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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系统退役军人客户端，主要为退役军人提供求职

功能。 

1.1 工作流程 

 

图 1-1 业务流程图 

退役军人客户端主要涉及应聘流程： 

1、维护简历：在招聘平台-我的简历/我的空间-我的简历中创建、维护、保

存简历信息。 

2、搜索岗位：在招聘平台-岗位查询中搜索岗位。 

3、投递简历：在招聘平台-岗位查询中搜索岗位，点击岗位列表或岗位详情

中的“申请”投递简历。 

4、查看面试邀请：在招聘平台-应聘进度/我的空间-我的申请，面试邀请中

查看收到的面试邀请信息。 

5、录用确认：在招聘平台-应聘进度-录用确认/我的申请-录用确认中点击

“确认录用”，进行入职确认。 

1.2 应用要求 

全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应用要求：系统账号由退役军人自行注册获

得，系统提供修改密码和找回密码功能。 

2 网址和登录 

2.1 登录/注册 

打开浏览器，输入退役军人事务部政务服务平台登录网址（系统推荐使用谷

歌、IE11、火狐、搜狗极速模式、360极速模式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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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wpt.mva.gov.cn:9433/net-portal/login，出现下图所示页面： 

 

图 2-1 平台登录页面 

若已在平台注册，可直接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即

可。 

若未在平台注册，点击平台的登录下方的“注册”按钮，进入用户注册页面，

如下图所示： 

 

图 2-2 平台注册页面 

在注册页面上，填写姓名、身份证号、开始时间、结束时间、选择有效期、

手机号、验证码、密码、确认密码等注册信息，注册信息填写完整后，勾选“我



全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系统                                                        操作手册 

3 

已阅读并同意《个人注册协议》”，点击“注册”按钮，当审核通过后即可完成

注册。（注：红*为必填项） 

注册完成后，使用注册的账号登录平台，平台界面如图 2-3所示。在平台界

面“我的应用”中选择“就业创业”系统，点击进入本系统，系统页面如图 2-4

所示。 

 

图 2-3 平台页面 

 

图 2-4 系统页面 

2.2 退出系统 

点击就业创业信息系统首页右上角“退出系统”按钮，即可退出系统，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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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退出系统 

2.3 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操作，登录退役军人事务部政务平台，点击“更多-个人中心”进

入个人中心界面，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进行密码修改，如下图所示： 

 

图 2-6 个人中心页面 

 

图 2-7 密码修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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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帮助 

点击系统右上角“帮助”，可以下载用户操作手册，如下图所示： 

 

图 2-8 操作手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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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功能介绍 

3.1 首页 

进入系统后默认进入首页界面，如图 3-1 所示。系统根据登录者所在属地

自动显示本地首页信息，如需切换属地，在首页右上方点击“切换城市”按钮，

完成属地切换，如图 3-2所示。 

 

图 3-1 首页 

 

图 3-2 属地切换页面 

首页中可以查看本地政策、热门课程、行业招聘、热门推荐信息。 

在首页导航栏下面，显示系统推送的本地政策，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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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本地政策 

点击某一条信息，查看该政策的详细内容，如图 3-4 所示： 

 

图 3-4 本地政策详细信息 

在首页的热门课程模块，系统推送了许多本地的热门课程（本功能正在建设

中），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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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热门课程 

在首页的行业招聘模块，系统推送了许多本地招聘的热门行业，如下图所示：

 

图 3-6 行业招聘 

点击某一条招聘信息，查看招聘信息的详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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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招聘信息详情 

在首页的热门推荐模块，展现了近期的热门职位，热招企业以及热门区域，

如下图所示： 

 

图 3-8 热门推荐 

点击某一个热门职位，查看热门职位的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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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热门职位详情 

3.2 政策资讯 

点击菜单“政策资讯”，进入政策资讯页面，用户根据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点击选择不同资讯菜单，在政策资讯模块中，提供了通知公告、政策解读、动态

信息、市场分析、时政、学习精点和理论辅导等相关内容，如图 3-10所示。 

 

图 3-10 政策资讯页面 

点击信息列表后面的“ ”，可以加入到我的收藏，在“我的空间”“我

的收藏”中查看。 

点击某一条讯息，可查看该讯息的详细内容，如图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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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资讯详情 

3.3 招聘平台 

直接点击招聘平台，默认显示应聘流程导航页，如下图所示： 

 

图 3-12 招聘平台 

在导航页中可以查看应聘流程图，点击流程图中的快捷入口，可以直接进入

对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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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我的简历 

点击“招聘平台”中“我的简历”，首次登录需进行个人简历维护。系统提

供预览简历、下载简历等功能，如图 3-13所示： 

 

图 3-13 创建简历 

创建个人简历需填写个人信息、求职意向、工作经验、项目经验、教育经历、

培训经历、语言能力、专业技能、证书等信息。 

 

图 3-14 个人信息 

注：个人基本信息数据同步退役军人基础数据库，信息自动回显且不可修改，

如需要修改请到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更新相关信息。是否接收企业消息功能详

情请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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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点击“修改个人信息”按钮，进入个人信息页面，填写联系方式、

民族、参加工作时间、薪资要求、婚姻状况等相关信息。在完善个人信息后，点

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个人信息维护，如下图所示。（注：红*为必填项。） 

 

图 3-15 个人信息维护 

求职意向：点击“添加求职意向”按钮，进入意向新增页面，填写工作性质、

期望工作地区、期望行业、期望薪资等相关信息。在求职意向完善后，点击“保

存”按钮，即可完成求职意向添加，如下图所示。（注：红*为必填项。） 

 

图 3-16 求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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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求职意向新增 

工作经验：点击“添加工作经验”按钮，进入添加工作经验页面，填写公司

名称、行业、入职时间、离职时间、岗位名称、工资、工作内容等相关信息。在

工作经验完善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工作经验添加。（注：红*为必

填项。） 

 

图 3-18 工作经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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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验：点击“添加项目经验”按钮，进入添加项目经验页面，填写项目

名称、项目开始时间行业、项目结束时间、项目描述、个人职责、所属公司等相

关信息。在工作经验完善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项目经验添加。（注：

红*为必填项。） 

 

图 3-19 项目经验 

教育经历：点击“添加教育经历”按钮，进入添加教育经历页面，填写学校

名称、入学时间、毕业时间、所学专业、学制性质、学历、学制、获得荣誉等相

关信息。在教育经历完善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教育经历添加。（注：

红*为必填项。） 

 

图 3-20 教育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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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经历：点击“添加培训经历”按钮，进入添加培训经历页面，填写培训

课程、培训机构、培训开始时间、培训结束时间、培训时长等相关信息。在培训

经历完善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培训经历添加。（注：红*为必填项。） 

 

图 3-21 培训经历 

语言能力：点击“添加语言能力”按钮，进入添加语言能力页面，填写语种、

听说能力、读写能力等相关信息。在语言能力完善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完成语言能力添加。（注：红*为必填项。） 

 

图 3-22 语言能力新增 

专业技能：点击“添加专业技能”按钮，进入添加专业技能页面，填写专业

技能、使用时长、掌握程度等相关信息。在专业技能完善后，点击“保存”按钮，

即可完成专业技能添加。（注：红*为必填项。） 

 

图 3-23 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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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点击“添加证书”按钮，进入添加证书页面，填写证书、获奖时间等

相关信息。在证书信息完善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专证书添加。（注：

红*为必填项。） 

 

图 3-24 证书 

简历完善程度与当前状态：用户在编辑的过程中，可以查看目前简历处的状

态及简历的完善程度，根据系统提醒的简历完善指示对简历进行完善，完整的简

历将有助于招聘企业对您更全面的了解。 

 

图 3-25 简历完善程度及当前状态 

预览简历：点击简历维护页面的右上角“预览简历”按钮，即可对简历进行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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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简历预览结果展示 

简历下载：点击简历维护页面的右上角“下载简历”按钮，即可下载简历。 

3.3.2 岗位查询 

简历维护后，点击“招聘平台”中的“岗位查询”，进入岗位查询页面。 

页面中有推荐岗位和全部岗位。推荐岗位是系统根据简历中求职意向内容自

动匹配推送的岗位。全部岗位为目前系统中存在的所有岗位。 

 

图 3-27 岗位查询 

点击“岗位查询”，默认进入推荐岗位页面。系统根据简历中求职意向匹配

推荐岗位，当简历内容与招聘信息符合度较高时，系统会在该招聘信息上标出“重

点推荐”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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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推荐岗位查询 

若用户想查看招聘岗位的详细信息，击招聘岗位的名称查看。当用户对岗位

满意时，可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申请岗位”按钮，完成简历的投递。 

 

图 3-29 申请岗位方式一 

另外，用户还可以点击每个岗位右下角的“申请岗位”按钮，进行简历投递。 

 

图 3-30 申请岗位方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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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对该岗位有意向，但暂时不考虑投送简历时，可点击“加入意向”按

钮，系统会把该岗位加入到已选择的意向岗位模块中。每个用户最多可加入 3

个意向岗位，当确定某个岗位时，可点击“投递”按钮进行简历投递。对该岗位

无意向时，可点击“删除”按钮，删除该意向岗位。 

 

图 3-31 已选择的意向岗位 

点击“全部岗位”，进入全部岗位查询页面。用户可从企业名称、岗位名称、

期望月薪、学历要求、工作经验、岗位类别、工作地点等条件查询岗位。也可以

选择最新发布、最高月薪两种排序方式，对岗位进行排序查询。 

退役军人在求职过程中，如果遇到企业招聘的失信行为，可以点击“信息反

馈”进行反馈，如下图所示： 

 

图 3-32 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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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输入要反馈的企业名称，查找到该企业后选中，然后选择反馈信息类型，

填写说明情况，上传证明材料（如有），点击“保存”，如下图所示： 

 

图 3-33 添加我的反馈信息 

点击保存时根据系统提示选择“仅保存”还是直接“提交”给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部门。保存或提交后的信息可以在“我的空间”中“我的反馈”查看。 

3.3.3 应聘进度 

点击“招聘平台”中“应聘进度”，可查看每个所投简历的当前进度，如下

图所示： 

 

图 3-34 应聘进度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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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全部中显示投递的全部简历情况。对于企业未查看的简历可以进行撤

回操作。 

已查阅：已查阅中显示已被企业查阅过的简历。 

面试邀请：在面试邀请中可以查看企业发送的面试邀请信息，企业发送面试

邀请时系统同步发送手机短信。 

Offer 接收：在 offer接收中可以查看企业发送的录用信。 

录用确认：企业维护面试结果后，在录用确认中可以查看，如下图所示： 

 

图 3-35 录用确认页面 

确定入职后，点击企业岗位后面的“确认录用”，本次应聘流程结束。 

3.3.4 招聘会 

点击“招聘平台”中“招聘会”，进入招聘会页面，这里集中了该系统所有

招聘会信息。 

 

图 3-36 招聘会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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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每条招聘信息的标题，可以查看该招聘会的详细内容。 

 

图 3-37 招聘会详情页面 

点击我要报名，可以报名本次招聘会，如下图所示： 

 

图 3-38 招聘会报名页面 

3.3.5 就业伙伴 

点击“招聘平台”中“就业伙伴”，可以查看与事务部门合作的企业信息和

发布中的招聘岗位并可以进行简历投递和加入意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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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9 就业伙伴查看 

可以根据搜索条件搜索，也可以点击列表中公司“详情”直接查看，如下图

所示： 

 

图 3-40 公司详情页面 

点击企业岗位名称可以查看岗位详情，点击“申请”投递简历；点击“意向”

加入意向，后期可以投递简历也可以删除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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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育培训 

正在建设中。 

3.5 我的空间 

在“我的空间”中，为用户提供个人信息、我的简历、我的申请、我的学习、

我的积分、我的反馈、报名信息、企业消息和我的收藏等功能。 

3.5.1 个人信息 

点击“我的空间”中“个人信息”，进入个人信息页面，可以查看用户 ID、

证件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3-41 个人信息 

3.5.2 我的简历 

我的简历同 3.3.1 我的简历操作。 

3.5.3 我的申请 

点击“我的空间”中“我的申请”，进入我的申请页面，查看应聘进度情况、

发起离职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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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我的申请页面 

3.5.4 我的学习 

正在建设中。 

3.5.5 我的积分 

正在建设中。 

3.5.6 我的反馈 

通过我的反馈功能可以对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企业失信行为进行反馈。 

点击“我的空间”中“我的反馈”，进入我的反馈页面，新增、查看反馈的

信息及处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3-43 我的反馈页面 

点击右上角“新增”，添加我的反馈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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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4 新增我的反馈页面 

首先输入要反馈的企业名称，查找到该企业后选中，然后选择反馈信息类型，

填写说明情况，上传证明材料（如有），点击“保存”，如下图所示： 

 

图 3-45 添加我的反馈信息 

点击保存时根据系统提示选择“仅保存”还是直接“提交”给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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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点击“保存”，则仅保存该信息还未提交给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部门，页面

如下图所示： 

 

图 3-46 保存后页面 

可对保存的该条信息进行详情查看、提交、编辑、删除操作。 

提交后的信息可以点击“详情”，查看反馈信息详细内容和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部门的反馈，如下图所示： 

 

图 3-47 我的反馈详情页面 

3.5.7 报名信息 

点击“我的空间”中“报名信息”，查看招聘会的报名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3-48 报名信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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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会详情：点击“招聘会详情”可以查看招聘会详细信息。 

取消报名：点击“取消报名”，可以取消该条招聘会的报名。 

3.5.8 企业消息 

企业可以搜索查看求职中的退役军人基本信息，对于符合要求的退役军人，

可以发送邀请信息，邀请信息通过以下方式查看。 

点击“我的空间”中“企业消息”，查看企业发送的邀请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3-49 企业消息查看 

是否接收企业消息：“接收企业消息”按钮开启时，系统显示企业发送的消息；如开

启“不接收企业消息”，则系统将不显示企业发送的消息，如下图所示： 

 

图 3-50 是否接收企业消息 

详情：点击“详情”或公司名称，可以查看该企业信息和所有招聘中的岗位信息，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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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企业信息查看 

点击岗位对应的“申请”按钮，可以投递简历；点击“意向”，可以将该岗

位加入意向。 

3.5.9 我的收藏 

点击“我的空间”中“我的收藏”，查看收藏的政策资讯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3-52 收藏查看 

点击主题，查看政策详情；点击取消收藏，取消收藏的信息。 

3.5.10 求职轨迹 

点击“我的空间”中“求职轨迹”，查看、查询本人求职轨迹信息，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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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3 求职轨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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