的程序进行。拟调人选须报经分管人事工作领导同意。 

2. 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向北京分院行文申

报人员进京材料。 

3. 北京分院经审核报送有关领导批准后，上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依照政策规定予以审批，并统一出具留学回

国人员（调整）分配通知单，一份抄送北京市公安局，一份发往北京

分院（分别用于办理落户手续和北京分院文书档案存档，留学回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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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个人档案存放复印件，去北京市公安局办理迁户手续持复印件即可）。

调函自签发之日起 30 日内有效，逾期作废。 

4. 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收到留学回国人员（调整）分配通

知单后，应及时协助留学回国人员办理跨地区调动手续，积极配合做

好调动人员工作关系的调转、户口迁移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事宜。 

5. 人员调动完成后，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应对相关材料及

时整理归档。归档材料包括：留学回国人员（调整）分配通知单、人

员进京审批等材料。 

四、留学回国调整人员审核所需上报材料和要求 

（一）所需审核材料 

1.留学人员是否属于留学回国人员调整范围。 

2．主调人员。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国内学

历学位证书、结婚证书、京外单位档案同意转出函。 

3. 留学人员在国外工作的公司须在世界 500 强之内（•财富‣世

界 500 强排行榜），还要出具在国外工作的税单原件到公证处认证。 

4．随调人员。须审核其京外单位同意调出函、京内单位同意接收

函。 

5．随迁人员。主调人员配偶系城镇无业人员的，按随迁办理。须

审核无业证明（须由其户口所在街道办事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或乡镇以上人民政府等出具）。符合随迁政策的子女可一同办理迁京，

须查验子女•出生医学证明‣（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的•独生子

女证‣，随迁二个子女的，双方独生子女证或单独一方独生子女证，不

符合生育二胎的须附准生证和准予生育二胎的审批材料）。 

6．留学人员及家属户口。留学人员如出国前户口存放在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集体户口，可不迁回原籍，直接办理落户手续；留学人

员出国前已是北京的常住户口，留学出国后注销的，须持当年开出的

注销证明，也可直接办理落户手续；留学人员如出国前是京外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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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户口或出国前在京外单位已注销户口的，必须落回原籍后再将户

口从原籍迁往北京。 

7. 凡是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生育的子女，所持的必须是中国护照

或者是旅行护照才能办理落户手续。回国后须先将户口投靠亲属落在

国内，再从国内随留学人员随迁到京。在国外出生子女，户口必须先

落在国内。201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回国的二个子女，需在户口当

办计生办出具免于处罚二胎的证明或缴纳罚款收据，以及在国外出生

证明和国内翻译公司翻译的证明。 

8.留学人员须有在单位不少于 3 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和护照复印

件。 

（二）办理接收留学回国工作人员上报材料 

1.•关于接收留学人员 X X X 同志到京工作的函‣（须有所发文号）； 

2.•留学回国人员登记表‣，并附二寸彩色照片 2 张； 

3.•申请接收留学人员单位情况登记表‣； 

4.•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5. 出具驻外使（领）馆开出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复印件； 

6. 留学人员•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博士学历、学位证书‣ 

复印件； 

7. 留学人员•结婚证书‣复印件； 

8. 留学人员及家属•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 

9. 留学人员出国前原单位同意调出函或档案转出函； 

10. 留学人员家属单位同意调出函和京内单位同意接收函或无业

证明； 

11. 留学人员随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

生的•独生子女证‣，随迁二个子女的，双方独生子女证或单独一方独

生子女证，不符合生育二胎的须附准生证和准予生育二胎的审批材料）

以及在国外出生证明和国内翻译公司翻译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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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留学人员社保缴费证明和护照复印件。 

（三）材料要求 

1．上报函件：应内容完整，表达清晰。其中应重点表达三个方面

内容：一是简要介绍拟调人的基本情况，及学习、工作经历；二是在

国内、国外工作学习期间的主要工作成绩和本单位选调到京理由，明

确到京后拟安排部门、岗位和拟任职务以及承担的科研项目；三是说

明随调、随迁人员的基本情况。 

2．对照有关人员人事档案审核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注意核清核实

人员情况，确保材料真实有效。 

3．查验主调人、随调随迁人员是否符合相关政策规定条件，各类

材料之间逻辑关系是否清晰。主要证明材料中姓名、出生年月、身份

证号码等彼此之间是否一致，如不一致，需由相关机关进行更正或开

具证明说明。户籍材料中的有关信息如发生变化，要提前到户籍所在

地公安机关进行变更。 

4．上报表格：应由各单位负责人事调配工作的同志在认真审核相

关证明材料的基础上，按照填表说明规范填写，要求内容完整。表中“国

外学历及工作简历”空档期不得超过半年。 

5．附件材料：应由各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原件后复印，在此基础上

开列材料清单，注明“经与原件核对无误”字样，由承办人及处室负责

人分别签字确认，并加盖人事部门公章，按上报材料清单顺序摆放。 

在认真审核相关证明材料基础上，京区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承

办人填写•留学回国人员登记表‣（附表 6）、•申请接收留学人员单位

情况登记表‣（附表 7）、•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附表 8），形成报批

材料报领导审批。 

6.上报材料均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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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样式参考: 

   XXXX 函字【XXX】号 

 

关于接收留学人员 XX 到我院工作的函 

 

北京分院： 

我所因工作需要，拟接收留学人员王 X 到我所 XXXX 工作。 

王 X，男，33 岁，博士研究生毕业。1999 年 9 月至 2004 年 7

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学士学位；2004 年 8 月至 2010 年 5 月

在美国 XX 大学获博士学位；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07 月在美国

哈佛大学干细胞与再生生物学系博士后；2011 年 8 月至 2014 年 5

月在美国 XXXX 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后、访问学者； XXXX 年

X 月在我所 XXXXX 研究室任研究员。 

王 X 博士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期间，主要从事 XXXXXXXXXX

调控研究工作，并在干细胞和癌症相关信号通路的小分子调控和

药物筛选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基于干细胞相关信号通路的

化学生物学和药学以及基于干细胞分化的体外疾病模型构建，建

立药物筛选平台研究中。王 X 博士已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多篇，并以第一发明人获得 2 项 XXXXXX 分子结构的美国专

利。2009 年 2 月在 PNAS 上发表的研究论文迄今为止分别被引用

超过百次。另外，王 X 博士持有的关于 XXXXX 技术的专利已于

2010 年授权原创药开发的 XXXXXXX 使用。这些原创性工作为

王 X 博士进一步开展 XXXXX 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 X 博士回国后，到我所 XXXXXXXX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

研究组人任研究员，从事 XXXXX 的研究工作。现为 XXXXX 年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先后获得两项 973 计

划等资助。是我所急需的科研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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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X 博士出国前，户口在 XX 省 XXX 市，人事档案已从

XXXXX 转到该所。王 X 博士的配偶刘 XX，目前在家待业。随

迁子女一名。现将有关材料报上，请审批 

 

附件  1. 王 X•留学回国人员登记表‣ 

2. 王 X•申请接收留学人员单位情况登记表‣ 

3. 王 X•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4. 王 X•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复印件 

5. 王 X•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复印件 

6. 王 X•国外工作证明‣复印件 

7. 王 X、刘 XX•结婚证‣复印件 

8. 王 X、王 XX•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 

9. 王 X 档案已转证明复印件 

10. 刘 XX•无业证明‣复印件 

11. 王宇女儿王 XX•出生证明‣、•独生子女证‣复

印件 

12. 王 X•北京市社会保险缴个人参保缴费信息表‣ 

复印件 

13. 王 X 护照复印件 

 

 

 

中国科学院 XXXX 研究所 

XXXX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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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留学回国人员”手续有关注意事项 

 

一、中国公民持有的证件介绍 

1、中国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国政府发给中国公民，供其出入国（境）

和在国（境）外旅行或居留时证明其国籍和身份的证件。 

 

 

2、中国旅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简称中旅证或中国旅行证，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护照的替代证件，前往世界各国有效；中国旅行证持有人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国旅行证的签发、换发、补发和加注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和外交部授权的其他驻外机构办

理。中国旅行证是可代替护照使用的国际旅行证，与护照具有同等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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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国护照（以美国为例） 

美国护照（United States passport）是由美利坚合众国出于国际旅

行目的发放给美国公民和美国国民使用的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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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双重国籍及落户的问题 

1、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2、中国公民若已取得外国护照，则不会再签发中国护照； 

3、在美国出生的小孩自动获得美国护照，成为美国公民。但只要

小孩出生前其父母任何一方都没有拿到美国绿卡，中国驻外机构就可

以为小孩签发“中国旅行证”。而根据“中国旅行证”等同于“中国护照”

的规定，该小孩有机会成为事实上的双重国籍，即他可以持旅行证和

经中国驻外使馆认证过的出生证回中国落户。 

4、在美国出生的小孩自动获得美国护照，成为美国公民。但只要

其父母一方拿到美国绿卡，中国驻外机构就不再为小孩签发“中国旅行

证”。小孩满 18 岁后，可以声明放弃美国国籍，选择在中国落户。 

三、关于“留学回国证明”办理的问题 

现在中国驻外大使馆只能为 J-1 签证（交流访问签证）和 F1 签

证（学生签证）的出国人员开具“留学回国证明”，对 H1B 签证（特

殊专业人员/临时工作签证）不能再开具“留学回国证明”。因此，部

分归国博士后可能会因持 H1B 签证而无法获得“留学回国证明”，进

而影响“办理留学回国人员工作”的手续。持 J-1 签证出国，后转为

H1B 签证或获得绿卡的回国人员，可以办理持 J-1 签证阶段的“留学

回国证明”。 

四、关于出生在国外不能获得中国旅行证的外籍子女 

1、小孩回国长期居住问题 

可以先在中国驻外使馆申请 Q2 短期探亲签证（180 天），回到国

内后 24 小时内到当地派出报到，需持有父母和单位的租房协议或者单

位介绍信。满 180 天之前，去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签证延期或者

办理 Q1 长期探亲签证。这样在小孩 18 周岁前不需离境就可以在中国

长期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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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孩回国上学问题 

到县（区）侨办开具•借读证‣，持•借读证‣可以到普通小学（中

学）办理相关入学手续。其中办理•借读证‣需要小孩的外国护照、

单位开具的工作证明、父母一方的绿卡、单位党委或中国驻外大使馆

开具的华侨身份证明（需在国外连续住满 2 年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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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公安部、商业部《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
作单位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调法„1992‟23 号 1992 年 12 月 24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事(劳动人事)厅(局)，科技干部

局(处)、公安厅(局)、粮食厅(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干

部)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办发[1992]44 号)精神，妥善安排、合理使用出国留学人员，充分发

挥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现就出国留学人员工作

单位调整问题通知如下： 

一、明确工作单位的出国留学人员(含研究生、进修人员和访问

学者)，原工作单位应加强与他们的联系，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他

们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对于因某种实际困难或其它原因要求调整工

作单位的，人事部门应积极协调，予以调整。各有关部门应给予支持。 

二、要求调整工作单位的出国留学人员，可根据国家建设的急需，

到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的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及亟待开发建设的边远、

艰苦地区去工作；也可以应聘去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民办科研机构

或直接到国际组织和我国驻外公司工作；或者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创办独立的研究机构，技术开发和咨询公司或

技工贸一体的企业公司。 

三、对于调整到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的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及边

远艰苦地区工作的留学人员，允许其配偶随调，末成年子女随迁。 

四、各单位对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中青年留学人员，只要专业

对口，工作需要，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加强专业技

术队伍建设促进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迅速成长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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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4 号)的规定，不受地区、行业限制予以接收，需要追加编制、

劳动工资计划、专业技术职务指标的，可由单位提出申请，报请有关

部门审批，并允许其配偶随调，未成年子女随迁。 

五、凡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出国留学人员，均可通过我驻外使(领)

馆教育处(组)，向国内有关人事(科技干部)部门提出调整工作单位 

的申请，并填写•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单位调整登记表‣。留学人

员与国内有关单位可通过双向选择的办法，落实接收单位。并由接收

单位填写•申请接收留学人员单位情况登记表‣。 

六、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区域内的调整，由留学

人员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事(科技干部)厅(局)负责

办理。跨省市、跨部门的调整，由留学人员接收单位和原工作单位所

在省市(部门)人事(科技干部)厅(局)协商办理；发生争议的，由留学人

员接收单位所在省市(部门)人事(科技干部)厅(局)报人事部协调，审批。 

七、经人事部审核批准调整工作单位的留学人员，由人事部办理

调整手续。有关单位应在接到人事部调整工作通知的一个月内，将被

调整留学人员的组织关系及档案材料转到接收单位。原工作单位所在

地区公安、粮食部门凭人事部开具的•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单位调整通

知‣和出国护照办理恢复户口、粮食关系及户口、粮食关系迁移手续。

接收单位所在地区公安、粮食部门凭人事部开具的•出国留学人员工

作单位调整通知‣和户口、粮食关系迁移证件，办理落户、粮食供应

手续。 

八、留学人员随调配偶如系国家正式职工，其工作单位应由本人

联系落实，留学人员接收单位积极协助。 

九、留学人员调整工作单位后，其工资标准及工龄计算，按现行

有关规定办理。 

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事(科技干部)厅(局) 

可根据本通知精神，制定实施办法。 

十一、本通知由人事部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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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生委关于印发《出国留学人员生育 

问题规定》的通知 

国计生发„2002‟34 号 

   

为适应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做好出国留学人员的计划生

育工作，商教育部同意，现对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如下： 

      一、出国留学的中国内地居民（以下简称留学人员），在国外留

学期间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有关的法

律、法规。中国内地有关单位在办理有关手续时，应向留学人员做好

宣传教育工作。 

      二、夫妻双方在国外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学人员，不符合国家

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

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回中国内地后不予处理。 

      三、留学人员在国外生育的子女不回中国内地定居的，在执行国

家有关生育政策的规定时，不计算该子女数。 

      四、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

不纳入中国内地各级各部门和有关单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考核。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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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关于出国人员留学人员生育有关问题 

的补充通知 

京人口发„2004‟66 号 

 

各区县人口计生委： 

根据本市实际和相关政策的要求，现对“北京市计生委关于转发

•国家计生委关于印发†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的通知‣的通

知”（京计生法字„2003‟60 号）作如下补充说明： 

一、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须发生在夫妻双方同时留学期间，且在国

外连续居住一年以后怀孕，在国外生育或怀孕 24 周后回国生育的。 

二、留学的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

部备案的，能授予学位的正规学校。 

三、出国留学人员在出国留学期间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区县人口

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办理•生育服务证‣，并在•生育服务证‣第

三页“计生委意见”处注明：“留学期间生育，仅作入户证明”。 

四、前三项所涉及的出国留学人员以女方为本市户籍为准。 

五、出国留学人员，出国前女方户籍在外省市、南方为本市户籍

的，在留学期间生育的第二个子女，符合•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规定的，回国后可以办理北京市•生育服务证‣；不符合•北京市

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由女方原户籍地按有关计划生育法规、

规章的规定处理，女方及子女户口不予进京。 

六、出国留学人员在出国留学期间生育的第二个子女，符合上述

条件，现子女要在京入户的，须向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供以下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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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或境外医疗机构出具的出生证明原件、复印件及公安部门

指定的翻译机构出具的出生证明翻译件； 

2、单位出具的公派留学证明或国外留学机构出具的夫妻双方国外

留学证明和本科以上学历证书； 

3、第一个子女情况证明； 

4、•结婚证‣； 

5、其他必备材料。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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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转业干部的接收安置工作规范 

 

一、接收计划内军队转业干部 

1．北京分院下达计划：当年 1-2 月，根据研究所年底岗位调整情

况，提前下达我院军转干部接收安臵工作的计划。 

2．军转安臵工作会：当年 5 月由国务院军转办召开中央国家机关

接收军队转业干部安臵工作会议，并指令性下达我院接收军队转业安

臵人数。 

3．确定安臵岗位和条件：在下达军转干部计划后，在 5 个工作日

内报送安臵岗位及条件，并上传至军转办开通网站（网站地址：

www.jzchina.org.cn）上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岗位可以接收军队专业

干部。 

4. 军转干部报名、考试工作：一般在 6 月中旬展开，每名军转干

部最多可以选报中央单位岗位 3 个。事业单位接收的军队专业干部须

参加统一考试，一般在 6 月底 7 月初下发军转干部考试成绩。 

5．公布面试人选名单及面试安排：各单位在接到军转干部考试成

绩后，组织进行面试或者专业能力测试。在报名人选中确定面试人员

名单，并在接到成绩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将名单报送至北京分院人事处，

尽快安排面试或专业能力测试，确定接收人选。 

6. 接收军队专业干部“网上双选”：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企业

接收军队专业干部，可按照“网上双选”的形式接收，即可以不参加统

一笔试考试，由用人单位发布安臵岗位及条件后组织安排笔试或面试，

最终确定接收人选。二是事业单位在统一笔试考试之后，没有接收到

合适人选的单位，可以再次发布安臵岗位信息及条件，按照“网上双选”

的形式进行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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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接收军队转业干部登记卡：用人单位与转业干部达成意向时，

先将转业干部的基本信息反馈北京分院人事处，由组织人事处与国务

院军转办核实后，到人事处领取•中央单位接收安臵军队转业干部登

记卡‣（附表 9），由转业干部与用人单位签字盖章，于 7 月份下旬左

右将•登记卡‣交北京分院人事处，由人事教育局盖章后，报送国务

院军转办。“登记卡”一经签订，双方均不得变更。 

8．接收军队转业干部档案移交：根据国务院军转办通知，于 8

月中下旬统一领取军转干部档案，由人事处将档案转交接收单位人事

部门。 

9．军队转业干部培训：根据国务院军转办通知要求，各单位接收

当年的转业干部在正式上岗前，须参加国务院军转办组织的全员适应

性培训一周和专业性培训 2－3 个月。 

10．军队转业干部报到和落户：转业干部参加适应性培训后，转

业干部持部队开出的行政介绍信、人员调动供给介绍信、组织关系等

到北京分院人事处办理•自然情况证明‣（附表 10）、•报到证明‣（附

表 11）和•落户证明‣（附表 12），并带开具的证明到国务院军转办办

理落户手续。9 月上中旬，军转办将集中组织军转干部落户。 

二、计划外转业干部的接收 

根据我院下发•关于招聘、录用现役军人博士后的有关问题的通

知‣和国务院军转办•关于重申中央国家机关个别申报接收转业干部

的问题的通知‣规定，各单位选调军队转业干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从当年确定转业和复员的干部中调任、录用，并由军队纳入转业

和复员的计划。因特殊情况，却是需要在计划外接收军队转业干部的，

应由用人单位将材料上报北京分院人事处，由院与部队、人社部、中

组部协调，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审批手续。待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

持批件到国务院军转办办理落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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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企业单位转业干部数据采集报送工作 

根据 2004 年 12 月中央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级群体行时间联席会议

企业军转干部问题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中央单位企业军转干部数据

采集报送工作的通知”要求，对于新接收的转业干部须填写•企业军转

干部信息采集表‣以及已经采集的转业干部的信息更新的情况，于每

年 11 月前报送北京分院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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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参考样式: 

 

关于××同志转业到我单位工作的函 

 

北京分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五十四研究所现役军人××，女，29 岁，2004

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由于工作需要，经

原单位同意，到我单位从事技术研究工作。 

××同志自 2002 年起，一直从事系统总体和电子对抗系统仿真工程

任务的研制工作，其间参加了系统总体一体化设计与验证支持平台项

目。该项目总体设计过程中涉及到的模型复杂、学科跨度大，数据交

互频繁，能否保证模型间顺利交互直接影响整个系统总体设计的质量

和效率高低。该同志在项目中重点研究了过程模型技术，并且负责完

成平台的软件开发工作。××同志在承担“专项天基信号干扰系统仿真与

作战效能评估”项目中，主要负责承效能评估子系统的研制和搭建评估

系统的软件框架，并参与效能评估子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工作，为项目

的顺利完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单位信息与仿真技术研究室是以空间科学任务仿真、空间网络

与信息技术和自动测试技术为主要研究方向，承担了我国探月工程有

效载荷综合电测设备、星座通用系统仿真与可视化软件系统、卫星组

网传输层协议仿真与可视化、中俄联合探测火星计划等项目的研制工

作。 

××同志具备从事仿真技术工作的素质和能力，特别是在电子对抗

仿真方面具备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是我单位急需的关键人才，该同

志目前从事的科研项目是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重要项目。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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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我国探月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恳请分院予以大力支持，同意××

同志转业到我单位工作。 

 

 

 

  单位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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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工作规范 

 

一、接收毕业生的政策要求和范围 

（一）毕业生计划使用范围。各单位要统筹考虑京内、京外两地

生源，适当控制接收京外生源的数量，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重点

项目的用人优先考虑。计划使用应严格控制在有人事隶属关系在京单

位内，遵循在京单位、在京岗位和长期稳定正式用人的原则。 

1. “在京单位”是指在北京登记注册的直属独立法人单位，外地注

册在京运营单位、京内单位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京外单位在京设

立的机构不得纳入计划使用范围。“在京单位”实行“先备案后接收”管

理，备案后将列入信息系统，未经备案单位不能接收，也不能办理落

户手续。涉及改制重组、注销或变更行政隶属关系的，应及时来函说

明情况。 

2. “在京岗位”是指毕业生工作地点在北京，京内单位外派到京外

单位工作的毕业生不得纳入计划使用范围。 

3. “长期稳定正式用人”，事业单位界定在纳入事业编制管理、签

订聘用合同人员；企业单位界定在纳入职工控制数管理、正式签订劳

动合同人员，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签订的合同不得低于三年。以人才派

遣、劳务外包、编外用人等方式接收的毕业生，不得纳入计划使用范

围办理落户。 

（二）强化“据实申报岗位需求，对应岗位开展招聘接收”要求的

落实，不断提高毕业生计划编制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要加强毕业生

计划使用前臵管理，实施计划与岗位对接工作，引导各单位围绕有实

际岗位和主业开展接收工作，有效解决边缘化岗位所占比例过高和临

时增加非重点岗位需求的问题，提高人才配臵效率。 

人社部从 2014 年起，实施计划与岗位对接信息报备工作，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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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方案将作为毕业生基本信息系统备案依据，即计划上报备案后不

能再做调整。为了更好地落实计划，提高计划使用效益，各单位在上

报计划与岗位对接方案的同时应上报调整方案，经研究后，在计划与

岗位对接方案上报人社部前，予以适当的调整。调整后的方案，原则

上不能进行更改。 

（三）接收京内和京外生源的应届毕业生，应为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全日制培养的、统招统分并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毕业生。

为确保接收应届毕业生的质量，各单位不得接收三本院校的应届

毕业生，且事业单位不得接收京外生源本科毕业生。接收的京内生

源毕业生应为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培养的、

统招统分并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应届毕业生或在两年择业期内的毕

业生。 

（四）毕业生年龄和届别政策。根据人社部有关规，从 2015 年起

参照北京市毕业生接收政策，执行接收毕业生届别和年龄要求。 

1. 年龄要求。拟接收的毕业生，原则上按照本科不超过 24 周岁

（即 199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硕士不超过 27 周岁（即 198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博士不超过 35 周岁（即 198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掌握，且毕业生读书期间不得缴纳社会保险。对于学科设臵年限较长

的专业，例如建筑学类、医学类等，根据其涉及的情况，在年龄上做

相应上延，有客观情况的，要单独报批。 

2. 毕业生届别要求。毕业生届别，原则上以毕业证书记载时间为

准。对于往届毕业生，原则上不予接收。接收应届毕业生应符合以下

三个条件：一是 2016 年核发并编号毕业证书；二是执行 2016 年就业

计划方案；三是 2016 年通过论文答辩，最晚不得超过 2017 年 1 月底，

取得学位证。 

（五）军队院校未纳入教育部统一招生的毕业生、网络教育的毕

业生、非本单位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的定向生和委培生、社会实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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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毕业生等都不属于接收范围之内。 

二、接收京内生源和京外生源的比例要求 

为确保完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达我院接收京内生源毕业生

的比例，京区事业单位在实际接收毕业生工作中，接收京外生源毕业

生在 10 人以下至少接收京内生源 1 人；接收京外生源在 11-35 人的，

接收京内生源的比例须达到接收总数的 10％；接收京外生源在 36-50

人的，接收京内生源的比例须达到接收总数的 15%；接收京外生源在

50 人以上的，接收京内生源的比例须达到接收总数的 20%；个别单位

接收京内生源比例须达到接收总数的 30%；京区企业单位接收京内生

源的比例须达到接收总数的 50％。达不到以上比例要求的单位，原则

上不予追加京外生源的接收指标。对于管理、支撑以及财会岗位上需

要的人员，须接收京内生源的毕业生。 

三、办理接收工作的程序及要求 

（一）上报计划与岗位对接方案。在计划下达后，各单位填写

•XXXX 年度高校毕业生计划与岗位对接方案‣（附表 13）上报岗位

与计划执行方案。计划执行方案须由各单位主管人事的领导签批后报

送至北京分院人事处。需要调整计划的单位，除了上报上述材料外，

须一同上报申请调整计划的函。经研究后，院内进行适当的调整再上

报人社部备案。 

（二）上报毕业生基本信息。各单位对已经确定接收的高校的毕

业生，须由本单位主管人事工作的所领导签字，在 7 月底前填报•中

国科学院京区单位接收 XXXX 年高校毕业生基本信息情况登记表‣

（见附件 14）和•XXXX 年京区企事业单位接收毕业生备案表‣（见

附表 18）报送北京分院人事处。毕业生基本信息通过毕业生接收信息

管理系统上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批，经同意后，领取接收函。

毕业生向学校出具接收函、与学校签订就业协议，办理有关接收手续。

接收函一经发放，除毕业生本人毁约或个人信息申报失实而确认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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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外，原则上不得更换。 

（三）集中调整毕业生计划与岗位对接方案。为了更好的落实计

划，提高计划使用效益，于 5 月份集中调整计划与岗位对接方案。各

单位需要上报申请调整计划的函、调整的岗位需要填写•XXXX 年度

高校毕业生计划与岗位对接方案‣（附表 13）。有追加计划需求的单位，

除上述材料外还需上报追加的毕业生名单。 

（四）报送办理落户手续相关材料。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的有关要求，切实加强毕业生接收环节的管理，防止出现虚假接收和

买卖指标违法、违规的行为出现。各单位接收的毕业生，必须是单位

所级领导班子研究决定，且报送毕业生落户材料时，要附单位领导签

批件，严禁各单位经办人员自己确定报送人员信息。 

1. 申请办理落户手续的书面函件。各单位以研究所的名义向北京

分院行文，说明本年度毕业生接收情况及需要办理落户手续的毕业生

基本情况（含非北京生源和北京生源毕业生的数量、学历情况等），并

加盖公章。 

2. 报送毕业生落户信息及落户材料。 

（1）直接落户的毕业生，即毕业后可由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直接

开具•户口迁移证‣将户口迁出至工作单位。需填写•中国科学院京

区单位接收 XXXX 年高校毕业生落户信息情况登记表‣（见附表 15）、

•XXXX 年高校毕业生入户明细表‣（附表 16），每名京外生源毕业生

的就业报到证、户口迁移证或常住人口登记卡（在京院校的毕业生）、

进京接收函回执原件及两份复印件。 

（2）办理准迁手续毕业生。即毕业时无法直接从户口所在地派出

所开具•户口迁移证‣将户口迁至工作单位的，需要由北京市公安局

开具“准予迁入证明”后，才可从原籍将其户口迁至工作单位。除报送

上述材料外，还需上报毕业生的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户口本原

件及复印件两份。如毕业生在原籍是集体户口的，须持本人户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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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户口首页复印件（所在派出所盖章），如该单位没有集体户口首页，

由当地派出所出具户籍证明。本人户口卡和集体户口首页或户籍证明

必须同时具备。 

（3）关于研究生子女随迁手续。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规

定，取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可办理随迁子女的落户手续。

其中男性研究生子女年龄在 5-7 岁，女研究生子女年龄在 18 岁以下方

可办理落户手续。上报研究生子女随迁材料时，应在•中国科学院京

区单位接收 XXXX 年高校毕业生落户信息情况登记表‣（见附表 15）

备注栏中注明“随迁子女一名，XXX（随迁子女姓名）”字样，并将

随迁子女有关情况填写•XXXX 年毕业生随迁子女情况登记表‣2 份

（见附表 17）。办理手续时，须上报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身份证、

结婚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独生子女证、子女户口簿、研究生户口

卡或户口迁移证的原件及复印件两份，逾期不再单独补办子女随迁。 

无论是直接落户毕业生还是办理准、随迁的毕业生，目前为农业

户口的，都应就地“农转非”后再办理迁京手续。 

（4）为杜绝假学历、假报到证、的情况发生，须由人事部门到中

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www.chsi.com.cn）查询、打印学历查询结

果，并附上毕业生学历、学位复印件。以上材料须于在 8 月 15 日前上

报，逾期不予补报。 

3. 报送毕业生劳动关系审核材料。各单位须报送接收京外生源的

社会保险缴纳情况凭证•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

费信息）‣、工资发放证明（须体现账款支出单位和转入账户名称，并

有银行经办业务签章）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业务明细‣、聘用合同或劳

动合同的复印件，具体上报时间另行通知。北京分院将不定期到各单

位进行检查接收毕业生工作情况。 

4. 关于北京生源毕业生落户手续。目前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北京

毕业生在京内院校上学，需要把户口从学校迁回家庭所在地的，由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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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凭接收单位出具的接收证明，持“就业报到证”、“常住人口登记卡”，

直接到住地派出所办理入户手续。二是原为北京郊区户口，上学时未

转到学校，现拟落市区单位集体户的，如为非农业户口，直接到户口

所在地派出所办理市内户口迁移；如为农业户口，先办理农转非，再

办理市内户口迁移。接收上述两类北京生源毕业生，无须填写粉色接

收函，直接办理落户手续。三是原在北京工作，后考取研究生，上学

时户口未转仍保留在原工作单位集体户上，现拟落接收单位集体户的，

或在京外院校上学、需要将户口从学校集体户迁回北京（含落家庭户

和现接收单位集体户）的，须填写粉色接收函，按与京外生源毕业生

相同的程序办理。各单位接收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均落单位集体户口。 

（五）办理毕业生落户手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 9 月下旬

进行毕业生接收情况的公示，公示时间为一个月，于 11 月中下旬将与

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办公，为接收直接落户的毕业生统一办理落户手续。

12 月中下旬办理准迁、随迁落户手续。 

（六）申报下年度毕业生接收计划。每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申报

下年度毕业生接收计划。各单位申报毕业生接收计划，应以人事部门

名义向北京分院人事处行函，并填写有关表格（见附表 20-24）。行函

内容要紧密围绕本单位业务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对照毕业生接

收政策，认真总结本单位当年毕业生接收情况，评估近三年毕业生接

收工作质量，说明下年度毕业生接收计划方案编制的有关考虑。要总

结经验，查找不足，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工作的举措。如有经中央编

办批准新成立机构或增加编制、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承担国家重点项

目等情况，申报计划数量较往年有较大增长的，除在计划申报函中作

特殊说明外,应一并提交相关批件材料复印件。 

四、接收毕业生工作的其他要求 

（一）加强对毕业生个人情况的审核环节。用人单位要和院校直

接核实学籍、学历情况，毕业生到岗以后，要进一步核实档案，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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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齐备。 

（二）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

不得有欺诈行为或采取其他方式谋取非法利益。在毕业生接收工作中

严禁虚假接收，买卖指标。出现问题，一经查实，将停止该单位的毕

业生接收工作，并按规定进行处理。 

（三）各单位负责毕业生工作人员如发生变动时，要及时做好工

作交接，杜绝出现因工作交接、工作人员变动等原因漏报需求计划、

漏办毕业生落户手续等问题。 

（四）坚持原则，增强工作责任心。各单位在办理接收毕业生手

续过程中，要及时与学校核实相关信息，要认真查验毕业生的报到证、

户口迁移证、毕业证、学位证、户口本等相关材料。对提供虚假材料

的，不予办理接收落户手续。如工作人员参与做假，出现违纪违法问

题，将根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院人才交流开发中心应督促代理单位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与毕业生签订聘用（或劳动）合同，并进行跟踪管理，了解

掌握合同执行的实际情况。坚决杜绝乱收费、虚假接收、买卖指标等

问题的发生，一经查实，将取消其代理接收毕业生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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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作人员登记备案工作规范 

 

一、适用范围 

1. 各单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离（退）休的厅（局）级以上干部； 

2. 企业法人或领导人员； 

3. 各单位涉及国家安全及国有资产安全、行业机密的人员。 

二、政策依据 

1. •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

（公通字„2003‟13 号）； 

2.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委组织部、

市公安局、市人事局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出国（境）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京办发„2003‟32 号）。 

三、审批程序 

1. 各单位负责因私报备工作的职工及时将本单位人员情况进行

统计汇总，通过单位因私报备系统录入、卸载后打印•国家工作人员

登记备案表‣； 

2. 各单位工作人员将打印好的•国家工作人员登记备案表‣，报

领导签字、盖单位公章后，通过文件交换的形式报北京分院人事处； 

3. 北京分院人事处收到各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登记备案表‣，

在分院的因私报备系统内进行操作后，报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四、上报材料及要求 

1.上报材料： 

（1）•国家工作人员登记备案表‣（用于新增、撤销、更新登记备

案人员）； 

（2）•报备单位登记表‣（用于新增报备单位、报备单位人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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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变更、主管领导变更）。 

2.要求： 

（1）各单位应对已申领出入境证件的备案人员严格执行有关管理

规定，实行因私事出国（境）报告登记制度，对于报备人员已申领的

有关证件（因私护照、港澳通行证、赴台证等）进行集中保管； 

（2）各单位工作人员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此项工作，对本单

位需要新增的人员进行及时报备，对于退休、离职等人员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及时撤销； 

（3）报备系统必须安装在涉密计算机上，不能连接互联网，不能

与非涉密计算机之间交叉使用移动存储介质； 

（4）•国家工作人员登记备案表‣必须从系统中卸载打印，不能自

制表格打印； 

（5）上报登记备案人员的报备材料时：备案人员为北京市户口，

上报一份•国家工作人员登记备案表‣；备案人员为京外户口，上报一

式两份•国家工作人员登记备案表‣（软件中心上报一式三份）； 

（6）新增报备单位、报备单位人事主管部门名称变更、主管领导

变更，需上报•报备单位登记表‣，同时向北京分院来函说明事由； 

（7）各单位需以挂号交换（或亲自递送）方式上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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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备单位登记表 

 

报备单位的下属部门（或机构）请填下列栏目，栏目样式可自行

印制： 

 

因私处境审批单位公章式样 

（人事主管部门） 

 

 

 

 

 

组织机构代码： 

 

 

因私出境审批单位领导签字式样 

（人事主管部门） 

 

说明： 

1. 此表用于报备单位向公安机关登记注册、更改公章式样或更改领导

签字式样。 

2. 首次登记注册的单位，向北京分院出具正式函件，并附上•报备单

位登记表‣（一式两份），经审核后，由北京分院出具正式函件，向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登记注册。 

3. 更改公章式样或领导签字式样的单位，向北京分院出具正式函件，

说明更改式样的原因，附上更改后的式样，挂号交换至北京分院人

事处。 

4. 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 号 

联系人：刘阳；      联系电话：840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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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医疗工作 

 

一、新增选院士住院医疗照顾工作 

新增选院士工作是两年一次，此项工作也是每两年做一回。分院

将根据院士工作局印发的新增院士文件，向相关研究所下发•新增选

在京院士享受住院医疗照顾审批表‣（附表 26）。办理此项工作需要研

究所填报审批表并加盖单位公章（同时上报电子版表格）以及•卫生

部保健局保健处医疗证信息登记表‣（附表 27），提交 1 寸照片一张报

送至北京分院人事处。分院按照公文审批程序报至院党组盖章，再上

报到中组部经历一段时间的审批，根据中组部最终审批结果，最后到

卫生部办理新增院士的医疗关系，办理后通知到研究所。 

二、司局级领导干部医疗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保健局的相关规定，办理司局级干部医疗证

（蓝卡医疗）需符合的条件： 

1. 年满 50 周岁的正、副局长（实职）； 

2. 人事部批准的回国定居专家； 

3. 中组部批准的千人计划入选者。 

办理程序： 

1．由研究所填报一份•干部医疗人员信息表‣（附表 28），提供

领导干部本人的相关信息，并将所填报表加盖单位公章。（根据卫生部

的要求，所填报的医院需是各单位以往办理蓝卡医疗的合同医院，不

可任意选择。） 

2. 提供领导干部任命文的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千人

计划入选者提供入选通知及护照复印件），1 寸照片一张，报送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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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人事处。 

3. 分院对符合办理“蓝卡医疗”的人员信息进行汇总，同其它材料

一并报送到卫生部保健局审批。 

4. 卫生部保健局对审核通过的人员办理医疗证和批件，同时将人

员信息进行备案。 

5. 分院将国家卫生计生委保健局办理的批件、医疗证一并返回给

研究所，研究所持批件和证件最后到北京市医保处和合同医院办理相

关手续，差额单位直接到合同医院办理手续，办理后医疗证生效。 

三、为提高医疗待遇离休干部办理医疗证工作 

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提高部分离休干部医疗照顾‣的文件要求，

对符合相关条件的部分离休干部分别提高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按部

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以及提高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院机关离退休

干部局将拟提高医疗照顾的人员名单上报中组部，经中组部审批，确

定最终提高医疗待遇人员名单并印发通知。分院将依据通知，以及卫

生部保健局下发的•关于为提高医疗待遇离休干部办理医疗证的通知‣，

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相关单位，要求相关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报送为

提高医疗待遇离休干部办理医疗证所需的材料，分院将集中到卫生部

办理，办后返回给研究所。 

根据部分离休干部提高享受医疗待遇的不同级别标准，相关单位

需分类报送材料： 

第一类：提高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和按部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

人员所需材料： 

1. 原医疗证 

2. 填报•干部医疗人员信息表‣（附表 28） 

3. 1 寸照片一张 

第二类：提高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人员办证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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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医疗证 

2. 填报•卫生部保健局保健处医疗证信息登记表‣（附表 27） 

3. 1 寸照片一张 

四、丢证补办工作 

由相关单位需要及时提供遗失医疗证的书面说明，同时提供 1 寸

照片一张，上报至北京分院人事处，经核实无误后再到卫生部保健局

申请补办。 

五、干部医疗系统信息的更新维护 

在做此项工作时，各单位需对干部医疗系统中的人员信息进行核

实，并及时将需注销的人员信息报送至北京分院人事处汇总更新。在

更新信息后上报国家卫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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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因工作需要从京外调配人员办文备案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学历  

籍贯  
常住户口

所在地 
 

参加工作 

时间 
 政治面目  身体状况  

现工作单 

位及隶属 

关系 

 

职务  任职时间  

职称（职业

资格） 
 任职时间  

职务职（职业资

格）审批机关 

及文号 

 

何年毕业于何

校 
年校系专业 

从事本专业 

时间 
 

在现岗位

实际工作

时间 

 

 起止时间  

  

  

  

  

  

 

 

简
历
（
含
学
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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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 

单位 

情况 

拟调入单位名称 编制（定员）数 现有数 尚缺数 

    

占用指标

情况 
 

配 

偶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学历  

籍贯  
常住户口

所在地 
 

现工作单

位及隶属

关系 

 
身份 

 
 

职务  

职称  

参加工作

时间 
 

京内拟接

收单位 
 

随 

迁 

人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关系 
现学习(工作) 

地点 
常住户口所在地 户口性质 

       

       

       

部委、企业人事部门

负 责 人 签 字  

 

 

 

 

 

 

 

 

人事部门签章  

备 

 

注 

 

承办人：填报日期：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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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此表限于国务院部门、在京中央企因工作需要从京外调配人员

使用。 

2、此表须经人事部门在考核、核对本人档案后填写。 

3、表中所填写的姓名要与户口本一致，出生年月一律按公历填写。 

4、何年毕业于何校——应填写获得最高学历的年份及学校、系、

专业。 

5、现工作单位——填写所在京外工作单位的全称及其隶属关系。 

6、职务——填写本人现在担任的主要行政职务，即处长、主任科

员、总会计师等。 

7、职称（职业资格）——填写本人所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或职业

资格名称，如工程师、教授、技师、高级技师等； 

8、简历——从上高中开始填起，起止时间要相互衔接。 

 

 

 

 

 

 

 

 

 

 

 

 

 



 

- 104 - 

 

附表 2 

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调动人姓名  
常住户口 

登记地址 
 

户口登记机关  身份证号码  

随 

 

迁 

 

人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与调动人 

员的关系 
职业 身份证号码 

      

      

      

      

拟迁入地 

详细地址 
 

拟迁入地户口登 记

机 关  
 

迁移原因  

备 

 

注 

 

承 

办 

单 

位 

盖 

章 

 

 

 

 

 

 

 

 

（签字）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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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调动人姓名——填写申请调动者的姓名。 

2、常住户口登记地址——填写调动人户口本首页登记的详细地址。 

3、户口登记机关——填写调动人户口本首页登记的户口登记机关

（具体到派出所）。 

4、随迁人员——填写随迁的配偶、子女情况。 

5、与调动人关系——填写随迁人员与调动人的关系（如夫妻、父

子、母女等）。 

6、职业——填写干部、工人、退休人员、无业人员、农民、待业、

学生、学前儿童。 

7、迁入地详细地址——填写调动人和随迁人员在京拟落户详细地

址。调京人只能落本人或配偶在京房产户、单位集体户、直系亲属（父

母、子女）家庭户。 

8、迁入地户口登记机关——填写调动人和随迁人员在京拟落户地

的户口登记机关。 

9、迁移原因——工作调动、夫妻分居、照顾困难、离休安臵。 

10、承办单位盖章——由填写表格的承办人签名，承办部委、企

业人事部门签章。 

11、调动人及其随迁人员户口在同一城市的，填写在一张调动人

员情况登记表上（户口在同一城市，但在不同户口本上，须迁到一起）；

户口在不同城市的，分开填写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主调人、随调人

员别填写在“调动人姓名”栏，随迁子女填写在“随迁人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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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办文备案表 
 

 

 

 

拟 

调 

迁 

人 

员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民族  学历  分居年限  

结婚日期 
 

 

结婚证发证

机关及编号 
 

身份  

何年毕业于何校 年院校 

现在工作单位 

（或存档人才中介机构） 

 

 

常住户口所在地 省（区、市）县（市） 

 

拟调入

单位 

名称 
编制数 

（定员） 
现有数 尚缺数 

    

 

随 

迁 

人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关系 现学习地点 常住户口所在地 
户口 

性质 

 

 
      

 

 
      

 

京 

内 

一 

方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参加工作时间  
获学历

时间 
 获学位时间  

现工作单位 
 

 

职务  任职时间  
职称或职 

业资格 
 

聘任

时间 
 

何年何月由何 

地何原因调京 
 

符合 

条件 

情况 

 

 

 

 

（签章） 
常住户口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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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此表限于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及其在京中央企业因解决夫

妻两地分居从京外调（迁）入人员使用。 

2、此表须经人事部门在考核、核对本人档案后填写。 

3、表中所填写的姓名要与户口本一致，出生年月一律按公历填写。 

4、身份——按实际情况填写干部、工人、城镇无业人员、农业人

口等。 

5、现工作单位——填写工作单位的全称及隶属关系。 

6、职务——填写本人目前担任的主要行政职务。 

7、职称或职业资格——填写本人目前所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和职

业资格名称。 

8、符合条件情况——填写京内一方符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具体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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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因照顾困难解决老干部身边无子女拟调人员办文备案表 

拟

调

人

员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学历  

何年毕业于何校 年院校 

现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或职

业资格 
 

拟调入单位  常住户口所在地  

 

配 

 

 

偶 

 

 

情 

 

 

况 

姓名  出生日期  学历  

何年毕业于何校  身份  

常住户口所在地  

现工作单位  职务  

拟调入单位  
职称或职

业资格 
 

 

随 

 

迁 

 

人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关系 
现工作（学习） 

地点 
常住户口所在地 户口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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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照 

顾 

干 

部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照顾干部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现工作单位 

及隶属关系 

 

 

 

常住户口 

所在地 

 

 

 

 

配偶姓名 

 

 

 

 

出生 

年月 

 

 

 

常住户口 

所在地 

 

 

 

全 

部 

子 

女 

及 

配 

偶 

情 

况 

姓名 出生年月 关系 现工作（学习）地点 常住户口所在地 

     

     

     

     

     

     

     

部委、企业人事部门 

 

负责人签字 

 

 

 

 

 

 

 

 

人事部门签章 

 

 

 

 

 

 

 

 

 

 

 

 

 

 

备 

 

 

注 

 

 

承办人：填报日期：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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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此表限于国务院各部门、在京中央企业因照顾老干部生活困难

从京外调入子女使用。 

2、此表须经人事部门在考核、核对本人档案后填写。 

3．表中所填写的姓名要与户口本一致，出生年月一律按公历填写。 

4、何年毕业于何校——填写获得最高学历的年份及院校。 

5、现工作单位——填写京外工作单位的全称及其隶属关系。 

6、职务——填写本人担任的主要行政职务。 

7、职称或职业资格——填写本人所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和职业资

格名称。 

8、被照顾干部全部子女情况——填写被照顾干部全部子女及其配

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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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离休干部拟在京安置办文备案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原职务  

参加作 

时间 
 

批准离休单位、 

时间、文号 
 

原工作单位 

及隶属关系 
 

常住户口 

所在地 
 

配 

偶 

情 

况 

姓名  出生年月  

常住户口 

所在地 
 

全 

部 

子 

女 

情 

况 

 

 

姓名 

 

出生年月 关系 现工作（学习）地点 常住户口所在地 

     

     

     

     

接收管 

理单位 
 

部委、企业人事部门

负责人签字 

 

 

 

 

 

 

人事司部门签章  

备 

 

注 

 

 

 

 

承办人：填报日期：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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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此表限于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及在京中央企业京外直属单

位离休干部回京安臵使用。 

2、此表须经人事部门在考核、核对本人档案后填写。 

3、表中所填写的姓名要与户口本一致，出生年月一律按公历填写。 

4、原工作单位——填写离休时所在工作单位的全称及其隶属关系。 

5、原职务——填写本人离休前担任的主要行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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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留 学 回 国 人 员 登 记 表 

 

（访问学者、进修人员、研究生、大学生） 

 

 

 

 

 

 

 

姓名 

工作单位 

留学国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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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日期 

 

 籍贯  

出 

生 

地 

 

身份证 

护照 

号码 

 

职称 

或 

职务 

 从事专业  
健康 

状况 
 

婚否  现在何地从事何工作  
血型  

身高  

出国前单位  
出国时间 

回国时间 

年月日 

年月日 

留学国别及单位  留学类别  

留学学习专业 

或研究方向 
 

国外学位  

国内学位  

国
内
外
学
历
及
工
作
简
历
（
自
上
大
学
起
） 

 

从何年何月 

 

到何年何月 在何地、何校、何部门学习或工作 

   

   

   

   

   

   

   

   

本人联系电话： 单位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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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学习、研究或进修

主要内容、导师姓名 

 

 

取得哪些成果（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刊物名称、科

研成果及价值） 

 

 

 

掌握何种外语 

程度如何 

对工作分配的志愿 

 

工作  

地区  

 

进修人员对安排使用的意

见、要求 

 

 

 

接收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年月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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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参加过何党派或 

社会团体 

 

与本人关系 

 

现在何地工作（学习） 

任何职务 

 

 

 

 

 

 

 

 

 

 

 

 

 

 

 

 

 

 

 

 

 

 

 

主 

要 

社 

会 

关 

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参加过何党派或

社会团体 

与本人关系 现在何地工作（学习） 

任何职务 

      

填表说明： 

1、此表由本人用中文如实填写并打印； 

2、请在相应位置贴本人免冠照片一张； 

3、如情况属实，请接收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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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申请接收留学人员单位情况登记表 

 

接收单位：填表时间：年月日 

 

 

留学人员 

姓名  留学国别  

留学专业  学位  

 

拟安排工作单位名称、

地址、负责人姓名及拟

安排工作 

 

 

1.  需要理由：请注明拟安排课题（项目）名称。 

2. 工作条件：请注明开展上述课题（项目）所提供仪器、设备及合作人员情况。 

3. 生活条件：包括住房，如何解决配偶工作安排等。 

 

 

 

 

 

 

 

（单位盖章） 

 

年月日 

 

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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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调动人姓名  
常住户口 

登记地址 
 

户口登记机关  身份证号码  

随 

 

迁 

 

人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与调动人 

员的关系 
职业 身份证号码 

      

      

      

      

拟迁入地 

详细地址 
 

拟迁入地户口登 记

机 关  
 

迁移原因  

备 

 

注 

 

承 

办 

单 

位 

盖 

章 

 

 

 

 

 

 

 

 

（签字）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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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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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自然情况证明 

 

XXX 同志系中国人民解放军 XXXX 部队转业干部，XX 年经

批准转业到我院 XXXX 单位工作。该同志拟将户口落在北京市

XXX 派出所,其自然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籍贯： 

民族：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以上情况，特此证明。 

 

 

中国科学院人事局 

                                    XX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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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报到证明 

 

根据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臵工作小组办公室 [XXXX]X 号

通知要求，XXX 同志已于 XXXX 年 X 月 X 日到我单位报到。 

特此证明。 

 

 

 

 

中国科学院人事局 

                                    XXXX 年 XX 月 XX 日 

 

 

 

 

 

 

 

 

 



 

- 122 - 

 

附表 12 

 

落户证明 

 

XX 同志系中国人民解放军 XXXXX 部队转业干部，XXXX

年经批准转业到我院 XXX 研究所工作。该同志落户地址：北京市

XX 区 XXXX 号；户口登记机关：北京市 XXX 派出所。 

 

 

 

 

中国科学院人事局 

                                    XX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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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及在京中央企业 

XXXX 年度高校毕业生计划与岗位对接方案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具体工作部门（处 室） 岗位 专业 

京外生源 

本科生 硕士 博士 小计 

    科研           

    技术           

    支撑           

    管理           

    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或具体名称           

                

                

                

                

                

                

                

填表说明： 

1.具体工作部门和岗位应按照实际用人单位填报，避免使用类称、代称； 

2.专业应尽量具体、明确，暂无法确定的，可填报至专业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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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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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 

毕业生随迁子女情况登记表 
 

毕业生姓名  单位或住址 
 

户口登记机关  身份证号码  

随 

迁 

子 

女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与毕业生的关系 职业 居民身份证号 

    
 

 

      

迁入地详 

细地址 

 
迁入地户口 

登记机关 

 

 

迁移原因  

 

备 

注 

 

 

 

 

承 

办 

单 

位 

盖 

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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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单位或住址——填写毕业生常住户口所在地的详细地址，

与户口本首页地址或户口迁移证上原住址一致。 

2．户口登记机关——填写毕业生常住户口所在地户口登记机

关或签发户口迁移证的户口登记机关。 

3．幼儿或在校生——对尚未领证和未达领证年龄的人员均填

“未领”。 

4．如随迁子女与毕业生户口不在一地，请在备注栏中注明“随

迁子女与父（母）亲户口不在一地”字样，并填写子女常住户口所

在地详细地址和户口登记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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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8 
           

 

 
 

  

XXXX 年度京区企事业单位接收毕业生备案表     

接收函编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婚否   

身份证号码   
生源所在

地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年月 

学历   学位   

专业大类   专业中类   

专业名称   培养方式   

学校详细地

址 
省市区路号 

用人单位   聘用部门   

单位落户地

址 
  

经办负责人   移动电话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箱   

承
办
人 

   
人
事
部
门
审
核
意
见 

         用
人
单
位
意
见 

        

              

签字 负责人签字（盖章）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填表说明：               

1. 所填内容应详实无误，不得出现漏填、缺项。 

       2. 表中“学校详细地址”一栏，须参照学校集体户口本（首页）地址填写。 

       3.  用人单位意见需要由领导签字（可用签名章代替）并加盖单位公章。 

       4. 接收函编号只填写数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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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9 

 

接收毕业生专业选择明细 

 

1.哲学专业：（1）哲学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

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 

2.经济学专业：（1）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

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经济管理。

（2）应用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

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

学；国防经济；财务管理。 

3.法学专业：（1）法学类：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国际法学；军事法学；法律硕士。（2）政治学类：政治学理论；中外

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3）社会学

类：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4）民族学类：民族学；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

国少数民族艺术。 

4.教育学专业：（1）教育学类：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育论；教

育史；比较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教育技

术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教育硕士。（2）心理学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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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心理学。（3）体育学类：体育人

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 

5.文学专业：（1）中国语言文学类：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

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外国语言文

学：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印度语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阿拉伯语语言

文学；欧洲语言文学；亚洲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3）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传播学。（4）艺术学类：艺术学；音乐学；

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舞蹈学；广播电视艺术

学。 

6.历史学专业：（1）历史学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

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

代史；世界史。 

7.理学专业：（1）数学类：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2）物理类：理论物理；粒子物

理与原子核物理；原子与分子物理；等粒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声

学、光学、无线电物理。（3）化学类：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

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4）天文学类：天体物理；天体

测量与天体力学。（5）地理学类：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

与地理信息系统。（6）大气科学类：气象学；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7）海洋科学类：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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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地球物理学类：固体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学。（9）地质学类：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地球花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构造地质

学；第四纪地质学。（10）生物学类：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水生

生物学；微生物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态学。（11）系统科学类：系

统理论；系统分析与集成。（12）科学技术史类：科学技术史。 

8.工学专业：（1）力学类：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固体力学；流

体力学；工程力学。（2）机械工程类：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车辆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3）光学工程类：光学工程。

（4）仪器科学与技术类：精密仪器及机械；测量计量技术及仪器。（5）

材料科学与工程类：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6）

冶金工程类：冶金物理化学；钢铁冶金；有色金属冶金。（7）动力工

程及工程热物理类：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流体

机械及工程；制冷及低温工程；化工过程机械。（8）电气工程类：电

机与电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力电子与电

力传动；电工理论与新技术。（9）电子科学与技术类：物理电子学；

电路与系统；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10）信息

与通信工程类：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11）控制科学与

工程类：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臵；系统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导航、制导与控制。（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13）建筑学

类：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城市规划与设计；建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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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科学；建筑学硕士。（14）土木工程类：岩土工程；结构工程；市政

工程；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15）水利工程类：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力学及河流

动力学；水工结构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16）

测绘科学与技术类：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

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17）化学工程与技术类：化学工程；化学工

艺；生物化工；应用化学；工业催化。（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矿产普查与勘探；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地质工程。（19）矿业工程类：

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安全技术及工程。（2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类：油气井工程；油气田开发工程；油气储运工程。（21）纺织科学与

工程类：纺织工程；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服装。（22）轻工技术与工程类：纸浆造纸工程；制糖工程；发酦工程；

皮革化学与工程。（23）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飞行器设计；航空宇

航推进理论与工程；航空宇航制造工程；人机与环境工程。（24）核科

学与技术类：核能科学与工程；核燃料循环与材料；核技术及应用；

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25）农业工程类：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水土

工程；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26）林业工

程类：森林工程；木材科学与技术；林产化学加工工程。（27）环境科

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28）生物医学工程类：生物医学。

（29）食品科学与工程类：食品科学；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农产品加工及储藏工程；水产品加工及储藏工程。 

9.农学专业：（1）作物学类：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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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2）园艺学类：果树学；蔬菜学；茶学。（3）农业资源利用类：

土壤学；植物营养学。（4）植物保护类：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与害

虫防治；农药学。（5）畜牧学类：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

饲料科学；草业科学；特种经济动物饲养。（6）林学类：林木遗传育

种；森林培育；森林保护学；森林经理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0.医学专业：（1）基础医学类：免疫学；病原生物学；人体解剖

与组织胚胎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法医学；放射医学；航空、航

天与航海医学。（2）药学类：药物化学；药剂学；生药学；药物分析

学；药理学。 

11.军事学专业：（1）军事思想及军事史类：军事思想；军事历史。

（2）军事指挥学类：作战指挥学；军事运筹学；军事通信学；军事情

报学；密码学；军事教育训练学。 

12 管理学专业：（1）管理科学与工程类。（2）工商管理类：会计

学；企业管理；旅游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

理硕士。（3）农林经济管理类：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4）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

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5）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类：图书馆

学；情报学；档案学。 

注：选择专业类别：选择 1是专业大类；选择（1）专业中类 

选择其他是专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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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高校毕业生需求信息征询表 
         

填报单位(盖章)：        

         

具体工作部门 岗位 专业 

京内生源 京外生源 

本科

生 

硕士

生 

博士

生 

本科

生 

硕士

生 

博士

生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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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及在京中央企业在京单位信息采集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注册地址  

编制数（职工控制

数） 
 现有人数  

缺编数  年底拟退休人数  

集体户登记住址  
集体户户口登记机

关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发布招聘信息时公

布的联系方式 
 

主要业务（主要职

责） 
 

备注  

填表说明：    

1、此表供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及在京中央企业采集所属在京单位信息使用； 

2、“单位性质”：按“机关、事业、企业”等分类填写。其中属于股份制企业的，请在备注栏注明股份构 

成及比例； 

3、“注册地址”：填机关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企业营业执照登记注册的地址； 

 4、“联系人”：填写负责毕业生招聘接收工作的联系人； 

5、“发布招聘信息时公布的联系方式”：填写可以面向社会公布的负责招聘工作的联系电话、网站、电子 

邮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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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4 
         

XXXX——XXXX 年度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制度建设情况 

（截止目前情况，选择打“√”） 

未建立毕业生招聘接收工作制度   

已建立本单位毕业生招聘接收工作制度   

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统一招聘接收工作制度   

毕业生招聘接收方式（可多选，填写比例） 

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 
  

校园招

聘 
  

内部推

荐 
  

其他 

（请注明） 
  

               年度 

 

   项目 

XXXX 年 XXXX 年 XXXX 年 

围绕

主业

接收

情况 

主业

岗位

接收

落户

毕业

生人

数 

（列举主业

名称) 
      

…       

…       

…       

非主业岗位接收落户

毕业生人数 
      

主业岗位接收所占比

例 
      

计划

落实

情况 

分配下达计划数       

实际接收落户人数       

落实率       

毕业

生留

存情

况 

实际接收落户人数       

截止目前在岗人数       

留存率       

备注：1、本表由基层用人单位填写。 

      2、统计口径以办理接收落户的京外生源毕业生为范围。 

      3、在岗情况应在逐一核对接收毕业生工资、社保等劳动关系手续基础上准确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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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5   

部委及地方所属部分高等院校名单（388） 
 

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北京市（56 所） 

1 北京大学 教育部 北京 

2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部 北京 

3 清华大学 教育部 北京 

4 北京交通大学 教育部 北京 

5 北京科技大学 教育部 北京 

6 北京化工大学 教育部 北京 

7 北京邮电大学 教育部 北京 

8 中国农业大学 教育部 北京 

9 北京林业大学 教育部 北京 

10 北京中医药大学 教育部 北京 

11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部 北京 

12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育部 北京 

13 北京语言大学 教育部 北京 

14 中国传媒大学 教育部 北京 

15 中央财经大学 教育部 北京 

1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育部 北京 

17 国际关系学院 教育部 北京 

18 中央音乐学院 教育部 北京 

19 中央美术学院 教育部 北京 

20 中央戏剧学院 教育部 北京 

21 中国政法大学 教育部 北京 

22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教育部 北京 

23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育部 北京 

24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教育部 北京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146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21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98.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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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25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教育部 北京 

26 北京大学医学部 教育部 北京 

27 北京邮电大学宏福校区 教育部 北京 

2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 

29 北京理工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 

30 北京协和医学院 卫生部 北京 

31 外交学院 外交部 北京 

3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公安部 北京 

33 北京体育大学 国家体育总局 北京 

34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中央办公厅 北京 

35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中华全国总工会 北京 

36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 北京 

37 中华女子学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北京 

38 中央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北京 

39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40 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41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42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43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44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45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46 北京农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47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48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49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5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51 北京物资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5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21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640552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499969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06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6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4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4.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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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53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54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55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56 首钢工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 

天津市（14 所） 

1 南开大学 教育部 天津 

2 天津大学 教育部 天津 

3 中国民航大学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天津 

4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 

5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 

6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 

7 天津农学院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 

8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 

9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 

10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 

11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 

12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 

13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 

14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 

上海市（18 所） 

1 复旦大学 教育部 上海 

2 同济大学 教育部 上海 

3 上海交通大学 教育部 上海 

4 华东理工大学 教育部 上海 

5 东华大学 教育部 上海 

6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部 上海 

7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育部 上海 

8 上海财经大学 教育部 上海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6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6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6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9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9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9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0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0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1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1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1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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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教育部 上海 

10 上海海关学院 海关总署 上海 

11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 

12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 

13 上海电力学院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 

14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 

15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 

16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 

17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 

18 上海大学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 

重庆市（10 所） 

1 重庆大学 教育部 重庆 

2 西南大学 教育部 重庆 

3 西南大学(荣昌校区) 教育部 重庆 

4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 

5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 

6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 

7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 

8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 

9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 

10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 

河北省（16 所） 

1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教育部 河北 

2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教育部 河北 

3 防灾科技学院 中国地震局 河北 

4 华北科技学院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河北 

5 河北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 

6 河北工程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0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1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0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0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0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0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0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1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1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7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8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7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7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8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9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0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8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1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0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3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6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66.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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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7 石家庄经济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 

8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 

9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 

10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 

11 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 

12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 

13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 

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14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 

15 燕山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 

16 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天津 

山西省（9 所） 

1 山西大学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 

2 太原科技大学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 

3 中北大学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 

4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 

5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 

6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 

7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 

8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 

9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 

内蒙古自治区（8 所） 

1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内蒙古 

2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内蒙古 

3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内蒙古 

4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内蒙古 

5 内蒙古医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内蒙古 

6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内蒙古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7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0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0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0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0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0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1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1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12.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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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7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内蒙古 

8 内蒙古财经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内蒙古 

辽宁省（26 所） 

1 大连理工大学 教育部 辽宁 

2 东北大学 教育部 辽宁 

3 大连海事大学 交通部 辽宁 

4 大连民族学院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辽宁 

5 辽宁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6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7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8 沈阳理工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9 辽宁科技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10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11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12 沈阳化工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13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14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15 大连交通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16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17 大连海洋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18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19 辽宁医学院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20 大连医科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21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22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23 沈阳医学院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24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25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1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1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1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2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2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4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1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1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1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2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2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2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2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2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3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3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2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2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3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3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3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3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3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3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3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3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4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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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26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 

吉林省（11 所） 

1 吉林大学 教育部 吉林 

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2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部 吉林 

3 延边大学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 

4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 

5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 

6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 

7 吉林建筑工程学院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 

8 吉林化工学院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 

9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 

10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 

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11 北华大学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 

黑龙江省（12 所） 

1 东北林业大学 教育部 黑龙江 

2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黑龙江 

3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黑龙江 

4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 

5 哈尔滨理工大学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 

6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 

7 东北石油大学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 

8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 

9 哈尔滨医科大学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 

1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 

11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 

12 齐齐哈尔大学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4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54.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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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7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7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7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7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7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8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8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8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188.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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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山东省（18 所） 

1 山东大学 教育部 山东 

2 中国海洋大学 教育部 山东 

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教育部 山东 

4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教育部 山东 

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5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工业和信息化部 山东 

6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7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8 济南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9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10 山东建筑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11 山东轻工业学院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12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13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14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15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16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17 青岛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18 烟台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河南省（12 所） 

1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2 郑州大学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3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4 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5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6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3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3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21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093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6264604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3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3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3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3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3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3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3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3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4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4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4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0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1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6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5.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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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7 中原工学院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8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9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10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11 河南大学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12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江苏省（20 所） 

1 南京大学 教育部 江苏 

2 东南大学 教育部 江苏 

3 中国矿业大学 教育部 江苏 

4 河海大学 教育部 江苏 

5 江南大学 教育部 江苏 

6 南京农业大学 教育部 江苏 

7 中国药科大学 教育部 江苏 

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江苏 

9 南京理工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江苏 

10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国家林业局 江苏 

11 苏州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2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3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4 常州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5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6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7 江苏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8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9 南通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20 扬州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7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7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4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4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9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3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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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安徽省（9 所） 

1 合肥工业大学 教育部 安徽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 安徽 

3 安徽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4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5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6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7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8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9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浙江省（10 所） 

1 浙江大学 教育部 浙江 

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3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4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5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6 温州医学院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7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8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9 中国计量学院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10 宁波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江西省（7 所） 

1 南昌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2 华东交通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3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4 南昌航空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5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6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8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8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9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6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6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6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7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2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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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7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福建省（9 所） 

1 厦门大学 教育部 福建 

2 华侨大学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福建 

3 福州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4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5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6 集美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7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8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9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湖北省（17 所） 

1 武汉大学 教育部 湖北 

2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部 湖北 

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教育部 湖北 

4 武汉理工大学 教育部 湖北 

5 华中农业大学 教育部 湖北 

6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部 湖北 

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育部 湖北 

8 中南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湖北 

9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0 长江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1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2 武汉纺织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3 武汉工业学院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4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5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6 湖北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2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9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6.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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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17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湖南省（11 所） 

1 湖南大学 教育部 湖南 

2 中南大学 教育部 湖南 

3 湘潭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4 吉首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5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6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7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9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10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11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广东省（16 所） 

1 中山大学 教育部 广东 

2 华南理工大学 教育部 广东 

3 暨南大学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广东 

4 汕头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5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6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7 广州医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8 广东医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9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0 广东药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1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2 深圳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3 广州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2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2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2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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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14 五邑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5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广西壮族自治区（9 所） 

1 广西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2 广西工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4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5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6 广西中医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7 桂林医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8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9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海南省（4 所） 

1 海南大学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2 琼州学院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3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4 海南医学院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甘肃省（7 所） 

1 兰州大学 教育部 甘肃 

2 西北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甘肃 

3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4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5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6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7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青海省（3 所） 

1 青海大学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4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6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6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6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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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2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 

3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 

宁夏回族自治区（4 所） 

1 北方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宁夏 

2 宁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宁夏 

3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宁夏 

4 宁夏师范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宁夏 

江苏省（20 所） 

1 南京大学 教育部 江苏 

2 东南大学 教育部 江苏 

3 中国矿业大学 教育部 江苏 

4 河海大学 教育部 江苏 

5 江南大学 教育部 江苏 

6 南京农业大学 教育部 江苏 

7 中国药科大学 教育部 江苏 

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江苏 

9 南京理工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江苏 

10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国家林业局 江苏 

11 苏州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2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3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14 常州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5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6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7 江苏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8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9 南通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9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4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4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9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9.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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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20 扬州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安徽省（9 所） 

1 合肥工业大学 教育部 安徽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 安徽 

3 安徽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4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5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6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7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8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9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浙江省（10 所） 

1 浙江大学 教育部 浙江 

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3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4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5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6 温州医学院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7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8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9 中国计量学院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10 宁波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江西省（7 所） 

1 南昌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2 华东交通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3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4 南昌航空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5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3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8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8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9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6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6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6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7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8.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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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6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7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福建省（9 所） 

1 厦门大学 教育部 福建 

2 华侨大学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福建 

3 福州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4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5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6 集美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7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8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9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湖北省（17 所） 

1 武汉大学 教育部 湖北 

2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部 湖北 

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教育部 湖北 

4 武汉理工大学 教育部 湖北 

5 华中农业大学 教育部 湖北 

6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部 湖北 

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育部 湖北 

8 中南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湖北 

9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0 长江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1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2 武汉纺织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3 武汉工业学院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4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5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2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2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9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4.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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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16 湖北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7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湖南省（11 所） 

1 湖南大学 教育部 湖南 

2 中南大学 教育部 湖南 

3 湘潭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4 吉首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5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6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7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9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10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11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广东省（16 所） 

1 中山大学 教育部 广东 

2 华南理工大学 教育部 广东 

3 暨南大学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广东 

4 汕头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5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6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7 广州医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8 广东医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9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0 广东药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1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2 深圳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3 广州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2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2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2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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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14 五邑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5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广西壮族自治区（9 所） 

1 广西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2 广西工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4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5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6 广西中医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7 桂林医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8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9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海南省（4 所） 

1 海南大学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2 琼州学院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3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4 海南医学院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甘肃省（7 所） 

1 兰州大学 教育部 甘肃 

2 西北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甘肃 

3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4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5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6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7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青海省（3 所） 

1 青海大学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4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6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6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6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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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2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 

3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 

宁夏回族自治区（4 所） 

1 北方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宁夏 

2 宁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宁夏 

3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宁夏 

4 宁夏师范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宁夏 

江苏省（20 所） 

1 南京大学 教育部 江苏 

2 东南大学 教育部 江苏 

3 中国矿业大学 教育部 江苏 

4 河海大学 教育部 江苏 

5 江南大学 教育部 江苏 

6 南京农业大学 教育部 江苏 

7 中国药科大学 教育部 江苏 

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江苏 

9 南京理工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江苏 

10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国家林业局 江苏 

11 苏州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2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3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4 常州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5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6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7 江苏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8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19 南通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20 扬州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9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4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4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99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2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3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3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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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安徽省（9 所） 

1 合肥工业大学 教育部 安徽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 安徽 

3 安徽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4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5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6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7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8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9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 

浙江省（10 所） 

1 浙江大学 教育部 浙江 

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3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4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5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6 温州医学院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7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8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9 中国计量学院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10 宁波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江西省（7 所） 

1 南昌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2 华东交通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3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4 南昌航空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5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6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8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8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9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5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6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6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6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7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7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1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2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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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7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 

福建省（9 所） 

1 厦门大学 教育部 福建 

2 华侨大学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福建 

3 福州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4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5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6 集美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7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8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9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 

湖北省（17 所） 

1 武汉大学 教育部 湖北 

2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部 湖北 

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教育部 湖北 

4 武汉理工大学 教育部 湖北 

5 华中农业大学 教育部 湖北 

6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部 湖北 

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育部 湖北 

8 中南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湖北 

9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0 长江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1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2 武汉纺织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3 武汉工业学院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4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5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16 湖北大学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2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29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0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8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6.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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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17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 

湖南省（11 所） 

1 湖南大学 教育部 湖南 

2 中南大学 教育部 湖南 

3 湘潭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4 吉首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5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6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7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9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10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11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广东省（16 所） 

1 中山大学 教育部 广东 

2 华南理工大学 教育部 广东 

3 暨南大学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广东 

4 汕头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5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6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7 广州医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8 广东医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9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0 广东药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1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2 深圳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3 广州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9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0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1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2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2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3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2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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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14 五邑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5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1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 

广西壮族自治区（9 所） 

1 广西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2 广西工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4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5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6 广西中医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7 桂林医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8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9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 

海南省（4 所） 

1 海南大学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2 琼州学院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3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4 海南医学院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 

甘肃省（7 所） 

1 兰州大学 教育部 甘肃 

2 西北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甘肃 

3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4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5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6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7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 

青海省（3 所） 

1 青海大学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4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8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5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6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6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6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7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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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2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 

3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 

宁夏回族自治区（4 所） 

1 北方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宁夏 

2 宁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宁夏 

3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宁夏 

4 宁夏师范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宁夏 

陕西省（19 所） 

1 西安交通大学 教育部 陕西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教育部 陕西 

3 长安大学 教育部 陕西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育部 陕西 

5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部 陕西 

6 西北工业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陕西 

7 西北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8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9 西安工业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1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11 西安科技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12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13 陕西科技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14 西安工程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15 陕西中医学院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16 延安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17 陕西理工学院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18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19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79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8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4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4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5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5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6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4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4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4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5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5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5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5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5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5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5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6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6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6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6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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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7 所） 

1 塔里木大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 

2 石河子大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 

3 新疆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 新疆 

4 新疆医科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 新疆 

5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 新疆 

6 新疆财经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 新疆 

7 新疆农业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 新疆 

四川省（14 所） 

1 四川大学 教育部 四川 

2 西南交通大学 教育部 四川 

3 电子科技大学 教育部 四川 

4 西南财经大学 教育部 四川 

5 西南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四川 

6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 

7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 

8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 

9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 

10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 

11 西华大学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 

12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 

13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 

14 成都医学院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 

贵州省（4 所） 

1 贵州大学 贵州省教育厅 贵州 

2 贵阳医学院 贵州省教育厅 贵州 

3 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省教育厅 贵州 

4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省教育厅 贵州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9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9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9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9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9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9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9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6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71.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47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0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08.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09.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10.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1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1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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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院校隶属 所在省市 

云南省（5 所） 

1 云南大学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 

2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 

3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 

4 西南林业大学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 

5 昆明医学院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 

西藏自治区（3 所） 

1 西藏大学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西藏 

2 西藏民族学院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西藏 

3 西藏藏医学院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西藏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2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24.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25.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26.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27.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42.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43.dhtml
http://gaokao.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544.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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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6 

 

新增选在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享受住院医疗照顾审批表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民族  党派  

学历  专业技术职务  

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  

工作单位及职务  

通信地址及邮编  

单位电话  住宅电话  

E—mail  

合同医院  

简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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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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