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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操作指南

（毕业生-毕业去向填报模块） 

 

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系统”）

的毕业去向填报模块，支持毕业生自主登记毕业去向及签约信息。

为方便毕业生更好地使用该模块功能，特制定本操作指南。 

1  毕业生登录 

登录方式一：通过手机端搜索登记系统网址 dj.ncss.cn（原

wq.ncss.cn 可继续使用），点击“毕业生去向登记”，使用学信网

账号登录。 

  

图 1 选择登录用户 



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操作指南（毕业生-毕业去向填报模块） 

2 

 
图 2 用户登录 

登录方式二：关注绑定“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公众号，

点击“去向登记”直接登录。 

  
图 3 微信公众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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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对基本信息 

首次登录要核对本人基本信息是否正确。若信息无误，点击

“信息确认无误，进入系统”；若信息有误，联系学校就业部门

更正（手机号码、电子邮箱需由本人在学信网账号信息中修改）。

确认无误后的信息将会显示在电子就业协议书上，请务必仔细核

对，否则会影响后续签约。 

注意：毕业生无法登录系统的原因主要有：1.学校就业部门

没有上传毕业生的基本信息或上传的信息有误；2.毕业生没有在

学信网绑定学籍信息。请查找原因，及时处理。 

 
图 4 核对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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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功能模块 

确认信息无误提交后，点击“毕业去向填报”。若学校尚未

开启功能模块，则毕业生不可使用该模块的相关功能。 

主界面分为去向填报和登记记录两大部分。去向填报包括签

就业协议书就业、其他形式就业、升学、未就业，毕业生应提前

仔细阅读“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分类及证明材料”说明，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准确选择毕业去向类型并填报相关信息。登记记录显

示毕业生登记的毕业去向及签约信息、用人单位发起的在线签约

邀请、学校（院系）审核进度及结果等。 

页面顶部可切换功能模块，右上角可查看个人信息，切换届

别查看往届记录，下载操作指南。 

 

图 5 选择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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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毕业去向填报主界面 

4  与用人单位线上签约 

此功能适用于用人单位已经在登记系统注册，可以与单位线

上签约的毕业生。 

线上签约流程：用人单位通过登记系统向毕业生发起签约邀

请，经毕业生同意、学校（院系）审核通过后，线上签约完成。 

 

图 7 线上签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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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用人单位发起签约邀请 

用人单位需先通过登记系统向毕业生发送签约邀请函，主界

面会显示该签约邀请条目，点击可查看详细的单位及签约信息。 

 
图 8 用人单位邀约 

4.2 毕业生回应 

毕业生在应约有效期内（应约截止时间之前）对用人单位发

起的签约邀请作出签约回应。若同意签约，点击“接受”；若不同

意签约，点击“拒绝”；若逾期未回应，该签约邀请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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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毕业生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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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应约有效期只是限制毕业生回应时间，与学校（院系）

审核时间无关； 

（2）毕业生只能与一家用人单位签约，一旦同意签约后，

其他单位的签约邀请只能查看，无法操作； 

（3）毕业生签约与否不影响其他单位对其发起签约邀请； 

（4）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发起签约邀请后，在应约有效期内

无法向该毕业生再次发起邀请，毕业生若拒绝签约或应约有效期

内未回应，该用人单位可再次对其发起签约邀请。 

4.3 学校（院系）签约审核 

毕业生同意签约后，提交学校（院系）审核，可通过主界面

查看学校（院系）审核进度及结果。 

 
图 10 等待学校（院系）签约审核 

若学校（院系）审核通过，签约完成，毕业生可在线预览、

下载电子就业协议书。若学校（院系）审核不通过，签约失败，

如仍需签约，毕业生应根据签约失败原因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

由用人单位重新发起签约邀请，再次进行线上签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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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线上签约完成 

 

 

图 12 线上签约失败 

5  与用人单位线上解约 

此功能适用于已经与用人单位完成线上签约，并与单位协商

一致，双方同意解约的毕业生。 

线上解约流程：毕业生或用人单位通过登记系统向对方发起

解约申请，经另一方（用人单位或毕业生）同意、学校（院系）

审核通过后，线上解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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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线上解约流程图 

5.1 毕业生或用人单位发起解约申请 

线上解约可由毕业生或用人单位任意一方通过登记系统发

起解约申请，解约前毕业生应与用人单位达成一致。若毕业生发

起解约申请，需选择解约原因，填写解约说明，点击“提交”等

待用人单位回应；若用人单位发起解约申请，毕业生主界面会显

示用人单位发起的解约申请条目，点击该条目可查看解约信息。 

 

图 14 申请线上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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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查看解约信息 

5.2 另一方回应 

毕业生或用人单位发起解约申请后，另一方可对是否同意解

约作出回应。若同意解约，点击“接受”，提交学校（院系）审

核；若不同意解约，点击“拒绝”，解约失败，如仍需解约，双方

协商一致后重新发起解约申请。 

注意：另一方对解约申请作出回应没有时间限制，若用人单

位长时间不回应毕业生发起的解约申请，毕业生可主动与用人单

位沟通或联系学校协助进行解约。 

 
图 16 解约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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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学校（院系）解约审核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方同意解约后，将由学校（院系）进行

审核。若审核通过，解约完成，毕业生可与其他单位签约或登记

毕业去向信息；若审核不通过，解约失败，签约仍有效，毕业生

或用人单位需按照解约失败原因重新申请解约。 

 
图 17 线上解约完成 

 

 
图 18 线上解约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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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向学校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线下签约 

此功能适用于用人单位没有在登记系统注册，无法与用人单

位线上签约的毕业生。 

线下签约流程：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在线申请电子就业协议

书，需填写就业协议信息，经学校（院系）协议审核通过后，生

成电子就业协议书。毕业生或用人单位下载打印电子就业协议书，

单位盖章后，由毕业生或单位回传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经学校

（院系）签约审核通过后，线下签约完成。 

 
图 19 线下签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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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毕业生在线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 

毕业生在主界面点击去向填报的“签就业协议书就业”，再

点击“向学校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 线下登记”，按要求准确填写

就业协议相关信息后，确认并提交学校（院系）审核。毕业生在

提交前应与用人单位、院校沟通确认就业协议信息，避免因信息

有误影响院校审核及后续签约。 

注意：毕业生应与用人单位及时沟通确认签约方式，由用人

单位发起签约邀请进行线上签约，还是由毕业生自行向学校申请

电子就业协议书进行线下签约。  

 

图 20 选择线下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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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填写就业协议信息 

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就业协议信息有误，在学校（院系）

审核之前，毕业生点击“撤回修改”，撤回后重新编辑就业协议

信息再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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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撤回修改 

6.2 学校（院系）协议审核 

学校（院系）审核毕业生提交的就业协议信息。若审核通过，

毕业生主界面对应条目状态为“就业协议审核通过”，毕业生点

击进入可下载电子就业协议书。若退回修改，条目状态为“协议

审核待提交（老师退回）”，毕业生需根据退回修改原因修改就业

协议信息后重新提交审核。若审核不通过，条目状态为“就业协

议审核不通过”，毕业生电子就业协议书申请直接作废，需根据

审核不通过原因重新填写就业协议信息后，再次提交审核。 

  

图 23 协议审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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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退回修改就业协议信息 

6.3 下载回传用人单位盖章的电子就业协议书 

学校（院系）协议审核通过后，毕业生进入签约条目点击“点

击下载电子协议书”，下载打印电子就业协议书并联系用人单位

盖章。盖章后毕业生点击“本人回传协议书”，及时回传单位盖

章的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材料，提交学校（院系）审核。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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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还可以点击“用人单位协助回传协议书”，登记系统自动

向用人单位发送协议链接短信，单位通过链接下载打印电子就业

协议书，加盖公章后由单位直接回传。 

注意：确保回传的图像清晰完整，每张图像材料不要过大，

最好不超过 300k，否则系统自动压缩，可能会影响图像清晰度。 

  

图 25 下载回传电子就业协议书 

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有误，在学校

（院系）审核之前，毕业生点击“撤回修改”，撤回后重新回传

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再提交审核。 

6.4 学校（院系）签约审核 

学校（院系）审核回传的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材料。若审核

通过，签约完成；若退回修改，毕业生需根据退回意见重新回传

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若审核不通过，线下签约申请直接作废，

毕业生需重新在线填写就业协议信息再次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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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签纸质就业协议书补充登记 

此功能适用于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纸质就业协议书，需补

充登记就业信息的毕业生。 

补充登记流程：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在线补充登记纸质就业

协议书上的就业信息，并上传盖章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图像，经学

校（院系）审核通过后，补充登记完成。 

7.1 毕业生补充登记就业协议信息 

毕业生在主界面点击去向填报的“签就业协议书就业”，再

点击“已签纸质就业协议 补充登记”，按照已签订的纸质就业协

议书内容填写就业单位及签约信息，并上传盖章的纸质就业协议

书图像材料，提交学校（院系）审核。 

 

图 26 选择补充登记 

注意：确保上传的图像清晰完整，每张图像材料不要过大，

最好不超过 300k，否则系统自动压缩，可能会影响图像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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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补充登记的就业协议信息有误，在学

校（院系）审核之前，毕业生点击“撤回修改”，撤回后重新编辑

登记就业信息再提交审核。 

7.2 学校（院系）登记审核 

毕业生补充登记就业协议信息后，将由学校（院系）进行审

核。若审核通过，补充登记完成；若退回修改，毕业生需根据退

回修改原因修改补充登记信息后重新提交审核；若审核不通过，

补充登记信息直接作废，毕业生需根据审核不通过原因重新补充

登记就业协议信息，上传盖章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图像，再次提交

审核。 

8  申请线下解约 

此功能适用于已经完成向学校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的线下

签约或已签纸质就业协议书补充登记，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签订

解约材料的毕业生。 

线下解约流程：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发起解约申请，上传解

约材料，经学校（院系）与用人单位核实无误、审核通过后，线

下解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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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线下解约流程图 

8.1 毕业生发起解约申请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一致签订解约函等材料，进入签约条

目点击“申请解约”发起解约申请，选择解约原因，填写解约说

明，上传解约函等材料，提交学校（院系）审核。 

 
图 28 申请线下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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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填写解约原因及说明 

注意：确保上传的解约函图像清晰完整，每张图像材料不要

过大，最好不超过 300k，否则系统自动压缩，可能会影响图像清

晰度。 

8.2 学校（院系）解约审核 

毕业生提交解约申请后，学校（院系）与用人单位核实清楚

情况后进行审核。若审核通过，解约完成，毕业生可与其他单位

签约或登记毕业去向信息；若退回修改，毕业生需根据退回修改

原因修改后重新提交审核；若审核不通过，解约失败，签约仍有

效，如仍需解约，毕业生需根据审核不通过原因重新发起解约申

请。 

 



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操作指南（毕业生-毕业去向填报模块） 

23 

9  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记 

此功能适用于需登记其他形式就业、升学，以及未就业等毕

业去向信息的毕业生。 

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记流程：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选择毕业

去向类型，登记去向信息，上传证明材料，经学校（院系）审核

通过后，完成毕业去向信息登记。 

9.1 毕业生登记去向信息 

毕业生根据实际毕业去向，在主界面选择“其他形式就业”、

“升学”或“未就业”，再点击具体的毕业去向类型，按照不同

去向类型的具体要求，填写相关去向信息，上传证明材料，提交

学校（院系）审核。 

（1）“其他形式就业”包括签劳动合同就业、提供公招接收

函就业、其他录用证明就业、定向/委培毕业去向补充登记、自由

职业、国家基层项目、地方基层项目、科研助理管理助理、应征

义务兵、自主创业、部队军官或文职人员、医学规培生、国际组

织任职、出国出境工作。 

（2）“升学”包括境内升学、出国出境深造。 

（3）“未就业”包括求职中、签约中、拟参加公招考试、拟

创业、不就业拟升学、暂不就业、拟应征入伍、拟出国出境。 

注意：确保上传的证明图像材料清晰完整，每张图像材料不

要过大，最好不超过 300k，否则系统自动压缩，可能会影响图像

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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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式为定向/委培（不可网签）的毕业生，在登记系统只

能选择“其他形式就业”的“定向/委培毕业去向补充登记”，并

且定向/委培单位由学校上传，毕业生不能修改。如需修改培养方

式或定向/委培单位信息，请联系学校就业部门进行处理。 

 

图 30 选择毕业去向类型 

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毕业去向信息有误，在学校（院系）

审核之前，毕业生点击“撤回修改”，撤回后重新编辑去向信息

再提交审核。 

9.2 学校（院系）去向审核 

毕业生提交毕业去向信息后，将由学校（院系）进行审核。

若审核通过，完成毕业去向信息登记；若退回修改，毕业生需根

据退回修改原因修改去向信息后重新提交审核；若审核不通过，

登记去向信息直接作废，毕业生需重新选择毕业去向类型，填写

相关去向信息并上传证明材料，再次提交审核。学校（院系）在

审核时可直接修改毕业生登记的毕业去向类型及相关去向信息。 



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操作指南（毕业生-毕业去向填报模块） 

25 

学校（院系）去向审核通过后，如果毕业生需重新登记毕业

去向信息或与用人单位进行签约，进入该去向登记条目点击“作

废”，登记系统自动作废原毕业去向信息，无需学校（院系）审

核，但学校（院系）可查看毕业生的作废记录。 

  
图 31 去向信息作废 

10  消息提醒 

毕业生关注绑定“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公众号，除了

点击“去向登记”直接登录登记系统外，还可以接收到微信消息

提醒，包括用人单位发起的签约邀请、学校（院系）的审核结果、

签约及毕业去向信息被修改等，方便毕业生及时掌握签约及去向

登记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