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6

深圳市人才引进入户流程（在职人员）

 在职人才引进（非应届毕业生）

要在深工作满 1 个月（在深购买社保记录满 1 个月）后方能申请
1、 登录“ 深圳市人才引进（ 毕业生、 在职人才引进） 测评与申报系统 ”

（https://hrsspub.sz.gov.cn/rcyj/，以下简称人才引进系统 ），在个人用户登录处

点击“注册”，填写注册信息，注册个人帐户。注册成功后通过个人用户登录系统，选

择 “在职人才引进”，根据系统提示选择本人所符合的申办条件并填写个人信息。

填报个人信息指引：
（1） 请认真填写所有的信息，包括配偶、子女的姓名、身份证等信息，如有错误将要撤

回重新申报；

（2） 申报方式选择“单位申报”；

（3） 如户籍类别为农业户口的，先在户籍所在地办理“农转非”户口后再申报；

（4） 迁出地登记机关：户口簿首页右边盖章的派出所全称

（5） 迁入地行政区划：光明新区

（6） 迁入地登记机关（派出所）：新湖所

（7） 关于随迁子女，如夫妻双方同时申请入深户，随迁子女只能跟随一方申请，不能双

方同时选择随迁。随迁子女需与本人在同一户口本上，具备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或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技师及以上职业等级资格且申请人与随迁子女户口

性质一致的（同为城镇户籍或同为农业户籍），可申请办理异地随迁。但市内院校

毕业生如户口已迁入学校集体户的，不能办理异地子女随迁。随迁子女要求是本人

生育且抚养权归属本人的未满 18 周岁的子女（大中专院校在校生除外），

一般政策内 2 个小孩是可以的。

（8） 人才引进信息中的教育信息专业必须跟毕业证上一致，学历证书编号一定要细心

填写，一般是 18 位数字。

（9） 工作学习情况（重点留意） 1）

要从高中(中专)填起，

2） 工作学习经历要连贯，上下两个经历之间时间间隔不能超过 180 天,中间

如果待业的,写待业经历。

3） 最后一段工作经历需填“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日期填到“今



天”。

4） 有出国经历 1 个月以上的需填写。

（10） 户籍地是否有人事档案关系，即个人户籍和档案是否在同一个地级市，一般填

“是”。深圳入户要求户籍和档案在同一个地级市，如户籍地暂无人事档案关系，

则需先将个人档案转到户籍所在地级市有档案保管权的单位。个别档案在省级档

案保管单位的，户口在同一省内即可，如档案在广东省人才服务局，户口在广东

省内也算在同一地级市。

（11） 个人身份可与档案保管单位确认是“干部”或“工人”，一般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毕业或老一代全日制中专学历毕业的均为“干部”身份。

（12）（重要） “调出单位”与“调出审批（主管）单位”一般填档案保管机构名称，

填写的单位须与办手续时盖的公章完全一致（每一个字均吻合）。请申请人致电

档案保管的单位认真确认。

（13） 在深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

（14） 行业类别：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5） 拟安排岗位：填岗位系列即可，不需要填科室、职称。如“医生”“专职科研”“护

理”“医技”“药剂”“行政后勤”“工勤”

2、 填报完成后，点击“保存”--点击“按当前填报信息测评”—测评通过后，选择呈报

单位后保存提交。

入户申报条件：

1 经人社局认定国家级领军人才，60 周岁以下；

2 经人社局认定地方级领军人才，55 周岁以下；

3 经人社局认定后备级人才，40 周岁以下；

4 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或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历，45 周岁以下，必须全日制
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5 普通高等教育大专学历，35 周岁以下，必须全日制大专毕业；
中专以上学历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50 周岁以下（对于具有高级职称人6

员，年龄介于 45-50 之间人群）
7 中专以上学历并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45 周岁以下（对于初始学历非全日制

本科或年龄介于 35-45 之间的人群）

8 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且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的人员

9 具有技师职业资格，且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的人员



10 在世界技能大赛和国家级一、二类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人员，或获得“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技术能手”、“广东省技术能手”、“深圳市技术能手”称号人员，或受深圳市委、市政

府表彰的人员，45 周岁以下

11 按照深圳市人才引进综合评价分值表测评达到 100 分，且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的

人员

3、 医院人事部门审核信息后提交，打印《深圳市人才引进申报材料清单》、《深圳市在职人才
引进呈报表》。

4、 医院人事部门将已盖好章的《申报材料清单》、《深圳市在职人才引进呈报表》、及《调

档函》发给申请人，申请人贴好照片、签字、核对信息，把《深圳市在职人才引进呈

报表》拿回调出审批（主管）单位盖章和调档案，并按《申报材料清单》要求准备材

料上传至人才引进系统。（开具调档函请将姓名、身份证号、调档函抬头（咨询档案保管

单位）用企业微信发给人事处赖彦彤老师）

准备申请材料清单指引：

（1）《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可登陆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http://www.chsi.com.cn，简称学信网）进行在线验证，并打印。网上核查有效期

请选择 24 个月或以上（180 天*5 以上）；也可提供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中心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硕士及以上学历还需要提供《教

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学信网可申请。准备好后以PDF形式发送至赖彦彤老师企业 微

信。

1 户口本复印件必须把户口本首页及个人页复印在一页 A4 纸上。户主也一样是户口

本首页+户主个人页复印在一页 A4 纸上。

2 在人才引进系统填报好信息后要到深圳市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最近的医院为中

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在中山七院APP或者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健康

管理中心的号，体检时要说明是入户体检，带身份证原件及一寸彩色照片）。

http://www.chsi.com.cn/


5、 申请人按照《申报材料清单》要求准备好所有申报材料，用 A4 纸整理清晰，并按材
料清单所列顺序排好上传至人才引进系统。所有书面申报材料（含在办理过程中须补
正的材料）须在《深圳市在职人才引进呈报表》标注的受理截止时限内上传至人才引
进系统， 逾期不予受理。

6、 医院人事部门在收到申请人人事档案后，审核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及档案并在人才引进
系统上提交市人力资源部门审核，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则系统“秒批”，不符合要求
的退回补正相关材料再次报送。

7、 对于已经市人力资源部门审批通过的人员，系统显示状态为“待打印招、调通知”，
医院人事部门打印《招、调用员工通知》及后续的落户指引发给申请人。

8、 《准予迁入证明》办理：进行户政业务预约（预约方法见《深圳市户籍迁入指标
卡》），携带下列材料到 光明新区行政服务大厅户政业务窗口办理《准予迁入证明》：

（1）《调动通知》（一式三份）；

（2）《深圳市户籍迁入指标卡》（目前更改为短信）；

（3）申请人及随迁子女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军转干部及复退军人本人免提供）、

身份证（或转业证或退出现役证或复员证）（原件、复印件）；已注销户口的国外引进留学生

提供原被注销户口的底册（复印件加盖派出所户口专用章）或户口注销证明、最近一次回国时

使用的中国护照（复印件并交验原件）；

（4）已婚、再婚、离异人员提供历次婚姻法律文书（原件、复印件）；

（5）随迁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随迁子女属收养子女的提供《收养登记证》（原件、

复印件）；

（6）集体户口本扉页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7）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户口接收证明（加盖单位公章）

备注：行政服务大厅详细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公共服务平台一楼（牛山路、德雅路交汇

处）0755-88212021

办理《准予迁入证明》也可通过网上户政窗口办理：关注“深圳公安”微信公众号，在

“民生”菜单提交申请，待审批通过后再行预约前往拟入户地公安机关办理。（单位集体户户

号：633210938）

9、 《户口迁移证》办理：携带《准予迁入证》（第二联）到原户籍地公安部门办理《户口
迁移证》。（户籍在广东省内的申请人，不需返回户籍地办理迁出，待收到入户通知
信息后，预约前往新湖派出所办理入户。）

10、 落户手续办理：携带下列材料，在迁移证有效期内到新湖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16周岁
以上人员需同时申领二代身份证）：

（1）《户口迁移证》；

（2）《准予迁入证明》（第三联）；

（3）办理《准予迁入证明》所提供的入户材料（详见第8点）；

（4）第二代身份证照片回执；

（5）一寸白底免冠照片一张；

（6）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1、 根据深圳社保规定，深户可办理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因社保系统户籍信息无法自动变

更，您的落户手续办理完成后，请企业微信发送“已落户+姓名+身份证号”告知人事处

赖彦彤老师，联系电话：0755-81206192。



其他重要提示：

 关于申报年龄和各项条件的计算
人才引进申报年龄及各项条件的截止时间计算，以呈报单位在人才引进系统最后一次提

交信息成功为准，在提交信息成功时，申请人需具备与所申报信息一致的相关资质。在撤销

修改信息时，请注意申报年龄的问题。如撤销修改后重新提交信息，申报年龄及各项条件的计

算均以重新提交信息的时间为准。重新提交信息后因超龄或其他原因不符合人才引进条件

的，人力资源部门不再受理其人才引进申请。年龄计算范例：如申请人 1972 年6 月1 日出

生，2017 年 5 月 31 日及之前为 45 周岁以下。



公租房申请

联系人：后勤处总务科 潘老师 18926501060
2022 年应届生公租房申请信息收集表.xlsx
https://kdocs.cn/l/ciUK4aoIigAQ
入职需要申请公租房请填写一下表格↑。

一.申请要求及标准

1. 要求：

（1） 租赁对象需为深户或已办理居住证（可后补材料）

（2）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深圳市区未拥有任何 形
式自有住房且未在本市租住任何形式的保障性住房。

2. 申请标准：

（1） 中级双职工、中级已婚两孩、初级双职工两孩可申请三房；

（2） 中级职称、初级双职工及初级已婚一孩可申请两房；（初级职称包含助
理岗）

（3） 初级已婚可申请一房一厅或小两房；

（3）其他人员可申请单间或合租。

二、房屋信息
单间：

（1） 东明公寓（少量房源），距离医院 6.5 公里，有直达公交车，M411
面积 42-45 平左右，租金：12.5 元/平，物业费：105 左右

（2） 峰荟花园（少量房源），距离医院 8.5 公里，有直达公交车，M411
面积 35 平左右，面积：租金：16 元/平，物业费：物业费：100 左右

（3） 光侨雅苑（充足房源），距离医院 9.9 公里，有直达公交车，高峰专

线 149 号

面积：37-38 平左右，租金：19 元/平，物业费：110 左右
以上房源均为空房，家具电器需自行购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