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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

单位名称：江苏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单位主
要职能

    省侨联机关主要职责是：（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宣传党的侨联工作方针政策，加强党对侨界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巩固党在侨
界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二）拟订省侨联的工作规划，组织实施省侨联代表大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指导全省各级
侨联工作。（三）团结动员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开展联谊联络工作，推进侨界公共外交。支持和促进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加强沟通合
作，履行海外侨胞社团联谊等职责，建设和谐侨社；加强同港澳和台湾地区归侨侨眷及其社团的联系，开展侨务对台工作。（四）引导归
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积极参与和支持我省经济建设，为引进海外人才、资金、技术和智力服务；引导侨资侨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江苏企业“走出去”发展。（五）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和海外侨胞在国内的正当权益，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处理损害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国内权益的突出问题；参与我省涉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修改；开展涉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为省内各级侨联组织、归侨侨眷和海
外侨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六）参与协商和推荐省人大归侨侨眷代表人选，提名省政协侨联界委员人选；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反映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意见和诉求；引导归侨侨眷依法参与我省社会事务的管理。（七）开展涉侨文化品牌项目建设，增进海内外文化、学术
交流；支持和参与海外华文教育，开展与海外华文媒体的交流合作；宣传我省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先进人物、典型事迹和重要贡献；指
导办好省侨联涉侨研究与传播机构。（八）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各项保障和改善侨界民生政策，建立健全困难归侨侨眷帮扶机制；为海外侨
胞来我省工作生活提供服务；组织我省归侨侨眷积极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推动我省侨联公益事业健康发展，为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省内
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提供服务。（九）研究新时代新侨情，拓展新侨工作；加强我省侨联组织和信息网络建设，推进“党建带侨建”。
（十）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江苏省侨联机关内设六个机构：一、办公室（组织人事部）。 二、联谊联络部。三、经济科技部。四、文化交流部。五、基层建设
部（权益保障部）。六机关党委。
     江苏省侨联机关行政编制为39名，实有在职49人，退休14人。

部门中长期
战略目标

     省侨联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国内、
海外工作并重，老侨、新侨工作并重，着力拓展海外工作和新侨工作，加强基层建设和基础建设，积极履行服务经济发展、依法维护侨益
、拓展海外联谊、积极参政议政、弘扬中华文化、参与社会建设等主要职能，全面推进侨联改革，努力建设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可信
赖的团结之家、奋斗之家、温暖之家，不断开创新时代侨联工作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出新贡献。

本年度
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关于侨联工作的指示要求，按照中国侨联“十代会
” 的部署和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精神，统筹做好服务大局、服务侨胞工作，积极主动服务“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长江经济带、长三
角区域发展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为按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出更大贡献。



上年度预算
执行及成效

2019年，会机关财政拨款收入2862.92万元，全年实际支出2862.92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全年预算管理科学规范，预算支出有序推进，
经费保障到位，为推动我会各项重点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2019年，我会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关于侨联工作的指示要求和中国侨联“十代会”精神，面对繁重艰巨的工作任务和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以“咬定青山不放松”“越是艰
险越向前”“低调务实不张扬”的奋斗精神，扎实工作、开拓进展、改革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有的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效，
(一）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并结合纪念省侨联成立40周年，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追梦中华.侨这七十年”网络主题活动等，以侨的视角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举办
“一路同行.侨耀江苏”盛典，举办“时代新人说.侨与共和国”主题演讲比赛，唱响祖国颂歌、抒写家国情怀。主办“创业中华.江海筑
梦”首届长三角华商大会，促成一批项目和成果落地，签约金额超过150亿元。
(二）顺利承接新拓展的工作任务，侨联组织的履职能力进一步提高。首次承办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达1000人；首次
承办中国侨联海外侨领研修班；60名海外侨领参加；首次系统推进中餐和中医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建立2个海外推广基地、20个推广中
心，聘请20位推广使者，探索中餐文化海外传播的新渠道；组织中餐厨艺赴肯尼亚等，举办淮扬菜美食展示活动和厨艺培训，弘扬中华美
食文化。
（三）统筹做好服务大局、服务侨胞工作，侨联组织的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推荐邀请了近100名海内外侨商侨领参与第二届江苏发展大
会暨首届全球苏商大会；邀请89家海外侨社团、67家海外文化旅游机构参加“国际运河城市文化旅游精品展”，组织21家海外华文媒体参
加“追梦中华.2019海外华文媒体大运河沿线城市采风行动”，并举办了“汇聚全球侨智侨力、助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倡议发布仪式。
（四）坚持不懈加强自身建设，侨联组织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省侨联以深化改革为契机，加强“两个建设”，进一步夯实工作基础。根
据工作实际和职能，重新制定了“三定”方案，承接了原侨办海外华人华侨社团联谊职责；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继推动一批开发区、
社区的侨联组织；依托G12党建联合体组织机关党员赴延安、井冈山参加党性教育、现场教学，追寻红色足迹。

本年度预算资金
（万元）

全年预算数
其中：

省级财政资金
半年预计
执行数

预算资金总额： 3230.75 3230.75 1615.38

其中：基本支出 2101.73 2101.73 1050.9

专项支出 1129.02 1129.02 564.51

物业管理经费 24.3 24.3 24.3

侨联海外联谊、文化宣传工作 594 594 297

服务经济发展工作 129.72 129.72 64.86



全省侨联干部培训班 30 30 30

困难归侨补助经费 75 75 37.5

为侨服务、依法维护侨益工作 221 221 110.5

办公设备购置经费 25 25 12.5

常规性会议经费 30 30 1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年指标值 半年指标值

部门管理

决策管理
中长期规划制定情况 健全 50%

年度工作计划制定情况 健全 100%

人员管理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 100% 50%

人事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50%

资金与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规范性 规范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支出预算执行率 100% 50%

专款专用率 100% 50%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50%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50%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50%



部门管理

机构建设与内控管理

信息公开情况 公开 50%

重点工作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50%

档案管理星级 3/4/5级 4级

违纪违法发生数 0 0

党建工作完成率 100% 50%

业务学习与培训完成率 100% 50%

信息化建设情况 完善 50%

部门创新情况 有创新 50%

年终考评等级 一、二、三等奖 二等奖

部门履职
及效果

宣传党的侨联工作方针政策，加强
党对侨界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巩
固党在侨界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

扩大宣传工作

在侨联网站和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 更
新次数

365次 183次

编辑出版《江苏侨联》和海外版报纸 各6期 各3期

做好老归侨思想工作 归侨侨眷参加大讲堂等活动人数 320人次 160人次

拟订省侨联的工作规划，组织实施
省侨联代表大会、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的决议、决定，指导全省各级
侨联工作。

拟定省侨联工作规划 指导各设市区侨联完成工作规划 100% 50%

召开会议研究工作 召开4次小型会议 4次 2次



部门履职
及效果

团结动员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支持和促进海外华侨华人社团
加强沟通合作，履行海外侨胞社团
联谊等职责，建设和谐侨社。

加强与海外华人侨侨组织联
络工作

联络沟通与江苏籍海外华人华侨组织 40个 20个

邀请海外侨领参加研修班 80人次 80人次

与港澳侨界联谊工作

邀请香港、澳门、台湾中学生来苏交流
活动

40人次 20人次

邀请港澳青年社团来苏参加交流活动 20人次 20人次

侨界青年工作

与市侨联联合举办“侨青五四建功”活
动

2次 1次

举办“侨青发展大讲坛”活动 2次 1次

引导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积极参与
和支持我省经济建设，为引进海外
人才、资金、技术和智力服务。引
导侨资侨智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服务江苏企业“走出去”发展
。

创业中华系列活动
组织侨创联盟理事单位、赴大运河沿线
城市双创基地开展投资环境考察、投资
项目对接活动

100人 50人

“创业中华.智联江苏”--侨
智进园区进侨企

组织侨专联各专业委员会专家走访侨
企，精准提供智力支持。

2批 1批

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和海外
侨胞在国内的正当权益，协调配合
有关部门处理损害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国内权益的突出问题。参与我
省涉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修改
。开展涉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提升侨联基层干部能力（5年
内轮训一次）

  宣传法律和政策，发放宣传手册 4场 2场

今年培训基层侨联干部人数 150 75

组织法顾委走访企业 2次 1次

 召开专题研讨会，解决侨界困难 2次 1次

 组织在宁老归侨侨眷参加交流活动 600人次 300人次

开展维护侨益宣传工作

 宣传法律和政策，发放宣传手册 4场 2场

今年培训基层侨联干部人数 150 75

组织法顾委走访企业 2次 1次

  召开专题研讨会，解决侨益困难 2次 1次

 组织在宁老归侨侨眷参加交流活动 600人次 300人次



部门履职
及效果

参与协商和推荐省人大归侨侨眷代
表人选，提名省政协侨联界委员人
选。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反映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意见和诉求。引
导归侨侨眷依法参与我省社会事务
的管理 。

开展侨情信息、课题专项调
研和省侨界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开展专题考察调研。

走访考察调研活动4次 4次 2次

做好全省侨联参政议政和侨
情信息工作

上下半年各一次 2次 1次

上报侨情专报信息 160篇 80篇

提交参政议政建议 10条 10条

开展涉侨文化品牌项目建设，增进
海内外文化、学术交流。支持和参
与海外华文教育，开展与海外华文
媒体的交流合作。宣传我省归侨侨
眷和海外侨胞的先进人物、典型事
迹和重要贡献。指导办好省侨联涉

侨研究与传播机构。

“寻根之旅”夏令营 承办中国侨联夏令营活动 900人 900人

中餐文化推广活动
举办餐饮峰会、中餐访问团和中餐负责
人研习班等4个项目

4项 2项

中医文化推广活动
举办中医杏林使者计划海外推广及论坛
、中医访问团

2项 2项

书画、摄影展览 赴丝绸之路等地采风、摄影并举办展览 2次 1次

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各项保障和改善
侨界民生政策，建立健全困难归侨
侨眷帮扶机制。为海外侨胞来我省
工作生活提供服务。组织我省归侨
侨眷积极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推动
我省侨联公益事业健康发展，为归
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省内开展公益
慈善事业提供服务。

开展全省困难老归侨侨眷帮
扶工作

帮扶老归侨侨眷 1000人 500人

组织开展“送温暖、献爱心
”活动

建立和完善对老归侨的一对一志愿服务
制度，举办老归侨集体祝寿、健康知识
讲座、归侨侨眷迎春报告会、书画侨更
惠和重大节日群众性活动。

惠侨人数
400人次

200人次

开设“侨界专家讲堂” 上半年和下半年组织2次 2次 1次

研究新时代新侨情，拓展新侨工作
。加强我省侨联组织和信息网络建

设，推进“党建带侨建”。

加强侨联基层建设
推进园区侨联组织建立 2家 1家

推进全省“侨胞之家”建设 4家 2家

全省侨联干部培训班 推进全省侨联干部队伍建设 60人 60人

网络建设 加快数据库移动终端的研发 完成率100% 50%

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