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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各级青联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留学归国青年工作的重要要求, 高举爱国主

义、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积极联系、 服务和引导留学归

国青年, 帮助他们深入了解国情、 融入社会, 引领他们

增强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 促进他们更好建功立业、 全

面发展。 近期, 团中央对这项工作作了梳理, 现将有关

情况汇总编发, 供各地学习借鉴。

—1—



各级青联协同发力团结凝聚留学归国青年

留学归国青年是青年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青年统

战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各级青联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留学归国青年工作的重要要求, 准确把握留学归国青年

的群体特点和利益诉求, 构建专门工作体系, 扎实开展对留学归

国青年的联系、 服务和引导, 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 加强组织联络, 广泛团结凝聚人才

充分发挥青联及其会员团体的组织优势, 加强对留学归国青

年骨干的组织吸纳, 指导有条件的省级青联成立留学归国青年组

织, 有效联系一批有一定影响力和组织力的留学青年社团组织,

建立留学归国青年人才库, 努力拓宽联系留学归国青年群体的渠

道。 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以届中增补为契机, 新吸纳、 增选

留学归国青年 23 人为会员、 理事, 各省市级青联、 青科协组织

遴选吸纳优秀留学归国青年骨干 1355 人。 广东省青联建设 “粤

港澳大湾区留学青年人才库冶, 通过内部举荐、 组织推荐、 定向

邀请等途径, 吸纳 500 名优秀留学归国青年成为首批入库人才。

重庆市、 云南省青联加大与组织部、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单位的

沟通协调, 建立留学归国青年宽口径人才储备库, 并进行动态

更新。

二、 突出育人导向, 深化思想政治引领

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契机, 通过学习会、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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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研讨班、 网络直播课堂等灵活多样的形式, 推动青联 “青春

同心·永跟党走冶 党史学习教育广泛覆盖留学归国青年, 帮助他

们了解 “四史冶, 特别是用好老一辈留学人员学成归来、 报效祖

国的事迹, 激发留学归国青年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 天津市、

吉林省青联组织留学归国青年开展 “同升国旗、 同唱国歌冶 活

动, 通过升旗仪式、 参观党性教育基地、 祭奠英烈等活动, 增加

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感认同、 理性认同。 陕西省青联开

展 “留学归国青年延安红色文化巡礼冶 活动, 组织留学归国青

年瞻仰延安革命圣地, 感触红色情怀, 倾听革命烈士后代讲述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屈不挠、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

操, 加深他们奉献社会、 报效国家的责任感。 重庆市、 贵州省青

联邀请留学归国青年走进农村、 体验农事, 综合运用讲授、 参

观、 体验、 研习等方式, 见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成果, 积极助

力描绘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 面向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

声音。 西藏自治区青联组织留学归国青年参观百万农奴纪念馆、

拉萨城市规划展览馆, 感受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全方位、 历史性成就, 增强他们爱党、 爱国、 爱社会主义

的信心和决心。

三、 主动搭建舞台, 积极动员建功立业

充分发挥留学归国青年的人才智力优势, 围绕国家重大战

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等, 采用 “多频次、 属地化、 小范

围冶 的方式, 广泛开展考察路演、 项目对接、 研讨交流等, 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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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归国青年更好发展搭梯铺路。 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通过举

办中国青年芯片科技创新大赛、 设立钟南山青年科技创新奖等,

引导留学归国青年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重大科技平台建

设, 主动投身关键领域前沿科研攻关任务。 山东省青联多次开展

高层次青年人才对接交流会, 邀请留学归国青年、 产业领军人才

通过考察、 交流等形式与相关部门、 企业进行深入合作洽谈, 部

分项目已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约。 四川省青联举办第十九届 “海科

会冶 全球青年学者论坛, 邀请重点企事业单位与留学归国青年进

行对接, 搭建重点产业和学科领域青年人才交流学习平台。 湖南

省青联举办第八届海归论坛, 设立 “开放兴湘海归谈冶、 “青年

海归共话发展暨暖心陪伴冶、 “留学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项目

选拔大赛冶、 创新创业专题展等主题活动, 为留学归国青年创新

创业搭建平台。 海南省青联举办侨海青年发展大会, 开展 “侨海

青年投资项目路演冶、 “各省海归和华侨组织代表闭门会议冶 等

活动, 发布 《2021 海南自由贸易港侨海青年发展大会共同宣

言》, 积极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山西省青联以创新创业基地智

创城为依托, 推动留学归国青年带来的技术、 产品、 项目与国内

资本有效对接, 构建重要创投平台。 河南省青联依托 “青联希望

小屋冶 建设, 组织留学归国青年深入乡村一线, 积极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

四、 热心排忧解难, 服务更高质量发展

聚焦留学归国青年实习、 就业、 创业、 生活等方面的痛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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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冶 活动, 加强对留学

归国青年工作、 生活的关心力度, 及时了解他们面临的实际困难

和问题,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为留学归国青年提供更好服务。 北京

市青联联合相关部门发起 “首届国际青年人才双百对接会冶, 服

务优秀国际青年人才的引、 聘、 留、 用, 并就工作许可、 创新创

业、 在京融入等方面提供便捷化服务。 上海市青联开展海聚英才

青年专项行动, 主动联合优秀外资企业提供百余个实习岗位, 联

合相关部门开通首个留学归国青年创业项目受理服务通道。 广东

省青联推出 “海归梦, 中国梦冶 公益讲座、 线上 “一对一冶 导

师帮扶、 归国实习就业计划等服务, 并依托海外联络站建立 58

个微信群, 围绕留学归国青年关心的话题, 为他们提供实用性的

信息及经验分享。 天津市青联召开 “海河青听冶 座谈会, 走进

留学归国青年, 倾听需求诉求, 打通交流沟通的 “最后一公

里冶。 吉林省青联开展留学归国青年发展状况线上调研, 梳理形

成调研报告。 云南省青联打造 “云菁汇冶 留学归国青年工作品

牌, 举办 “海归·政企专场冶 交友联谊等服务活动。 内蒙古自

治区青联开展 “鸿雁返乡冶 沙龙活动, 为留学归国青年建立联

谊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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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直属单位负责人, 省级团委书记。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1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