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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招聘服务机构及网站

一、自治区本级招聘服务网站

1.  网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

网址：http://rst.xinjiang.gov.cn

功能：政务公开、办事服务、政务服务、互动交流

联系方式：0991-12333

2.  网站：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

网址：https://www.xjggjy.com

功能：新闻资讯、招聘招考、就业指导、创新创业、

政策法规信息发布

联系方式：0991-4606779

3. 网站：中国新疆人才网

网址：www.xjrc365.com

功能：发布求职、招聘、就业指

导、创业服务、政策法规

信息，举办网络招聘会、

开展求职者就业需求调查等。

联系方式：0991-4606779、0991-4617007

微信公众号：新疆 365 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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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站：新疆人事考试网

网址：www.xjrsks.com.cn

功能：发布各类人事考试信息

联系方式：0991-4650800

微信公众号：新疆人事考试中心

二、各地州市招聘服务机构及网站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公共服务机构：

伊犁州就业服务管理局

网站：伊犁州就业服务网

网址：https://www.bjrc365.com

功能：现场招聘会展位预订及发布

岗位；网络招聘会展位预订

及发布岗位；个人求职登记、投递电子简历；大

学生档案查询；应届毕业生报到证改派

联系方式：0999-8997368

微信公众号：伊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经营性服务机构：

伊犁公众多媒体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绿河谷 · 伊犁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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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ylnet.com.cn

功能：企业招聘、个人求职

联系人：祁惠琴

联系方式：0999-8096122

塔城地区

公共服务机构：

塔城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网站：塔城人才网

网址：https://tc.xjrc365.com/index_new.jsp

功能：企业招聘、个人求职

联系方式：0901-6220928

阿勒泰地区

公共服务机构：

阿勒泰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网站：阿勒泰人才网

网址：https://alt.xjrc365.com/index

             _new.jsp

功能：企业招聘、个人求职

联系方式：0906-2100312

微信公众号：阿勒泰市招聘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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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市

公共服务机构：

克拉玛依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网站：克拉玛依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网址：https://ggjy.klmy.gov.cn/

功能：求职招聘、档案查询、

创业见习服务就业政策等

查询、考试报名

联系方式：0990-6228030

微信公众号：克拉玛依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公共服务机构：

博州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网站：博州人才网

网址：https://boz.xjrc365.com/index_new.jsp

功能：求职、招聘服务

联系方式：0909-231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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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回族自治州

公共服务机构：

昌吉州公共就业服务局

网站：昌吉州就业服务网

网址：http://www.cjzjyw.com/

功能：就业信息发布、求职人员登

记、网络招聘

联系方式：0994-2206055

微信公众号：昌吉州就业局

乌鲁木齐市

公共服务机构：

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网站：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服务平台

网址：http://www.wlmqrc.com

功能：企业发布岗位信息、求职者

发布简历、举行线上招聘会

联系方式：0991-4680619

微信公众号：乌鲁木齐市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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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服务机构：

1.  新疆才特好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网站：新疆招聘网

网址：http://www.xjrc.cn

功能：招聘服务

联系人：李晓毅

联系方式：0991-2849633

2.  新疆人才网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网站：新疆人才网

网址：https://www.xjhr.com

功能：互联网人力资源服务平台

联 系 人：孟卫红

联系方式：0991-3693111

哈密市

公共服务机构：

哈密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网站：哈密人才网

网址：https://hm.xjrc365.com/index

            _new.jsp

功能：企业招聘、个人求职

联系方式：0902-2257183

微信公众号：哈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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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服务机构：

哈密市微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站：哈密微招聘

网址：https://job.hmwsh.com

功能：提供哈密求职招聘信息

联 系 人：徐雯雯

联系方式：0902-8220000

吐鲁番市

公共服务机构：

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网站：吐鲁番就业服务网

网址：www.tlfjy.net

功能：人事人才招录招聘、就业咨

询、政策法规、资料下载、

网络招聘、直播招聘、视频

面试等

联系方式：0995-7603025

微信公众号：吐鲁番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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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公共服务机构：

巴州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网站：巴州公共就业服务网

网址：https://www.bzggjy.com

功能：政策宣传、求职招聘

联系方式：0996-2018721、

0996-2223335

微信公众号：巴州公共就业服务

阿克苏地区

公共服务机构：

阿克苏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网站：阿克苏招聘网

网址：https://www.xjakshr.com

功能：公告、信息发布通知，

招聘求职

联系方式：0997-2123447

微信公众号：阿克苏地区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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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公共服务机构：

克州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网站：克州人才网

网址：https://kz.xjrc365.com/index

            _new.jsp

功能：发布求职、招聘信息，办理

求职登记、企业招聘登记。

联系方式：0908-4222176

喀什地区

公共服务机构：

喀什地区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网站：喀什人才网

网址：https://ks.xjrc365.com/index

_new.jsp

功能：企业招聘、个人求职

联系方式：0998-2671073 

微信公众号：喀什地区就业和招聘信息资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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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地区

公共服务机构：

和田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网站：和田就业服务网

网址：https://jiuye.xjht.gov.cn/

功能：发布招聘信息，求职登记，

企业招聘登记

联系方式：0903-2029020

微信公众号：和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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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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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政策及咨询电话

一、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

（一）各类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按企业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费之和给予补贴，最高补贴标准不超过自治区上年度职工社

会平均工资的 100% 为缴费基数计算的社会保险费。

（二）对企业开展新招用高校毕业生岗前培训的，给予

全额职业培训补贴。

（三）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

的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

军人、高校毕业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

乡创业农民工、大学生村官、网络商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农村自主创业农民、刑满释放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

职工人数 15%（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8%）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可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创业担保

贷款。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按照

贷款合同签订日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贴息。

（四）企业招用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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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注明 “ 企业吸纳税收政策 ”）的高校毕业生，与

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

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 年内按实际招用

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7800 元。

二、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就业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

高校毕业生到各类企业就业，按照企业为其缴纳的社会

保险基数，其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

失业保险费部分，给予全额补贴。

三、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

（一）高校毕业生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

的，按其实际参加的社会保险种类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并按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最长 3 年的生活补贴。

（二）自治区统筹实施 “ 三支一扶 ” 计划等基层就业服

务项目，对参加基层服务项目的高校毕业生，给予工作生活

补贴和落实社会保险待遇，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享受考研加分

政策。

（三）县及乡镇机关招录人员设置一定比例职位，定向

招录基层项目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县及县以上

事业单位基层项目服务期满的高校毕业生开展专项招聘。

四、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享受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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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校及离校 5 年以内的未就业普通高等学校、职

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在自治区范围内领取工商营业执照

（或其他法定注册登记手续），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的，可

享受一次性 2000 元的创业资助，创业实体只能申请享受一

次，不能与就业援助金重复申领。

（二）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办小商店、小餐厅、小超市、

小作坊、小饭店等微创业项目的，可申请最高不超过 5000

元的就业援助金。

（三）对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自主

创业的，可申请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

期限不超过 3 年，确有原因无法如期还款的，可展期 1 年，

展期不贴息。

（四）毕业年度内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自

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 年（36 个月，下同）内

按每户每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

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

所得税。

（五）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到人社部门认定

的创业孵化基地创业，享受就业创业服务、房租减免等优惠

政策。

（六）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

培训的，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可享受创业培训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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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享受的优惠政策

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的，可享受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之和的全额社会保险

补贴。

六、困难高校毕业生在离校前可以享受的补贴政策

毕业学年的高校毕业生，符合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身

体残疾毕业生、已获得国家或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毕业生、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贫困残疾人家庭毕业生、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家庭毕业生条件之一的，可在就学地申请 1000 元 /

人的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七、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

生享受的优惠政策

招用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在公益性

岗位就业的用人单位，可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

贴，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岗位补贴标准原则上

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补贴标准以自治区上年

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 60% 为缴费基数，按用人单位为其

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和

失业保险费之和给予补贴。

八、见习单位组织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享受的优

惠政策

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 16-24 岁失业青年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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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个月的就业见习，见习期间按规定给予见习补贴，见习

补贴用于见习单位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为见

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见习期未满即与见习毕业

生签订 2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将剩

余期限的见习补贴按月补发给见习单位。

九、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咨询电话

新疆人社 12333：0991-1233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就业促进处：0991-368967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部：0991-353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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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
派遣服务流程

一、高校毕业生派遣、实名报到登记服务流程

（一）签订了就业单位，能够接收档案和户口的毕业生。

《就业报到证》直接派到就业单位（就业单位有上级单

位的，直接派往上级单位），毕业生按照单位要求，持《就

业报到证》、毕业证、三方协议或其他就业证明材料到用人

单位直接报到，户口、档案及组织关系随转。

（二）签订了就业单位，但不能接收档案和户口的毕业

生。

《就业报到证》需派回生源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地州市或县市区），毕业生应按自治区实名报到要求，持

《就业报到证》、毕业证、已就业证明材料、身份证等材料

原件或复印件回生源地或委托他人到户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实名报到登记，也可以在求职地或就业单

位所在地进行实名报到登记。

（三）离校未就业毕业生。

《就业报到证》需派回生源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地州市或县市区），毕业生应按照自治区实名报到的要求，

持《就业报到证》、毕业证、身份证等材料原件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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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生源地或委托他人到户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进行实名报到登记，也可以在求职地进行实名报到登记。

（四）升学、参军入伍、出国、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

毕业生。

《就业报到证》需派回生源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地州市或县市区），毕业生应按照自治区实名报到的要求，

持《就业报到证》、毕业证、身份证和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或

复印件，回生源地或委托他人到户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进行实名报到登记，也可以在求职地进行实名报到

登记。

（五）其他省区市高校新疆籍毕业生。

1. 有就业单位且能够接收档案和户口的毕业生，按照用

人单位的要求，持相关材料直接到就业单位报到。

2. 有就业单位但不能接收档案和户口的毕业生，《就业

报到证》需开回毕业生户籍地的地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毕业生本人或委托他人携带《就业报到证》、毕业证、

已就业证明材料、身份证等材料复印件，到户籍所在地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实名报到登记。

3. 未就业的毕业生，《就业报到证》需开回毕业生户籍

地的地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毕业生本人或委托他人

携带《就业报到证》、毕业证、已就业证明材料、身份证等

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到户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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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名报到登记。

二、高校毕业生调整改派服务流程

（一）调整改派前有就业单位的毕业生：

1. 应与原就业单位解除就业协议或劳务合同。

2. 本人与毕业院校联系申请变更网上（新疆公共就业服

务网）信息。提供材料：解约的相关证明材料、身份证复印

件、毕业证和新签单位的接收材料（三方协议、劳动合同、

接收材料等其中一项材料）。

3. 持报到证原件、解约的相关证明材料、身份证复印件、

毕业证和新签单位的接收材料（三方协议、劳动合同、接收

函等其中任一项材料）到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共

就业服务中心（毕业生为非师范类本专科生）或教育厅（毕

业生为师范院校本专科毕业生和研究生）进行调整改派。

（二）调整改派前没有就业单位的毕业生

1. 本人与毕业院校联系申请变更网上（新疆公共就业服

务网）就业信息。（提供材料：新签单位的接收材料（三方

协议、劳动合同、接收函等其中任一项材料）

2. 持报到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新签单位的接收材料

（三方协议、劳动合同、接收函等其中任一项材料）到自治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或教育厅进行调

整改派。（备注：其中需要调整改派到其他省区市部分省市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毕业生还需提供就业单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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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高校毕业生接收申请表》）

（三）网上申办流程

1. 方式一：

（1）个人登录 “ 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 ” －点击 “ 调整

改派 ” 栏目－录入协议书

（2）高等院校登录 “ 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 ” －点击 “ 调

整改派审核 ” 栏目－审核学生录入协议书

（3）院校审核后带报到证原件等相关证明材料到自治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或教育厅现场办理。

2. 方式二：

（1）高等院校登录 “ 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 ” －点击 “ 就

业信息维护 ” －点击 “ 维护协议就业信息 ” －录入学生就业

协议信息。

（2）高等院校录入学生就业协议信息后，点击 “ 签约

信息管理 ” 栏目－ “ 点击学校录入协议书管理 ” －提交学校

录入协议书

（3）院校审核后带报到证原件等相关证明材料到自治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或自治区教育厅

现场办理。

（四）需调整改派的其他省区市高校新疆籍毕业生

1. 就业地在新疆需调整改派的其他省区市高校新疆籍毕

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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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户籍所在地或就业单位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登记、更新就业信息。（提供材料：身份证复印件、

毕业证和新签单位的接收材料（三方协议、劳动合同、接收

函其中任一项材料）。

（2）到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共就业服务中

心进行调整改派。（提供材料：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和新

签单位的接收材料（三方协议、劳动合同、接收材料等其中

一项材料）。

2. 就业地在其他省区市的高校新疆籍毕业生

持报到证原件到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共就业

服务中心或教育厅审核调整改派。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遗失补办流程

（一）新疆院校毕业生办理流程

1. 自毕业之日起五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1）本人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网上提出申请，经毕

业院校核实信息确认无误后，在网上发布遗失公告，毕业院

校同时给毕业生出具补办申请表。

（2）7 天公示期后，由毕业生本人或委托他人携带补

办申请表和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到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公共就业服务中心（非师范院校大专、本科毕业生）或

教育厅（师范院校毕业生和研究生）申请办理补发新证。

2. 自毕业之日起五年后遗失的毕业生不再补发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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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毕业院校联系出具《补办申请表》（申请表须

写报到证编号和初次分配地）

（2）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或自治区教育厅出具《报到证证明》。

3. 网上申办流程

（1）个人用户（区属高校毕业生）登录 “ 新疆公共就

业服务网 ” －点击 “ 报到证遗失补办 ” －点击 “” 遗失补办

申请填写信息

（2）高等院校登录 “ 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 ” －点击 “ 就

业方案管理 ” 栏目－点击 “ 报到证补办审核 ” 审核学生申请

信息并出具补办申请表

（3）7 天公示期到期后持补办申请表等相关证明材料

到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或教育厅

现场办理。

（三）其他省区市院校毕业生的报到证补办须到报到证

签发地办理。

自治区人社厅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地址： 乌市水磨沟区

南湖东路 19 号。

联系方式：0991-4659620

自治区教育厅：乌市天山区胜利路 229 号

联系方式 ：0991-7606191    0991-760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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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亚欧大陆

中部，地处中国西北边陲，行政区域辖 4 个地级市、5 个

地区、5 个自治州，总面积 166.49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

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边境线长达 5600 多公里，占全

国陆地边境线的四分之一，与周边 8 个国家接壤，拥有 15

个国家口岸，12 个省级口岸，是中国面积最大、交界邻国

最多、陆地边境线最长的省区，具有东进西出、全方位开

放的地域优势。新疆在历史上是 “古丝绸之路 ”的重要通道，

现在是第二座 “ 亚欧大陆桥 ” 的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核心区，也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运输通道，区

位优势得天独厚，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2021 年，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

党的治疆方略，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

实力进一步增强，就业形势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983.65 亿元，主要指标超额完成

目标任务，实现 “ 十四五 ” 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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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得名于伊犁河，素有 “ 塞外

江南 ” 美誉，是历史上著名的 “ 天马之乡 ” 和古丝绸之路北

道要冲。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于 1954 年 11 月，辖塔城、

阿勒泰两个地区和 11 个直属县市，首府设在伊宁市，是全

国唯一既辖地区、又辖县市的自治州。通常所讲的 “ 伊犁 ”，

是指伊犁州直区域 8 县 3 市（不含塔城、阿勒泰地区），面

积 5.65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84.8 万人，有 47 个民族。

驻有兵团第四师、第七师和伊犁师范大学、新疆矿冶局、天

西林管局等中央、自治区直属单位（企业）。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历史悠久，地缘优势突出，水土光热资源得天独厚，矿

产资源富集，生态环境优越，旅游资源独具魅力，是我国向

西开放的重要窗口、祖国西北重要生态屏障和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重要支点。

　　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为古准噶尔语，意为 “ 优美的

牧场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也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

中国西部桥头堡和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拥有我国西

部最大的风力发电厂。居住在乌鲁木齐的 51 个少数民族的

民族风俗、宗教文化、建筑风貌、节日庆典、服饰装束、

工艺土产、风味佳肴、娱乐习俗等构成了浓郁多姿的民族

风情。乌鲁木齐地势起伏剧烈，气候差异显著，有险峻的

冰峰峡谷、出露完整的地质刻面、规模宏大的化石产地，

旅游资源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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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州取 “ 昌盛吉祥 ” 之意，成立

于 1954 年，是全国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一。下辖 5 县、2 市、

3个国家级园区，共有79个乡镇（街道）、611个行政村（社区），

驻有兵团六师、八师、十二师共 21 个团场，州域总面积 7.35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61.35 万人，生活有汉、回、哈、维等

42 个民族，连续两届被命名为 “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

毗邻首府乌鲁木齐市，距乌鲁木齐国际机场 18 公里。矿产

资源富集，已探明矿产40余种，其中煤炭预测储量5732亿吨、

占全国的 12%；拥有 A 级以上景区 55 家，国家及自治区乡

村旅游重点村 12 个，是 “ 乌昌吐石克 ” 重要的游客集散地

之一。规上工业企业达 412 家，数量全疆第一。

　　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地处新疆北部，与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蒙古三国接壤，边境线长 1197 公里。全区总面积

11.8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66.86 万人，有哈萨克、汉、回、

维吾尔、蒙古等 36 个民族，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 56%。

下辖 6 县 1 市，均为边境县（市）。阿勒泰是中国西北唯一

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北通道和新疆参与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地区，已拥有 3 个国家一类陆路

口岸。阿勒泰生态环境优越，森林面积 4000 多万亩，是全

国六大林区之一，新疆第一大天然林区，是国务院确定的水

源涵养型山地草原生态功能区，是北疆水塔、中国雪都。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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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泰旅游资源独特，有旅游资源单体 724 处，其中世界级旅

游资源 33 处，现有 A 级旅游景区 45 家，其中 5A 级景区 3

家。特别是位于世界滑雪黄金纬度，雪质雪量雪期、气温风

速湿度环境等滑雪条件均为世界一流；冰雪文化源远流长，

作为 “ 人类滑雪起源地 ” 享誉世界冰雪运动界，是自治区确

定的冬季冰雪旅游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

　　塔城地区：塔城地区位于祖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

接壤，边境线长 540.6 公里，辖四县三市（塔城市、额敏县、

乌苏市、沙湾市、托里县、裕民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总面积 10.5 万平方公里，由汉、哈、维、回、蒙等 29 个民

族组成。塔城地区区位优势明显，新疆塔城国家级重点开发

开放试验区是目前西北地区唯一 一个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

验区，境内拥有国家一类口岸－巴克图口岸，塔城地区资源

丰富，有耕地900万亩、天然草场1亿多亩，已发现矿种57种，

是新疆重要的农牧产品生产基地和能源资源开发基地。塔城

地区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共居、共学、共事、

共乐的良好氛围。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博尔塔拉 ” 系蒙古语，汉语

意为 “ 青色草原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与哈萨

克斯坦接壤。博州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 中通道 ” 国内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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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连接点，是新疆乃至全国对中亚、欧洲陆路开放的重要枢

纽和国家进口能源资源陆上安全大通道，是我国向西开放的

前沿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中亚、东欧发展的重要支点城市。

博州是全国重要的优质棉出口基地、枸杞生产基地和新疆禽

蛋生产基地、国家级冷水鱼良种繁育基地，有着富集的非金

属矿产资源，石英岩、花岗岩、湖盐等都具有储量大、品质

优、易开采的特点，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前景广阔。

在 2.7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富集了浩瀚沙漠、苍茫戈

壁、葱郁绿洲、广袤草原、逶迤雪山、湛蓝湖泊、丝路古道、

民族风情等各类旅游资源，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湿地

公园 — 赛里木湖，有我国西北重要生态屏障 — 艾比湖，有

亚洲面积最大的梭梭林—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有中国最后一片净土 — 夏尔希里，景区、保护区面积占到

全州总面积的 18%。博州阿拉山口市成功获批陆上边境口岸

型国家物流枢纽，温泉县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精

河县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

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博乐市荣膺全国文明城市

荣誉称号。

　　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 ” 系维吾尔语 “ 黑油 ” 的意思，

是世界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被誉为共和国石油长子、

中国石油工业的西圣地。60多年来，克拉玛依从当初 “没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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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 ” 的戈壁荒原，建成中国西部第一个

千万吨级大油田，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油石化基地，建起了一

座和谐现代宜居的全国文明城市，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开

放的克拉玛依是一座经济繁荣的现代化新型工业城市，是一

座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活力城市，是一座和谐宜居的可持续发

展城市。诗人艾青曾经这样动情地比喻克拉玛依，“ 最沉默

的战士，有最坚强的心。克拉玛依，是沙漠的美人 ”。今天

的克拉玛依人，正以奋发有为、只争朝夕的坚强意志，努力

让曾经的 “沙漠美人 ”变得更美丽、更富饶、更现代、更文明。

　　哈密市：哈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级市，位于新疆东

部，地跨东天山南北，是新疆通向中国其他省区市的要道，

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有 “ 西域襟喉，中华拱卫 ” 和 “ 新

疆门户 ” 之称，设有国家一类季节性开放口岸 —— 老爷庙口

岸，是新疆与蒙古国发展边贸的重要开放口岸之一。哈密市

辖伊州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伊吾县，境内驻有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吐哈石油勘探指挥部等 20 多个中央、

自治区单位。哈密市融南北疆景色和气候于一地，自然景观

丰富，全市有 4A 级景区 5 个、3A 级景区 4 个，巴里坤大草

原是新疆三大草原之一，伊吾县淖毛湖 47.6 万亩胡杨林为世

界仅存的三大胡杨林之一。哈密市矿产、风光能资源丰富，

区位交通优势明显，盛产哈密瓜、哈密大枣等特色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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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鲁番市：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其他省区市、南北

疆及中亚地区的交通枢纽。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重镇，是世

界上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伊斯兰文

化四大体系和七大宗教交融交汇点。吐鲁番矿产、光热资源

十分丰富，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现已开发旅游景点 27个，

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3 处，境内有中国大陆最低点艾丁

湖、中国最热的地方火焰山。交河故城、高昌故城于 2014

年 6 月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蒙古语意为 “ 富饶的流域 ”。

巴州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矿产资源丰富，拥有全

国三大气田之一的塔里木天然气田，蛭石、红柱石、钾盐储

量为全国之冠。巴州交通便捷、旅游资源基本类型多样，除

天山、昆仑山区、大漠、大湖、大草原、大戈壁自然景观外，

还拥有众多的历史遗迹和著名的人文景观，如铁门关、楼兰

古城遗址、锡克沁千佛洞、米兰遗址等，旅游资源独具特色。

　　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地区总面积 13.13 万平方公里，辖

7 县 2 市，现有常住人口 271.44 万人。区位独特。是沟通天山

南北的关节点，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历史悠久。是 “古

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驿站，是龟兹国、姑墨国、温宿国所在地。

文化灿烂。古 “ 四大文明 ” 在此交汇，东西方文化在此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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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了享誉世界的 “ 龟兹文化 ”，遗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

资源富集。水土光热资源得天独厚，素有 “ 塞外江南 ”“ 鱼米

之乡 ”“ 瓜果之乡 ”“ 歌舞之乡 ” 美誉，是国家重要长绒棉和优

质商品棉生产基地。矿产资源丰富，是西气东输的主气源地，

也是塔里木资源的富矿带。生态优美。旅游资源品位高、类型

全，有世界自然遗产1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4A级景区18个、

3A级景区 38个、2A级景区 3个、星级农家乐 116个。2021年，

地区生产总值达 1564.54 亿元、增长 8.4%。

　　喀什地区：喀什位于新疆西南部，总面积 16.2 万平方

公里，东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北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相连，东南与和田地区相连，周边与塔吉克斯坦、阿富

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边境线全长 896 公里，喀什是丝绸

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南疆支点城市和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城

市。喀什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主要有维吾尔、汉、塔吉克、回、

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哈萨克等 13 个世居民族，各民族世

代相聚、守望相助。喀什地区常住人口 449.64 万人。喀什

地区下辖 1 市 11 县、183 个乡镇（街道）。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三师是喀什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16个农牧团场。

喀什历史悠久、文化多元、民族特色浓郁，维吾尔族能歌善

舞，在新疆最具代表性，享有 “ 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 ” 的

美誉，也被誉为 “ 美食之都 ”“ 美食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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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语

意为红色，是全国唯一以柯尔克孜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

州。克州地处祖国大陆的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是祖国最后

一缕阳光落下的地方，辖阿图什市、阿克陶县、乌恰县和阿

合奇县等一市三县，总面积 7.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62.2万。

克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大唐盛世时，这里是古丝绸

之路的重要节点；今又盛世，这里成为国家新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中，中国向西开放、走向中西亚、欧洲市场的重要门

户。近年来，全州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克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呈现出欣

欣向荣的发展景象。

　　和田地区：位于新疆最南端，西南枕喀喇昆仑山与印度、

巴基斯坦接壤，和田地区是中国光能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列

全疆之冠。有充足的水土光热资源等独特的优势，为发展农

牧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矿产资源丰富，优势矿产及特

色矿产主要为和田玉、稀有金属、锑矿、金矿及汞矿，其中

和田玉为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石油、天然气储量大，油气勘

探开发已显示出良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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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落户政策

一、学历落户

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可申请为本人、配偶、子

女迁入本市落户。

二、在校大学生落户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可申请为本人、配偶、子女

迁入本市落户：

1. 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学信网学籍电子注册

人员）；

2. 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在校生（全

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注册人员）。

三、专业技术人才落户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可申请为本人、配偶、子女

迁入本市落户：

1. 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符合国家职业格目

录）的；

2. 获得发明专利的。

四、专业技能人才落户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可申请为本人、配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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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本市落户：

1. 取得高级工（三级）以上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符

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或技能等级证书（由人社部门备案的

技能等级认定机构颁发）的；

2. 在国际、国家、省级技能竞赛中获奖的；

3. 取得中级工（四级）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符合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或技能等级证书（由人社部门备案的技能

等级认定机构颁发）、年龄在 45 周岁（含）以下的。

五、投资创业就业落户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可申请为本人、配偶、子女

迁入本市落户：

1. 在本市依法注册登记并正常经营满半年的企业的法定

代表人、股东、高级管理人员；

2. 在本市依法注册登记并正常经营满半年，并缴纳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经营者。

六、安居落户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可申请为本人、配偶、子女

迁入本市落户：

1. 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的；

2. 购买商品住房已缴纳契税的，购买公寓、写字楼、商

铺已缴纳契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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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购买单位建设的房改房、集资房、统建房的；

4. 在本市居住生活满 3 年，并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满 3 年的。

七、投靠落户

1. 领取结婚证可申请投靠本市户籍的一方；

2. 父母可申请投靠本市户籍的子女；

3. 未婚子女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子女，可申请投靠本

市户籍的父母；

4. 父母均去世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可放宽年龄限制），

可申请投靠本市户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八、现役军人及其亲属落户

1.现役军人，可申请为其配偶、子女、父母迁入本市落户；

2. 已安置落户的非本市户籍退役军人，可申请为本人、

配偶、子女、父母迁入本市落户。

九、其他落户

符合以下政策的人员，按照国家、自治区、市有关规定

办理落户∶

1. 国家机关招录的公务员、事业编干部；组织人事部门

批准工作调动的；

2. 部队转业干部、退休干部、复员干部、安置的退役士

兵及驻乌部队随军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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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批准在本市定居的华侨、港澳台居民及加入中国国

籍的人员；

4. 按规定由民政部门安置的无户籍人员；

5. 其他符合落户政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