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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是共青团服务青

年、 服务大局的重点领域。 年初以来, 各级团组织坚决

落实团十八届五中全会部署, 以 “千校万岗冶 大学生

就业服务行动为统揽, 以地方普通高校困难家庭毕业生

为重点, 面向 2021 届毕业生集中开展扎实、 精准的就

业服务, 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的点赞。 现将

有关情况汇总编发, 供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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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团组织扎实精准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

2021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达到 909 万, 就业人数再

创新高。 各级共青团组织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

“六稳冶、 “六保冶 重大决策部署, 以地方普通高校困难家庭毕业

生为重点, 扎实推进团干部精准结对帮扶, 持续举办 “千校万

岗冶 系列招聘活动, 深入开展就业实习等工作, 全力服务高校毕

业生高质量就业。

一、 聚焦重点群体, 更精准地帮扶高校困难家庭毕业生

地方普通高校困难家庭毕业生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中

之重。 在近年来圆满完成 “三个 10 万+冶 任务的基础上, 全团

继续把服务地方普通高校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作为重点, 持续开

展团干部精准结对帮扶工作, 通过摸清就业意向、 提供就业指

导、 推荐就业信息、 关注就业进展等, 为帮扶对象提供全链条就

业服务。 截至目前, 全团共有 28925 名团干部结对帮助 37794 名

高校困难家庭毕业生找到工作。 团山东省委开展 “青鸟计划冶

就业服务季活动, 聚焦本地普通本科高校、 职业院校毕业生, 组

织各级团干部为困难家庭毕业生提供全流程的就业服务。 团河南

省委联合教育、 人社、 残联等 14 家单位开展就业创业公益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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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依托智慧化就业服务平台, 举办 400 余场专门招聘会, 为

高校困难家庭毕业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支持。 内蒙古、 福

建、 海南、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等 7 省团组织开展的精准帮

扶工作实现了区域内高校全覆盖。

二、 发挥组织优势, 更广泛地募集就业岗位

各级团组织依托组织化、 社会化的动员优势, 充分协调争取

各方面资源, 广泛募集和对接就业岗位信息。 团中央依托 “千校

万岗·央企云招聘冶 工作品牌, 联合 360 家央企、 地方国企提供

就业岗位 1. 3 万余个, 动员各级青联委员、 青企协会员等提供就

业岗位 2. 1 万余个。 团吉林省委动员团属青创园区内 71 家企业

提供 “青冶 字号岗位 1094 个, 开发 “新兴业态冶 岗位 1046 个。

团黑龙江省委统筹全省 343 家企业的就业资源, 以结对帮助的方

式, 面向全省 80 所高校提供就业岗位 1. 6 万个。 团河南省委举

办 “新青年 OFFER 节冶, 动员近千家企业提供 8 万余个岗位, 参

加咨询和面试的高校毕业生达 19 万余人次。 重庆、 四川两地团

组织联合开展 “双城青才招聘冶 活动, 面向 1. 1 万余家企业募集

就业岗位 53 万余个。

三、 创新工作载体, 更高效地促进人岗对接

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线上求职的迫切需求, 全团积极

探索线上工作载体, 依托网络举办 “千校万岗冶 招聘活动 276

场, 组织 3. 4 万家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122. 4 万个, 超过 5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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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 团中央优化升级 “团团微就业冶 青年就

业服务平台, 吸引 1 万余家企业入驻, 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过

100 万个, 并通过 “直播送岗位冶 等多种线上服务形式, 把岗位

信息直接推送到高校毕业生手中。 团江苏省委在各地市开展 “送

岗直通车冶 直播荐岗活动 51 场, 吸引 10. 9 万名高校毕业生投递

简历、 参加面试, 累计 7861 名高校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 团江

西省委依托 “赣青团学冶 微信平台开设 “千校万岗·职为你来冶

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专栏, 组织各高校团组织发布就业信息 300

余万条。 团浙江省委动员用人企业进学校送岗位, 共举办 142 场

招聘会, 吸引 24. 1 万名高校毕业生参与。 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创

新服务模式, 打造 “团团带你找工作冶 系列探岗短视频, 录制

“团团就业帮冶 线上就业指导公益直播课 30 期, 累计 63 万人次

在线收看。

四、 深化就业实习, 更深入地帮助大学生提升社会化能力

全团深入推进 2021 年全国大学生实习 “扬帆计划冶, 为在校

大学生提供政务、 企业实习岗位 43. 8 万个, 部分岗位通过 “全

国大学生实习服务平台冶 发布, 累计收到简历超过 15 万份; 组

织开展职场体验活动 2079 场, 参与大学生超过 17 万人。 团中央

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继续实施暑期实习项目, 组织来自 31

个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港澳地区、 海外的 770 名

大学生 (含留学生) 到 47 个部委开展暑期实习; 联合中国中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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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等 10 家企业实施 “央企实习冶 项目, 共提供 5179 个实

习岗位。 团四川省委联合组织部、 教育厅等部门实施 “逐梦计

划冶, 募集各类实习岗位 2 万余个。 团福建省委联合组织部、 财

政厅、 国资委等单位, 为大学生提供实习岗位 1. 5 万个。 团山西

省委组织开展 “青春兴晋冶 实习实践活动, 动员全省企事业单

位提供实习岗位 1. 1 万个。 团湖北省委搭建大学生实习实训线上

服务平台, 5000 余名大学生报名参加, 平台浏览量超过 100 万

人次。

五、 加强调查研究, 更有针对性地服务大学生就业需求

团中央在全国 131 所地方普通高校建立 “高校团委就业工作

直接联系制度冶, 实时掌握毕业生最新就业动态; 扎实开展调查

研究, 在大样本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的基础上, 重点围绕促进地

方普通高校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 强化岗位信息供给、 帮助提升

社会化能力、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等 4 个方面形成专题调

研成果, 为相关工作决策提供参考。 北京、 江西、 四川、 甘肃等

地团组织深入开展区域内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研究, 动态掌握一

线情况, 及时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此外, 各地团组织还结合调研

发现的线索, 主动探索解决与就业相关的 “急难愁盼冶 问题,

受到高校毕业生的欢迎。 团山东省委建成 223 处 “青年驿站冶,

为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免费临时住宿、 政策解读、 岗位推介、 企

业对接、 技能培训等 “一站式冶 服务。 团广东省委实施 “青年

—5—



安居冶 计划, 发动企业为 2021 届高校毕业生提供 3685 套优惠优

质的租赁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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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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