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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21年“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 

活动的预通知 
 

为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和市委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精神，全面落实强首府战略，加快实施青年人才“青蓝计划”，

促进广西籍学子回邕创业就业，助推我市“十四五”人才工作开

好局起好步。拟于近期举办第九届“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预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拥抱人才  邕有未来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共南宁市委员会组织部 

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宣传部 

南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南宁市教育局 

南宁市科学技术局 

南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宁高新区党工委 

协办单位：南宁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 

南宁市各县（区）人民政府 

南宁市各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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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南宁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南宁北部湾人才金港 

三、活动时间、地点和形式 

时间：2021 年 7月 29 日—30日。 

地点：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南宁北部湾人才金港。 

形式：“线下活动+现场直播+云上招聘”。 

线上直播地址：http://zb.netman123.cn/live/mk/aggspread/ 

835465/a8b27df5-e07e-11eb-93c6-246e967706e0。 

线上云聘会网址：云校招（快招聘）平台、南宁市北部湾人

才金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 

四、参加人员 

（一）现场参加活动人员（约 100 人） 

1.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

人社局、市住建局、高新区管委会各一名分管领导，自贸区南宁

片区一名处级领导； 

2.参加校地融合座谈交流会的驻邕高校就业处负责人； 

3.参加学子企业见面交流会的 20 余家南宁市重点企事业单

位； 

4.60 名持有广西健康码“绿码”的学子代表：包括国内重点

高校本科及以上在读（含应届毕业生）学子，意向来邕、留邕发

展的往届青年学子和人才。 

（二）线上参加活动人员（约 10000 人） 

1.约 100 家参加线上“云招聘”活动的南宁市重点企事业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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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线上活动的海内外重点高校本科及以上在读（含应届

毕业生）学子，意向来邕、留邕发展的往届青年学子和人才共计

约 10000 人次，力争覆盖 100 所重点高校院所。 

五、活动安排 

（一）线下活动分七项进行 
1.赴区外开展精准推介活动 

时间：7月 16日—23 日。 

地点：北京、上海。 

参加人员：目标城市广西籍学生老乡会负责人，意向来邕、

留邕发展的青年学子和人才。 

内容：在目标城市通过举办宣讲会、沙龙等方式向当地的广

西籍学子精准推介我市城市发展机遇和“1+6”及强首府人才政

策，重点介绍南宁市支持青年人才留邕来邕相关举措，进一步吸

引在外求学就业的青年人才来邕干事创业。 

2.学子欢迎会 

时间：7月 29日 18:30—20:30，星期四。 

地点：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创新汇。 

参加人员：参会学子约 60 人。 

内容：为第九届“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进行预热，活

跃活动的整体气氛，邀请往届学子到现场交流，拉近学子间的距

离，搭建沟通、交流、互动的平台，勾起学子浓浓的乡情，激起

学子留邕回邕建设家乡的热情。 

3.广西籍学子联盟理事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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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7月 29日 20:30—21:30，星期四。 

地点：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创新汇。 

参加人员：北京广西博士生联谊会、北京广西大学生联谊会、

长三角广西硕博联、上海广西大学生联合会、武汉广西博学联、

广西大学生联盟、苏桂学子、湖南北流老乡会、浙桂学子、灵川

县大学生联合会等理事单位负责人，约 10 人。 

内容：促进联盟各理事单位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学习，

发展壮大广西籍学子联盟队伍，充分发挥广西籍学子联盟招才引

智的作用。 

4.政策宣讲会（同步直播） 

时间：7月 30日 9:00—10:00，星期五。 

地点：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创新汇。 

参加人员：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市教

育局、市人社局、市住建局、高新区管委会各一名分管领导，自

贸区南宁片区一名处级领导，参会学子。约 70 人。 

内容：解读南宁市“1+6”、 强首府人才政策，结合当前的

经济形势分析南宁市的人才需求现状，展现南宁重才、爱才、引

才、留才的城市形象，鼓励广大人才来邕干事创业。 

议程： 

9:00—9:05 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致欢迎辞； 

9:06—9:11 市委宣传部有关领导推介南宁市； 

9:12—9:17 市发展改革委有关领导介绍南宁市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  

9:18—9:23 自贸区南宁片区有关负责人推介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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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9:29 南宁高新区有关负责人推介高新区； 

9:30—9:50 市委人才办、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住建局

等单位有关负责人集中解答社会各界学子关心的政策问题； 

9:50—10:00 两名在南宁就业创业人才代表发言（其中，一

名为今年来邕优秀学子代表，一名为往年来邕优秀人才代表）。 

5.学子企业见面交流会 

时间：7月 30日 10:30—12:00，星期五。 

地点：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创新汇。 

参加人员：20家有人才需求的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人、参会

学子，约 80人。 

内容：参会企事业单位在活动现场设置招聘展台，开展现场

招聘活动。 

6.校地融合座谈交流会 

时间：7月 30日 11:00—12:00，星期五。 

地点：南宁北部湾人才金港 3楼会议室。 

参加人员：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人社

局、高新区管委会各一名分管领导，自贸区南宁片区一名处级领

导；广西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财经学院、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外

国语学院、南宁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等 10 所驻邕高校就业

处负责人。约 20人。 

内容：向驻邕高校介绍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就业形势、

人才需求，相关支持政策，围绕“提升在邕高校毕业生留邕率，

加快促进校地融合发展”主题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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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地参观 

时间：7月 30日 14:00-18:00，星期五。 

地点：南宁市规划展示馆、4家南宁市重点企业。 

参加人员：参会学子，约 60人。 

参观形式： 

（1）14:00-15:30 统一参观南宁市规划展示馆； 

（2）15:35-18：00 分批参观（学子可自行选择路线①或②）： 

①号线高新区方向：广西柯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广西博世

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②号线五象新区方向：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中国-东

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线上活动分三项进行 

1.民营企业“云聘会”主会场 

时间：7月 30 日 10:30—12:00，星期五。 

地点：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创新汇。 

直播地址：http://zb.netman123.cn/live/mk/aggspread/835465/ 

a8b27df5-e07e-11eb-93c6-246e967706e0。 

参加人员：10 家南宁市重点民营企业有关负责人。 

内容：10家企业依次进行直播招聘，对企业概况和人才需求

进行直播推介，并同步公布简历投递和交流渠道，有意向的学子

和人才可在线提问、交流。 

2.国有企事业单位“云聘会”主会场 

时间：7月 30 日 10:30—12:00，星期五。 

地点：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创新汇接待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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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地址：http://zb.netman123.cn/live/mk/aggspread/835465/

a8b27df5-e07e-11eb-93c6-246e967706e0。 

参加人员：10 家南宁市重点国有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人。 

内容：10家单位依次进行直播招聘，对单位概况和人才需求

进行直播推介，并同步公布简历投递和交流渠道，有意向的学子

和人才可在线提问、交流。 

3.网络招聘会 

时间：7月 16 日—8月 30 日。 

线上招聘平台：云校招（快招聘）平台、南宁市北部湾人才

金港人才公共服务平台网站。 

参会单位：南宁市重点企事业单位约 100 家参加线上招聘

会，其中 20 家单位同时参加线下学子企业见面交流会，20家重

点企业参加直播招聘。 

内容：重点邀约市级见习基地、市产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企

业约 100 家单位报名参加网络招聘会，其中 20 家单位同时参加

线下学子企业见面交流会及直播招聘。 

五、工作分工 

（一）市委组织部负责活动的统筹协调工作；草拟活动方案

通知、部领导欢迎辞；准备我市“1+6” 、强首府人才政策的解

读；印发活动通知、收集有关单位参会人员名单。 

（二）市委宣传部负责准备南宁市最新的宣传片、作南宁市

城市形象推介；负责协调新闻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三）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作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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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相关 PPT，协调市强首府办负责提供强首府工作宣传片用于

暖场播放，负责协助北部湾人才金港对接《2021 年南宁市产业发

展急需紧缺人才企业名录》中的单位负责人，提供联系人名册。 

（四）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住建局负责准备答疑环节集

中回答学子问题的材料（各自 5 分钟以内）。市教育局同时负责

发动本市各重点高中在2010届—2021届毕业生群中转发活动推

文，鼓励学生参会、在线观看直播。 

（五）市人社局、住建局、公安局、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负责

提供《关于推动支持青年人才留邕创业就业的若干措施落地的通

知》中所列的相关措施落实情况介绍、办理流程及材料需求等信

息供北部湾人才金港在线下宣传时做推介、答疑。 

（六）自贸区南宁片区、高新区负责准备现场推介所需 PPT

等材料。 

（七）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金融办、市

大数据发展局各负责落实 10 家有招聘需求的企业参加“网络招

聘会”，市国资委负责落实 8 家市重点国有企业参加“网络招聘

会”，其中，市科技局任务含 5 家孵化器，上述企业主要从《南

宁市产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企业名录（2021）》中遴选。市教育

局、市卫健委、市文广旅局分别负责落实 10 家、10 家、5 家所

管辖领域有招聘需求的事业单位参加“网络招聘会”。市人社局

负责落实 20 家其他有双选岗位需求或认定为就业见习基地的企

事业单位参加“网络招聘会”。 

（八）市教育局负责协助北部湾人才金港对接本市各重点高

中，提供往届优秀毕业生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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