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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前的准备

归国人员应

✓ 准备以下文件:

▪ 有效护照

▪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 当地使领馆提供的留学回国人员证
明

▪ 户籍证明

✓ 获取抵达机场及未来形成的相关信息

✓ 入境中国无需注射疫苗，但需在国外的
接种记录供国内医生参考

I. 注意事项

归国后事项

归国人员应

✓ 若身份证过期或遗失需前往地方警察局
办理新证

✓ 恢复或参加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全民社
会保险计划

✓ 联系可以提供求职或寻找住所援助的机
构

✓ 申请儿童看护、申请入学或其他教育机
构

✓ 联系国际移民组织驻华代表处可能获得
自愿归国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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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Photo here

https://www.zuji.com.hk/zh-
hk/blog/2016/03/29/%E6%8B%8D%E6%8B%96%E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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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E9%96%8B%E6%97%85%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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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信息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覆盖所有城镇职工，包括企业职工、机关职
工、非政府组织职工等。不覆盖职工的非从
业家属。
一般来说，单位支付月工资的8%，职工支付
2%。退休人员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覆盖所有居住在城镇的非城镇职工，以及学
生、儿童及失业者。
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条件制定本地区
的合理的保险金缴纳政策。自2013年以来，
报销金额上限为75%，70岁以上的居民为8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覆盖所有农村居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补贴。
个人只需要支付一小部分。有的地区只需支
付20元人民币。
2013年以来，报销比例达到75%。

城乡医疗救助:
覆盖无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贫困人群和可
以参保但没有能力承担个人需缴纳费用的人
群。

参保
寻求帮助的人需要向其所在社区或村委会提
交一份手写的申请书并填写申请表。同时需
要提供身份证、诊断书等材料。

收益:
中国大部分城市已经建立起即时门诊报销体
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2016年上半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人均门诊费用为245.5元。

2. 医疗及药品消费

医疗设施及医生:
医院已经在中国的大的小城市普及，且能够
治疗大部分的常见疾病。

手续办理:
归国人员应前往医保体系指定医院。若想获
得指定医院名单。请拨打社会保障办公室电
话或到其网站查询。

药品获得及费用：
中国的药品市场发展相对完善，所需药品在
中国通常都能够买到。本地生产的药品相对
便宜，含有某种特定有效成分的进口药品比
较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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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医疗保健

版权: IOM / Benjamin Suomela 2017



I. 一般信息

2017年底就业人口为77640万人，新增城镇就
业人口1351万人。2017大城市城镇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2016有所增长：北京为62406元，上
海62595元，杭州56272元。

大城市平均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000元左右。
小城市为每月1200元到1700元。 2016年，务
农人员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2363元。2018年
初，城镇失业率约为3.9%。

2.求职途径及援助

地方劳动力市场会定期举行招聘会，求职中
介机构也会有偿提供求职帮助。职业介绍机
构分为两种：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和营利
性职业介绍机构。

这些机构

• 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劳动力市场的基
本信息和政策咨询；

• 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委托办理的录用备
案、失业登记、就业登记等事务；

• 对失业人员和残疾人等特殊服务对象提供
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

不同城市的求职信息可以在下列网站轻松获
取。

• http://www.zhaopin.com/
• http://www.dajie.com/
• http://www.58.com/
• http://www.ganji.com/

也可以在线下载拉勾网、前程无忧等求职应
用，在线提交简历会提高求职效率。但要警
惕电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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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就业市场与就业

自主创业:
自主创业的程序包括工商登记，税务登记。
劳动与就业，建立银行账户，取得行业相关
证书等。

营业执照可以在当地的工商局办理。在一些
城市，这些费用通常很低或免费。税务登记
需要在当地税务局办理。

3.失业救助

在中国只有失业保险一种失业救助方式。需
要到当地的社会保障部门进行登记。

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 身份证
• 工作单位开具的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

收益与费用:
一般来说, 个人与单位需共同缴纳失业基金，
个人缴纳月工资的1%，单位缴纳月工资的2%。
然而，很多省级和市级政府削减了政府缴费
比例。例如北京，员工需缴纳金额约为0.2%，
而单位约为1%。失业保险金额约为该地区的
最低工资标准。

4. 继续教育及职业培训机会

对有就业需求和培训愿望的初高中毕业生进
行预备制培训。对就业困难人员和进城务工
农村劳动者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的，给予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
贴。

社区居委会有时会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或一
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他们也为本地区的
居民提供相关的就业信息。

http://www.zhaopin.com/
http://www.dajie.com/
http://www.58.com/
http://www.ganji.com/


1. 一般信息

中国城镇人均住宅面积约为36.6平方米。中
国各省、市、区域房租各不相同。

以北京为例，一套中心地带的设备齐全的小
公寓每月租金为6000元左右。在中国租房并
不困难。大城市房租明显高于小城市。

2 寻找居所的途径及援助

房屋中介机构在各地广泛分布，并且可以很
快地帮助找到临时居所。该服务需要支付一
定的佣金。（通常为一个月的租金）通过以
下网页链接，您可以找到非常全面的房源信
息，对于寻找居所非常有帮助。在以下平台
寻找住房过程中可直接与房主交流。同时，
请警惕非法中介可能带给您的财产损失。

• http://www.58.com/

• http://www.ganji.com/

3.社会住房补助

廉租房制度:
在廉租房制度下，政府会向住房困难的家庭
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补助金由中央政
府出资。

申请:
户主可以向当地的居民委员会或者镇一级的
人民政府提交一份手写的申请书。

需要准备的材料:

• 家庭收入证明

• 家庭住房状况

• 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及户口簿

• 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材料

经济适用房制度:
经济适用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
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单位建房
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
住房。

申请所需文件:

• 当地城镇户口或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供
应对象

• 家庭收入符合市、县人民政府划定的收入
线标准

• 房屋登记

• 收入证明

• 房屋产权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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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住房

http://www.58.com/
http://www.ganji.com/


1.一般信息

社会福利体系主要覆盖以下人群:

• 60岁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的，或其赡养人和扶
养人确无赡养或扶养能力的公民。

• 父母双亡、其他亲属无抚养能力的孤儿

• 公安部门查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可以由
儿童福利机构收养，享受国家福利待遇，
受福利院的养育和监护。

基本养老金制度:
覆盖符合以下条件的所有工作者:

• 独立经营的个人及自由职业者可以直接
到当地的社会保险机构办理养老保险手
续。

• 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

费用和收益：
企业缴费比例为应缴金额的20%，职工缴费
比例为应缴金额的80%。退休后可以开始领
养老金。（具体数额各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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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社会福利

SocialWelfare System: Access for Returnees

申请程序:
各地社会福利政策不尽相同，归国人员应向当地社会福利办公室咨询相关手续。完成登记后，
归国人员应按月缴费。

所需材料:

• 身份证复印件;

• 一寸彩色照片 (两张);

• 户口本复印件

2.养老金制度

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包括基本养老金制
度，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由商业保险作为补充。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只有部分有财政能力的地区发布了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该保险由地方政府、集体经济和
个人共同承担。

享受养老保险的前提条件:
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包括正常退休，
因病提前退休，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同时按
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累计缴费年限满15
年。

申领养老保险程序及所需文件：
需出示身份证、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本等到当
地社保机构办理手续



1. 一般信息

在中国，必须进行9年义务教育，该政策为强
制性政策。
针对归国移民的注册程序：

• 户口簿及复印件

• 房屋产权证书及复印件

2.学费、贷款及奖学金

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乡9年中小学义务教育
阶段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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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的途径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用于解决学生的学费和住
宿问题。申请人需要由本人提交贷款申请报
告；填写三份学生贷款申请表； 学生家长、
家长所在单位或区、乡人民政府签署意见。

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高校全日制本科、专科
（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中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

3.中国认证的境外学历学位

包括在外国和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
台湾地区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程
所获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经国务院教
育行政部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
颁发的国（境）外学位证书；高等专科教育、
非学历高等教育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颁
发的国（境）外高等教育文凭。

了解更多认证海外学历的信息请登录该网站:
http://renzheng.cscse.edu.cn

VI. 教育体系

受教育程度 年龄

幼儿园 3-5

初等教育

小学 6 – 11

中等教育

中等学校（包括初中、职业高中和中专等） 12 – 17

高等教育

指继中等教育之后进行的专科、本科和研
究生教育。

17及以
上

Insert Photo here

Credit: Muse Mohammed / IOM

http://renzheng.cscse.edu.cn/


1.重新融入社会援助项目

在中国没有类似的项目。有一些国际移民组织的项目提供返乡后援助。归国移民应在回国前申
请相关的支持。回国后可以联系国际移民组织驻华代表处寻求可能得帮助。（联系方式附后）

2. 财政及行政支持

归国人员可以向下述机构寻求帮助：

• 地方民政部门
• 地方居委会

目前在中国没有专门针对归国移民的财政及行政支持。

3. 对创收活动的支持

在中国没有针对归国移民的经济支持或项目。归国移民可以咨询当地的银行或信贷合作机构申
请小额贷款。

Insert Photo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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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对归国移民的实质帮助

Credit: IOM 2017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德国自愿返回与重新融入网站: 

https://www.returningfromgermany.de/en/countries/China

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机构

国际移民组织驻华代表处
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1号塔园外交公寓9-1-82

邮编100600

电话: +86 1059799695

电话: iomchinaoffice@iom.int

网址: www.iom.int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三条8号
邮编：100007

电话：(8610) 84025890

传真：(8610)64060566

邮箱：zhbgs@redcross.org.cn

网址:www.redcro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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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联系方式及有用的链接

其他联系方式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西城区槐柏树街2号院1号楼
电话:  (8610)-85326020

传真: (8610)-85112107

电子邮箱: womenofchina@163.com

网址: http://www.women.org.cn/

相关的地方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3号
邮编 100716 

电话: 12333

网址: http://www.mohrs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邮编 100721 

电话: (010)58123114

网址: http://www.mca.gov.cn/

https://www.returningfromgermany.de/en/countries/China
http://www.iom.int/
http://www.women.org.cn/
http://www.mohrss.gov.cn/
http://www.mca.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