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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编者按: 就业是民生之本, 做好青年大学生就业工

作是党和政府抓经济、 稳就业的重中之重。 2022 年高校

毕业生数量达 1076 万, 创历史新高。 应对世纪疫情和

百年变局交织影响, 如何帮助同学们实现更充分、 更高

质量就业, 是共青团为党分忧、 为国尽责的重要方面。

2021 年 12 月以来, 团中央扎实推进 “共青团促进大学

生就业行动冶, 以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大学生为重点,

突出提供实际就业帮扶、 提升社会化能力两个重点, 坚

持高位推动、 需求导向、 全团配合、 资源整合, 全力以

赴帮助同学们找到工作、 走向职场, 向青年传递党的关

怀和温暖。 现将有关经验做法梳理编发, 供各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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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 “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行动冶

重点帮助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毕业生找到工作

2022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达 1076 万, 规模和增量均

创历史新高, 大学生就业面临较大压力。 “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

业行动冶 启动以来, 各地各高校团组织以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学

生为重点, 扎实推动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一、 坚持高位推动, 突出上下协同, 增强整体统筹性

3 月 9 日, 团中央召开 “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行动冶 线上

解读部署会, 全国 2201 所高校的校团委、 院系团委约 3. 3 万名

团干部参加; 通过官方微信平台发布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学生就

业帮扶计划等五个专项计划的工作指引, 制定 2022 年度工作计

划表, 按月梳理主要工作任务, 明确工作重点。 各地高度重视、

迅速行动, 所有省份均通过召开工作会议、 印发工作方案、 发布

工作指引等形式作出部署。 其中, 13 个省份制定省级实施方案,

20 个省份召开专门工作会议, 14 个省份分别就五个专项计划发

布工作指引, 北京、 江苏、 广东、 四川、 陕西等地还联合教育、

人社等部门制定专门工作方案, 充分整合资源推动工作。 6 月 15

日, 团中央官微发布 《全团要确保帮助 10 万名以上大学生就业》

文章, 要求全团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协同联动, 以就业困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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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重点, 实实在在帮助 10 万名以上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6 月 16 日, 召开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推进会, 要求各地切

实压实责任, 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目标。

二、 坚持需求导向, 做实结对帮扶, 提升服务精准性

深化开展各级团干部特别是高校团干部与困难家庭毕业生精

准结对工作, 提供包括摸清就业意向、 给予就业指导、 推荐岗位

信息、 关注就业进展、 持续跟踪辅导等在内的全链条就业服务。

在结对帮扶过程中, 部分学校结合实际增设 “帮扶对象由所在团

支部推荐产生冶 环节, 确保选出爱党爱国、 品行端正、 真正需要

帮助的学生。 截至目前, 全团 3 万余名团干部与 9. 6 万余名 2022

届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毕业生结对, 已帮助其中 6 万余人找到工

作。 黑龙江、 云南安排团省委班子成员、 机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等 “关键少数冶 带头与困难学生结对, 为全省团干部作好示范。

福建、 湖北等地通过调查摸排、 谈心谈话、 主题团日等多种形式

推荐困难学生、 确定帮扶对象。 重庆制定深入交流、 政策宣讲、

提供岗位等 “六个一冶 工作法, 着力提升帮扶成效。 广西梳理

汇总区内就业政策, 形成专门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南。 浙

江、 河南、 新疆充分开展调研, 摸排毕业生就业意向, 根据意向

单位的性质、 行业、 地域等建立分类帮扶体系。 天津、 河北、 安

徽、 海南、 贵州、 陕西、 宁夏等地建立 “一人一档冶、 “一生一

策冶 帮扶台账, 设置 “一周一沟通冶、 “一月一通报冶 等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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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实时跟踪帮扶进展。

三、 坚持全团配合, 体现组织联动, 拓展岗位广泛性

扎实开展 “千校万岗·青联青企协送岗直通车冶 招聘活动。

截至目前, 各级团组织通过组织化动员方式, 累计募集到 1. 2 万

家各级青联委员、 青企协会员企业提供的 20. 9 万个就业岗位。

其中, 江苏依托 “团团微就业·青春留苏冶 平台, 面向 387 家省

级青商会会员单位、 7000 余家青商企业募集就业岗位。 上海面向

市、 区两级 1. 2 万家青联委员、 青企协会员企业筹措就业岗位,

涵盖互联网、 汽车、 医药、 制造、 教育等多个领域。 江西、 兵团

实时梳理域内青联青企协重点企业清单, 建立月报制度, 持续加

强岗位募集力度。 山东通过 “青鸟计划冶, 整合青联、 青企协资

源, 线上发布岗位信息 1 万余个。 重庆联合川渝青联、 青企协、

青商会等共青团紧密联系的组织, 动员 600 余家企事业单位提供

超过 1. 3 万个就业岗位。

四、 坚持资源整合, 调动社会力量, 推动供应持续性

持续面向社会各界募集岗位, 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团中央联合有关机构, 开展 “千校万岗·央企云招聘冶 活动,

发布超过 1. 2 万家央企及其他国企提供的岗位信息 38. 6 万个;

开展 “千校万岗·就业有位来冶 系列招聘活动, 举办 104 场线上

双选会, 1. 7 万家企业提供超过 17. 9 万个就业岗位, 吸引 8. 1 万

名学生投递简历。 团新疆区委班子成员先后前往国企、 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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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研, 动员 421 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 3. 7 万个。 吉林、

上海在疫情期间坚持就业服务不断线, 辽宁、 山东、 广东等地广

泛开展 “线上直播厅冶、 “企业云观摩冶 等直播送岗活动, 持续

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 截至目前, 全团累计为 2022 届毕业生

募集到 12. 3 万家企业提供的 292. 4 万个就业岗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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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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