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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与网上签约平台 

操作指南（学校、院系） 

 

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与网上签约平台（以下简称

“登记平台”）的毕业去向登记与网签模块支持毕业生自主登记

毕业去向及签约信息，学校、院系审核毕业生的登记信息。为方

便学校用户和院系用户更好地使用该模块功能，特制定本操作指

南。 

1  用户登录 

学校（院系）用户进入登记平台（wq.ncss.cn），选择“学校

登录”，使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就业管

理系统”）账号登录，如无账号请先联系上级用户进行创建。 

 
图 1 选择登录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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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户登录 

2  模块选择 

学校（院系）用户登录后进入选择功能模块的引导页。“毕

业去向登记与网签”用于管理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及签约信息，“档

案信息登记”用于管理毕业生的档案转寄信息，“户口信息登记”

用于管理毕业生的户口迁转信息。 

图 3 选择功能模块 

学校（院系）用户选择进入具体的功能模块，页面顶部可相

互切换。“毕业去向登记与网签”模块菜单栏主要包括首页、账

号管理、签约设置、学生管理、预警单位管理、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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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若省级用户尚未开启功能模块，则学校（院系）用

户不可进入该模块进行操作；2.仅学校用户菜单栏有账号管理、

签约设置、预警单位管理。 

图 4 功能模块界面 

3  模块首页 

学校（院系）用户在“毕业去向登记与网签”模块首页可下

载操作指南，查看本校协议经办人信息，查看在线签约、补登、

解约、去向登记中待审核的统计数据，数据实时更新，点击后可

跳转到对应菜单。 

4  账号管理 

学校用户如需添加院系账号或修改院系账号信息，应点击

“账号管理”跳转到就业管理系统操作，新增院系账号时需设置

模块管理权限。账号管理模块包括基本信息和就业信息、档案信

息、户口信息，权限分为读写、只读、无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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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原有的学校、院系账号默认基本信息和就业信息的权

限为读写，档案信息、户口信息为无权限，模块管理权限可由上

级账号进行修改。 

表 1 账号模块管理权限 

管理模块 权限 就业管理系统 登记平台 

基本信息和 

就业信息 

读写 
可管理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和

毕业去向信息 

可管理“毕业去向登记与网签”

模块的毕业生数据 

只读 
无法操作毕业生的基本信息

和毕业去向信息 

无法操作“毕业去向登记与网

签”模块的毕业生数据 

无权限 无法进入就业管理系统 
无法进入“毕业去向登记与网

签”模块 

档案信息 

读写 可管理毕业生的档案信息 
可管理“档案信息登记”模块的

毕业生数据 

只读 无法操作毕业生的档案信息 
无法操作“档案信息登记”模块

的毕业生数据 

无权限 无法操作毕业生的档案信息 无法进入“档案信息登记”模块 

户口信息 

读写 可管理毕业生的户口信息 
可管理“户口信息登记”模块的

毕业生数据 

只读 无法操作毕业生的户口信息 
无法操作“户口信息登记”模块

的毕业生数据 

无权限 无法操作毕业生的户口信息 无法进入“户口信息登记”模块 

 

 

图 5 设置模块管理权限 

学校用户在就业管理系统添加院系账号时，务必确保院系账

号的“院系”名称与学校导入应届毕业生名单的“院系”名称完

全一致，否则无法正常进行鉴证或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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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签约设置 

省级用户需先设置本省高校毕业生电子就业协议书类型，电

子就业协议书为固定模板。两方协议包括甲方（用人单位）、乙

方（毕业生），需学校（院系）鉴证；三方协议包括甲方（用人单

位）、乙方（毕业生）、丙方（学校），需学校（院系）审核。省级

用户设置完成电子就业协议书类型后，有基本信息和就业信息读

写权限的学校用户需完成签约设置，提交后本校毕业生才能使用

该模块功能。 

签约设置说明： 

（1）开启在线签约开关，补登开关、填报去向登记开关默

认同步开启，开启后毕业生即可与用人单位签约或登记毕业去向

信息。注意：开启后一旦毕业生或用人单位有任何操作，不可再

关闭。 

（2）设置审核方式为“仅校级审核”或“先院系再校级审

核”。若选择“先院系再校级审核”，需保证毕业生所在院系都有

对应的院系账号（院系名称完全一致），且每个院系至少有一个

有读写权限的账号。注意：如需修改审核方式，应确保没有任何

处于流程中的数据。 

（3）设置毕业生可提交解约申请最大次数（0-99 的整数）。 

（4）区分学历层次（全部、本专科、研究生）设置就业协

议经办人信息。就业协议经办人信息包括就业协议经办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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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学校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等，这部分内容将会展示在

毕业生电子就业协议书上，请确认后准确填写。 

图 6 签约设置 

6  学生管理：学生名单管理 

学生管理包括“学生名单管理”、“在线签约管理”、“已签纸

质就业协议登记信息管理（补登管理）”、“解约管理”、“其他毕

业去向信息登记管理（去向登记管理）”、“失效信息管理”六大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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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名单管理”显示的毕业生来源于就业管理系统上传的

毕业生名单，在此名单中的毕业生才可使用登记平台与用人单位

签约或登记毕业去向信息。登记平台支持应届毕业生操作，上一

届毕业生可操作到下一年的 1 月 31 日，往届毕业生只能查看过

往记录，不可操作。 

点击“详细”可查看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如毕业生基本信息

有误，请在就业管理系统更新。注意：1.提醒毕业生要仔细核对

基本信息是否正确，部分相关信息将显示在电子就业协议书中，

避免因毕业生信息有误影响后续签约；2.毕业生的手机号码、电

子邮箱需由毕业生在本人学信网账号信息中修改，并将自动同步

更新至就业管理系统；3.培养方式代码为 22 定向（可签约）、42

委培（可签约）的毕业生可正常使用登记平台与用人单位签约或

登记毕业去向信息，21 定向（不可网签）、41 委培（不可网签）

的毕业生仅可通过登记平台填报“定向/委培毕业去向补充登记”

信息。 

图 7 学生名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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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生管理：在线签约管理 

学校（院系）用户在“在线签约管理”中，对用人单位发起

的线上签约、毕业生申请电子就业协议线下签约的数据进行鉴证

或审核，可在“签约发起方”选择“单位”或“学生”分开处理。 

图 8 在线签约管理 

7.1 用人单位发起的线上签约管理 

此功能适用于用人单位已经在登记平台注册，由用人单位主

动发起与毕业生在线签约的情况。 

线上签约流程：在登记平台注册的用人单位向毕业生发起签

约邀请，填写单位及签约相关信息，经毕业生同意、学校（院系）

鉴证或审核通过后，线上签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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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线上签约流程图 

学校（院系）用户选择签约发起方为“单位”、签约状态为

“学生已同意签约，等待学院/学校审核”的数据条目，点击“鉴

证”或“审核”查看协议信息、单位信息及学生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用人单位信息是否准确、用人单位是否正常经营、是否为预

警单位等。 

注意：“在线签约管理”中的“签约状态”默认选中“就业协

议审核中，等待学院/学校审核”，应根据审核需要重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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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线上签约管理 

鉴证或审核页面展示了待鉴证或审核的信息、在就业管理系

统已报送的毕业去向信息，方便学校（院系）用户及时了解毕业

生情况。同时，展示了登记平台中的毕业生信息与就业管理系统

中的毕业生信息比对情况。若学校（院系）用户在就业管理系统

修改过毕业生的性别、民族、政治面貌、所在院系、学制、学号、

毕业时间等信息导致与登记平台信息不一致，学校（院系）用户

可点击“获取最新学生信息”，鉴证或审核通过后将实时同步该

毕业生的最新信息。注意：毕业生的姓名、学历、身份证号、院

校、专业等信息无法以此方法同步，学校（院系）用户应首先鉴

证或审核不通过，在就业管理系统修改信息后，再让毕业生重新

签约或登记去向信息。线下签约就业协议审核、已签纸质就业协

议登记审核、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记审核均提供以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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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线上签约鉴证或审核 

学校（院系）用户若鉴证或审核通过，则毕业生与用人单位

签约完成，毕业生就业信息将实时同步至就业管理系统，点击该

毕业生条目的“查看”进入详情页，可下载电子就业协议书存档；

若鉴证或审核不通过，则需要选择审核不通过原因，填写具体问

题，此时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约失败，双方应根据签约失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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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线上签约鉴证或审核不通过 

学校用户鉴证或审核通过后，可对毕业生的签约信息进行修

改或作废处理。点击“修改”按钮可修改毕业生签约信息中的部

分信息，修改后就业协议书信息同步修改，并同步更新至就业管

理系统。注意：若单位信息有误且无法修改，学校用户应鉴证或

审核不通过，并让用人单位联系登记平台企业客服（电话：010-

67410355）修改注册信息。点击“作废”按钮可直接将毕业生的

签约信息作废，作废后毕业生在就业管理系统的就业数据将被清

空。注意：作废前学校用户应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以防出现纠纷。 

图 13 修改或作废签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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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毕业生申请电子就业协议线下签约管理 

此功能适用于用人单位没有在登记平台注册，由毕业生主动

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进行线下签约的情况。 

线下签约流程：毕业生通过登记平台在线填写就业协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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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盖章后，

由毕业生或用人单位回传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经学校（院系）

签约鉴证或审核通过后，线下签约完成。 

 
图 14 线下签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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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业协议审核 

学校（院系）用户选择签约发起方为“学生”、签约状态为

“就业协议审核中，等待学院/学校审核”的数据条目，点击“审

核”查看协议信息、单位信息及学生信息。 

学校（院系）用户若审核通过，则生成电子就业协议书，毕

业生可下载打印，联系用人单位盖章；若退回修改，则毕业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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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毕业生的就业协议申请直接作废，毕业生需按照审核不

通过原因重新填写就业协议信息再次进行提交。 

图 15 审核就业协议信息 

毕业生在未经学校（院系）任何审核时，可自行撤回修改就

业协议信息，修改后重新提交学校（院系）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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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签约管理”中设有“下载当前查询数据”和“导出退

回修改学生名单”功能，分别用于下载筛选条件下的毕业生查询

数据和学校（院系）用户在鉴证或审核时“退回修改”的毕业生

数据。“已签纸质就业协议登记信息管理（补登管理）”、“解约管

理”、“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记管理（去向登记管理）”均有此功

能。 

（2）签约鉴证或审核 

学校（院系）用户选择签约发起方为“学生”、签约状态为

“签约审核中，等待学院/学校审核”的数据条目，点击“鉴证”

或“审核”查看已上传加盖用人单位公章的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

材料。注意：“在线签约管理”中的“签约状态”默认选中“就业

协议审核中，等待学院/学校审核”，应根据审核需要重新选择。 

学校（院系）用户若鉴证或审核通过，则签约完成，毕业生

就业信息将实时同步至就业管理系统；若退回修改，则毕业生需

根据退回意见重新上传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提交审核；若鉴证或

审核不通过，则线下签约申请直接作废，毕业生需重新在线填写

就业协议信息提交审核。注意：若毕业生电子就业协议书信息有

误，可在此阶段上传情况说明，学校（院系）用户鉴证或审核不

通过，再让毕业生重新填写就业协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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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签约鉴证或审核 

学校用户鉴证或审核通过后，可对毕业生的签约信息进行修

改或作废处理。如图 13 所示，点击“修改”按钮可修改毕业生

签约信息中的部分信息，修改后就业协议书信息同步修改，并同

步更新至就业管理系统；点击“作废”按钮可直接将毕业生的签

约信息作废，作废后毕业生在就业管理系统的就业数据将被清空。

注意：作废前学校用户应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以防出现纠纷。 

毕业生在学校（院系）签约鉴证或审核之前，可自行撤回重

新上传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再提交学校（院系）鉴证或审核。 



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与网上签约平台操作指南（学校、院系） 

17 

8  学生管理：已签纸质就业协议登记信息管理（补登管理） 

此功能适用于毕业生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纸质就业协议

书，由毕业生补充登记就业信息的情况。 

已签纸质就业协议登记信息流程：毕业生通过登记平台登记

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的纸质就业协议书上的就业信息，上传盖章

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图像材料，经学校（院系）审核通过后，完成

已签纸质就业协议登记信息。 

学校（院系）用户在“补登管理”中，可对已经与用人单位

签订了纸质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补充登记的就业信息进行审核。

学校（院系）用户选择签约状态为“签约审核中，等待学院/学校

审核”的数据条目，点击“审核”查看协议信息、单位信息、学

生信息及已上传的加盖用人单位公章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图像材

料。 

学校（院系）用户若审核通过，则完成就业协议信息补充登

记，毕业生就业信息将实时同步至就业管理系统；若退回修改，

则毕业生需根据退回原因修改登记信息后重新提交审核；若审核

不通过，则登记信息直接作废，毕业生需重新补充登记就业信息，

上传盖章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图像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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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补登管理 

学校用户审核通过后，可对毕业生的登记信息进行修改或作

废处理。如图 13 所示，点击“修改”按钮可修改毕业生登记信

息中的部分信息，修改后的信息将同步更新至就业管理系统；点

击“作废”按钮可直接将毕业生的登记信息作废，作废后毕业生

在就业管理系统的就业数据将被清空。注意：请谨慎使用作废功

能，以防出现纠纷。 

毕业生在学校（院系）审核之前，可自行撤回重新编辑补充

登记的就业信息再提交学校（院系）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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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生管理：解约管理 

学校（院系）用户在“解约管理”中，对用人单位或毕业生

发起的线上解约、毕业生提交解约材料申请的线下解约（包括已

签纸质就业协议登记信息审核通过后解约）的数据进行鉴证或审

核，可选择签约状态为“已同意解约，等待学院/学校审核”（线

上解约）、“解约中，等待学院/学校审核”（线下解约）的数据条

目，点击“审核”查看解约申请。 

注意：“解约管理”中的“签约状态”默认选中“解约中，等

待学院/学校审核”，应根据审核需要重新选择。 

图 18 解约管理 

9.1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线上解约管理 

此功能适用于毕业生已经与用人单位完成线上签约，由用人

单位或毕业生任意一方主动发起在线解约的情况。 

线上解约流程：在登记平台完成线上签约的用人单位或毕业

生向对方发起解约申请，经另一方（毕业生或用人单位）同意、

学校（院系）鉴证或审核通过后，线上解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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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线上解约流程图 

该部分数据条目的签约状态为“已同意解约，等待学院/学校

审核”。学校（院系）用户若鉴证或审核通过，则解约完成，毕业

生可与其他单位签约或登记毕业去向信息，就业管理系统中毕业

生的毕业去向将同步更新为“待就业”；若鉴证或审核不通过，

则解约失败，签约仍有效，用人单位或毕业生需按照解约失败原

因重新申请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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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线上解约鉴证或审核 

注意：当用人单位长时间不在登记平台上处理毕业生的解约

申请，导致毕业生无法正常解约，影响其继续签约或登记去向信

息时，学校用户在核实情况后可从签约状态为“学生发起解约，

等待单位应约”中选择该毕业生条目，点击“查看”后再点击“强

制解约”按钮，填写具体情况说明，提交后毕业生即完成解约。

特别提醒：该功能仅对学校用户开放，院系用户无此功能，请谨

慎使用，使用前应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以防出现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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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强制解约 

9.2 毕业生申请的线下解约管理 

此功能适用于毕业生已经完成申请电子就业协议线下签约

或已签纸质就业协议登记信息，由毕业生主动提交解约材料申请

线下解约的情况。 

线下解约流程：申请电子就业协议线下签约或已签纸质就业

协议登记信息审核通过后申请解约的毕业生，通过登记平台向学

校（院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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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证或审核通过后，线下解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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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线下解约流程图 

该部分数据条目的签约状态为“解约中，等待学院/学校审

核”。学校（院系）用户若鉴证或审核通过，则解约完成，毕业生

可与其他单位签约或登记毕业去向信息，就业管理系统中毕业生

的毕业去向将同步更新为“待就业”；若退回修改，则毕业生需

根据退回原因修改后重新提交审核；若审核不通过，则解约失败，

签约仍有效，毕业生如仍需解约，需根据审核不通过原因重新发

起解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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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线下解约鉴证或审核 

注意：当用人单位不能提供解约材料，导致毕业生无法正常

解约，影响其继续签约或登记去向信息时，学校用户在核实情况

后可让毕业生上传情况说明材料，点击“审核通过”后解约原因

选择“学生单方面解约”，填写具体情况说明，提交后毕业生即

完成解约。特别提醒：该功能仅对学校用户开放，院系用户无此

功能，请谨慎使用，使用前应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以防出现纠纷。 

 

图 24 学生单方面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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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生管理：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记管理（去向登记管理） 

此功能适用于其他各种就业形式就业及未就业的毕业生登

记毕业去向信息的情况。 

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记流程：毕业生通过登记平台选择毕业

去向类型，按照不同去向类型具体要求填写相关去向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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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院系）用户在“去向登记管理”中，可对毕业生登记

的其他毕业去向信息进行审核。具体包括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公招接收函、士官、医学规培、国际组织任职、出国出境工作）、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其他录用形式就业（聘用证明）、科研助

理管理助理（含博士后入站）、应征义务兵、国家基层项目（特岗

教师、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地方基层项目（特岗教师、选调

生、农技特岗、乡村医生、乡村教师）、自主创业、自由职业、

升学（专升本、考研、第二学士学位）、出国出境深造、定向/委

培毕业去向补充登记、待就业、不就业拟升学、其他暂不就业。 

注意：培养方式代码为 21 定向（不可网签）和 41 委培（不

可网签）的毕业生，仅可通过登记平台填报“定向/委培毕业去向

补充登记”信息，不能进行在线签约和就业协议信息登记，其他

毕业去向信息登记中的其余去向类型也不可见。 

学校（院系）用户选择去向登记状态为“去向登记审核中，

等待学院/学校审核”的数据条目，点击“审核”查看去向信息及

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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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去向登记管理 

学校（院系）用户若审核通过，则完成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

记，毕业生去向信息将实时同步至就业管理系统；若退回修改，

则毕业生需根据退回原因修改去向信息后重新提交审核；若审核

不通过，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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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审核。学校（院系）

用户在审核时点击“修改去向”按钮，可直接修改毕业生登记的

去向信息。 

 
图 26 去向登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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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用户审核通过后，仍可以对毕业生登记的去向信息进行

修改或作废处理。如图 13 所示，点击“修改”按钮可直接修改

毕业生的去向信息，修改后的信息将同步更新至就业管理系统；

点击“作废”按钮可直接将毕业生的去向信息作废，作废后毕业

生在就业管理系统的就业数据将被清空。注意：修改或作废毕业

生的去向信息前应与毕业生沟通确认一致，操作后登记平台将对

毕业生发送消息提醒。 

毕业生在学校（院系）审核之前，可自行撤回重新编辑去向

信息再提交学校（院系）审核。另外，若毕业生的去向信息已审

核通过，毕业生可在去向信息详情页自动作废原毕业去向信息，

无需学校（院系）审核，但学校（院系）用户可查看作废记录，

此时就业管理系统中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将同步更新为“待就业”。 

11  学生管理：失效信息管理 

“失效信息管理”记录了从就业管理系统删除的毕业生名单，

在此名单中的毕业生不可再使用登记平台与用人单位签约或登

记毕业去向信息，所有签约或去向登记状态失效。 

图 27 失效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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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就业管理系统重新上传了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则该毕业

生将在 1 小时内从“失效信息管理”名单中消失，恢复其原签约

或去向登记状态，并重新同步至就业管理系统，如需实时恢复，

可在就业管理系统点击“恢复网签数据”。 

 

图 28 恢复网签数据 

12  预警单位管理 

学校用户可在“预警单位管理”中，将违规单位、虚假单位，

以及涉及就业歧视、虚假宣传等问题的用人单位标记为预警单位。

注意：院系用户无此功能。 

图 29 预警单位管理 

在本校毕业生填写或查看用人单位信息，以及学校（院系）

用户鉴证或审核用人单位信息时会对预警单位进行提醒。若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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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被 5 所及以上学校标记，则该预警信息会对所有使用登记平

台的毕业生和学校（院系）用户进行提醒。 

13  数据统计 

学校（院系）用户可在“数据统计”中，查看毕业生签约及

毕业去向登记的实时统计数据。 

图 30 数据统计 

14  数据同步 

登记平台启用后，经学校用户审核通过的毕业生签约及毕业

去向信息会自动同步到就业管理系统，实现就业数据实时上报。

当毕业生解约完成、签约及毕业去向信息作废时，该毕业生在就

业管理系统的毕业去向更新为“待就业”。 

注意：从登记平台同步到就业管理系统的就业数据，不能在

就业管理系统直接更新。 

15  微信短信消息提醒 

学校、院系应发动毕业生关注绑定“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

台”公众号，毕业生可点击“网签/去向登记”直接登录平台，还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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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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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审核结果、签约及去向信息被修改等，方便及时掌握签约

及去向登记进度。另外，当签约及去向信息被修改时，毕业生会

收到来自登记平台的短信消息提醒，登录后可查看详情信息。 

  
图 31 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