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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度人才引进业务代理机构

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代理区域

深圳市人才服务中心
高新区分部

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
区科苑南路综合服务楼五楼

82408888

或关注“深圳
市人才服务中
心”微信公众
号wxszhr 在线

互动咨询

全市

深圳市人才服务中心
龙华分部

龙华区深圳北站西广场深圳
通大厦 2 楼 208A（北站长途
汽车站旁）

深圳市人才服务中心
宝安中心

宝安区海秀路 19 号国际西岸
商务大厦 20楼

深圳市人才服务中心
罗湖分部 

罗湖区宝安北路 3039 号人才
集团大厦 6楼 616 大厅

深圳市对外劳动服务
有限公司

深南中路 1025 号新城大厦西
座 5楼北侧

25943785

全市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 612
栋劳动就业大厦一楼

82132919

深圳市卫生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

深圳市罗湖区田贝一路 21 号
大院 4栋一楼大厅

25159895
全市 ( 仅限
医疗卫生人

才 )

北京外企德科人力资
源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南山区科技园创维大厦 C 座
102 室

400-110-
8118

全市

深圳中智经济技术合
作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1002
号新闻大厦 1号楼 2层 216

82092409 全市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
有限公司（龙岗区）

龙岗区清林中路 209 号人力
资源服务大厦一楼

28949141

全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天安
云谷一期 3 栋 D 座 5 楼公共
服务大厅 25-27 号窗口

28866331

福田区人力资源服务
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国际创新中心 F座 3层

82978023 福田区

罗湖区公共就业促进
中心

罗湖区文锦中路 1008 号罗湖
管理中心大厦罗湖区行政服
务大厅 1楼

25433922
25666584

罗湖区

南山区人才和就业服
务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 3069 号
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A 座
B3 层南山区行政服务大厅创
新广场分厅

26923005 南山区

盐田区人力资源服务
中心

盐田区深盐路 2158 号 25553422 盐田区

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 宝安区 48区上川一路 60号 27788501 宝安区

光明区人才人事服务
中心

深圳市光明区牛山路与德雅
路交汇处公共服务平台一楼
区行政服务大厅

88211317
88211667

光明区

深圳市人才服务中心
光明分部

光明区观光路 3009 号招商局
智慧城 A2栋 601

82408888 光明区

坪山区劳动就业服务
管理中心

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行政
服务大厅

85209249
85209437

坪山区

龙华区人才人事服务
中心

龙华区梅龙大道 2283 号国鸿
大厦 A 座行政服务大厅一楼

23332027 龙华区

大鹏新区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

深圳市大鹏新区金业大道深
圳国际生物谷生命科学产业
园 B8栋 1楼党政服务区

28333823
28333161

大鹏新区

大鹏新区中山路 10 号行政服
务大厅一楼综合窗口

28333100

注：代理区域为 XX 区的仅代理工商注册地在该区的用人单位和在该区缴交社保的个人申办业务，如原工商注册所在区存在区划调

整的，以调整后的区划为准（如原工商注册在宝安区观澜街道的企业，因观澜已调整为龙华区，应选择在龙华区办理相关业务）。



一、申请条件

（一）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普通高等教育学历。

（二）身体健康。

 ( 三 ) 未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及活动，无刑事犯罪

记录。

由 人 力 资 源 部 门 根 据《 深 圳 市 户 籍 迁 入 若

干 规 定》（ 深 府 函〔2016〕59 号） 及《 深 圳 市

接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实施办法》（深人社规

〔2016〕24 号）审批同意后，办理接收。

二、办理方式

可选择以下其中一种方式办理毕业生接收手续：

（一）单位申办。

由接收单位申办毕业生接收手续。

（二）个人申办。

毕业生本人直接申办毕业生接收手续。

（三）个人委托代理机构申办。

毕业生以个人名义委托人才引进代理机构申办毕业

生接收手续。

三、申办流程

（一）毕业生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深圳市”（http://

www.gdzwfw.gov.cn/?region=440300）或“人才引进系

统”（https://sz12333.gov.cn/rcyj/），在个人用户登录

处注册个人账户并实名认证，在系统上选择“接收毕业

生”，按照系统要求填写个人信息。

单位申办的毕业生，填写个人信息后选择接收单位

后保存，并与接收单位经办人联系。单位经办人审核信

息后提交，并打印《毕业生接收申请表》交给毕业生。

个人申办的毕业生，填写个人信息后点击“保存”，

并提交测评。测评通过后打印《毕业生接收申请表》。

个人委托代理机构申办的毕业生，填写个人信息后

选择所委托的代理机构后保存，并与所委托的代理机构

联系，与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并领取《毕业生接收申请

表》。

（二）毕业生持《毕业生接收申请表》回毕业院校

办理派遣手续，到户籍地办理户籍迁移手续。

（三）非深圳户籍的毕业生扫描上传《毕业生接收

申请表》、毕业证、学历验证报告、身份证等材料并提

交系统，待系统显示“学历信息审核通过”后，等待公

安部门短信通知，按照短信通知和《毕业生接收申请表》

要求，持报到证原件复印件及户籍迁入材料前往公安部

门办理户籍迁入（户籍迁入材料要求及办理流程详见《办

理毕业生户籍迁入操作指引》）；

深圳户籍的毕业生扫描上传《毕业生接收申请表》、

毕业证、学历验证报告、身份证、报到证等材料并提交

系统后，按《毕业生接收申请表》标注的时间、地点、

材料等要求前往人力资源部门办理报到手续。

四、办理时间

全年度工作日

五、业务咨询

有关政策和申办程序，可以登录深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

人才引进业务咨询电话：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12333、88123460

福田区：82978023

罗湖区：25666584、25438382

盐田区：25221303

南山区：86975095、86975067、 26660524

宝安区：27788501 

龙岗区：28917217

龙华区：23332027

坪山区：85209249、85209437

光明区：88211667、88211317

大鹏新区 : 28333100

人才引进业务系统技术咨询电话：88892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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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才服务中
心”微信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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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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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 612
栋劳动就业大厦一楼

8213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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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罗湖区田贝一路 21 号
大院 4栋一楼大厅

25159895
全市 ( 仅限
医疗卫生人

才 )

北京外企德科人力资
源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南山区科技园创维大厦 C 座
102 室

400-110-
8118

全市

深圳中智经济技术合
作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1002
号新闻大厦 1号楼 2层 216

82092409 全市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
有限公司（龙岗区）

龙岗区清林中路 209 号人力
资源服务大厦一楼

28949141

全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天安
云谷一期 3 栋 D 座 5 楼公共
服务大厅 25-27 号窗口

28866331

福田区人力资源服务
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国际创新中心 F座 3层

82978023 福田区

罗湖区公共就业促进
中心

罗湖区文锦中路 1008 号罗湖
管理中心大厦罗湖区行政服
务大厅 1楼

25433922
25666584

罗湖区

南山区人才和就业服
务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 3069 号
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A 座
B3 层南山区行政服务大厅创
新广场分厅

26923005 南山区

盐田区人力资源服务
中心

盐田区深盐路 2158 号 25553422 盐田区

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 宝安区 48区上川一路 60号 27788501 宝安区

光明区人才人事服务
中心

深圳市光明区牛山路与德雅
路交汇处公共服务平台一楼
区行政服务大厅

88211317
88211667

光明区

深圳市人才服务中心
光明分部

光明区观光路 3009 号招商局
智慧城 A2栋 601

82408888 光明区

坪山区劳动就业服务
管理中心

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行政
服务大厅

85209249
85209437

坪山区

龙华区人才人事服务
中心

龙华区梅龙大道 2283 号国鸿
大厦 A 座行政服务大厅一楼

23332027 龙华区

大鹏新区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

深圳市大鹏新区金业大道深
圳国际生物谷生命科学产业
园 B8栋 1楼党政服务区

28333823
28333161

大鹏新区

大鹏新区中山路 10 号行政服
务大厅一楼综合窗口

28333100

注：代理区域为 XX 区的仅代理工商注册地在该区的用人单位和在该区缴交社保的个人申办业务，如原工商注册所在区存在区划调

整的，以调整后的区划为准（如原工商注册在宝安区观澜街道的企业，因观澜已调整为龙华区，应选择在龙华区办理相关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