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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 党和政府始终

高度重视高校人才培养和毕业生就业。 当前, 在世纪疫

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影响之下, 这一代大学生正经历不同

以往的就业难题。 如何帮助同学们更充分、 更高质量就

业, 是共青团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大学生成才发展的重要

方面。 2014 年以来, 团中央深入推进 “扬帆计划·中

央和国家机关大学生实习冶, 有计划、 大规模、 成建制

地组织大学生参加政务实习, 亲身体验政府运行、 体会

职场文化、 体悟人情世故, 形成正确的社会认知, 有效

提高社会化能力。 现将有关经验做法梳理编发, 供各地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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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计划·中央和国家机关大学生实习冶
帮助大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历练成长

自 2014 年以来, 团中央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持续开展

“扬帆计划·中央和国家机关大学生实习冶 项目 (以下简称 “扬

帆计划冶), 逐步探索完善实施机制, 积极发挥实践育人作用,

不断推动工作深入开展, 切实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一、 聚焦为党育人, 着力锤炼政治素质

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让大学生通过实际的机关工作体验,

在参与党政部门工作运转过程中, 理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逻

辑, 加深领会 “两个确立冶 的决定性意义, 不断增强 “四个意

识冶、 坚定 “四个自信冶、 做到 “两个维护冶, 更加坚定听党话、

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是开展 “扬帆计划冶 的

重要目的。 经过多年探索, 逐步形成实习学生既参加部委机关党

委、 机关团委和各司局党团支部组织的政治学习, 又参加实习学

生临时团支部学习的双重教育模式。 在 2021 年建党百年之际,

开展 “学好一部史、 读好一本书、 值好一班岗冶 主题团日活动,

组织同学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 《习近平

与大学生朋友们》 等书籍, 加深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理解认

识, 增进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认同和行动追随, 进一步坚定为

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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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决心。

二、 立足开阔眼界, 积极培养实践能力

“扬帆计划冶 为大学生走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创造了机会。 同

学们在参与日常工作中, 亲身感受中央和国家机关高效严谨的工

作氛围、 紧张有序的工作节奏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讲政治、 顾大

局、 敢担当的良好风貌。 特别是自 2019 年起, 团中央协调各实

习部委, 为每名同学配备 “导师冶, 加强日常指导。 通过一对一

“传帮带冶, 让同学们既在参加实地调研、 筹办会议、 政策制定

等业务工作中开阔视野, 进一步增进对国家治理体系运转机制和

国家机关工作方式的了解; 也在整理资料、 起草文稿、 请示汇报

等日常工作中经受锻炼, 进一步提高待人接物、 团队合作、 沟通

协调、 语言表达等社会化能力。

三、 健全运行机制,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经过多年探索推动, “扬帆计划冶 的运行机制不断完善、 日

益健全。 在参与部委方面, 从 2014 年的 5 个部委、 38 个岗位,

发展到 2021 年的 47 个部委、 1212 个岗位。 在岗位类别方面, 从

以往单纯的机关部门, 逐步拓展到中央媒体单位和中央金融机

构。 在时间安排方面, 从以往为期 1 个月的暑期实习, 延伸到为

期 3 个月的秋季实习。 在学生来源方面, 目前已有国内 156 所高

校、 境外 18 所高校参与。 而且, 国内高校中一般性普通高校 75

所, 占比48. 1% ; 京外高校 122 所, 占78. 2% 。 在选拔程序方

面, 突出高校团组织的推荐把关, 强调把政治素质放在首位,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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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水平、 社会实践等方面制定标准, 规范报名、 选拔、 公示等

程序, 确保公平公正。 在培养管理方面, 建立包括导师带徒、 日

常管理、 后勤保障、 综合评定等制度, 形成实习前一次集中培

训、 实习中一次集体学习、 实习后一次交流分享的 “三个一冶

机制。 在服务保障方面, 为实习学生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 为困难大学生发放餐饮和交通补贴, 为集中住宿的京外大学

生组织文体活动, 并建立疫情防控专项机制。

四、 产生联动效应, 促进机关团的建设

“扬帆计划冶 实施以来, 各部委机关团委积极配合、 组织有

力、 协同推动, 在实施项目、 发挥作用过程中, 自身建设得到同

步加强, 受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各实习部委党委 (党组)

的高度认可。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机关团委总结形成 “望、 闻、

问、 切冶 四步工作法, 效果明显、 特色鲜明。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机关团委在 “市有青年冶 公众号上设立 “扬帆计划冶 专栏, 促

进学习交流、 扩大传播效果。 全国政协、 文化和旅游部等机关团

委每年组织实习大学生见面会、 总结交流会, 使部委领导在 “面

对面冶 交流中深入了解团的工作。 通过项目实施, 各部委机关团

的工作既给大学生参与政务实习提供了机会, 促进成才、 服务发

展; 又为部委各司局引进了青年人力资源, 贡献智慧、 增添

活力。

五、 形成外宣窗口, 生动讲好中国故事

2021 年, 在美国、 英国、 日本等 10 余个国家高校就读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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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生和在内地高校就读的港澳大学生首次参加 “扬帆计划冶。

在遵守相关制度的前提下, 许多同学用文字、 图片和视频记录下

自己的实习生活, 制作成短视频、 Vlog 等通过社交媒体发布, 以

第一视角展现中国党和政府机关的真实形象, 打开了一扇对外宣

传的新窗口。 同学们通过分享亲身所见所闻, 向国 (境) 外的

同学和朋友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故事, 让世

界更全面、 客观了解中国发展的 “密码冶, 更深刻体会中国青年

与党同心、 跟时代同行的 “基因冶。

—5—



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省级团委主要

负责同志。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2 年 6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