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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04系列 之 户籍政策调查

毕业生“零门槛”落户郑
州当场可办

“前些年，中专毕业的我
一直在郑州打拼。由于没钱
买房落户，当时为了孩子上学
迁户口的事情没少苦恼。今
年当我再回郑州时，发现落户
实在太方便了！”来自周口的
网约车司机赵博伟说。

最近几年，“人”成了所有
城市争夺的对象。2017 年
底，郑州也开始以积极的姿态
加入新一轮的城市“抢人大
战”。

2017年11月，郑州市出
台郑州史上最高“含金量”广
纳人才新政。

“零门槛”落户范围覆盖
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高校
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除此
以外，对新引进落户的高学历
人才，郑州还按不同等级和标
准发放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

2018年 8月，郑州警方

又对之前出台的《郑州市人才
落户政策实施办法（暂行）》进
行简化，如家属随迁落户的只
需提供关系证明（出示户口本
等证件），不用再提供居住证；
落户亲友，无需提供同意入户
证明。申请社区集体户口，租
赁合同、房主的身份证、房产
证，都不需要了，且社区可以
自由选择。

“现在，高校毕业生、技术
工人、职业院校毕业学生入
户，如果是应届毕业生或者两
年择业期内的毕业生，凭毕业
证、迁移证向迁入地派出所申
请，材料齐全的，当场就可落
户。”郑州市公安局丰产路分
局户籍室民警牛可可表示。

落户郑州，
N种方式供你选

来自河北传媒学院的刘
畅咨询，自己2017年毕业后，
做过北漂，在天津也发展过，

不过最近刚入职郑州一家广
告公司，还未在郑买房的她想
把自己的户口落到郑州，就是
不知道哪种落户方式更合适？

据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户政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专以上毕业生、职业（技工）
院校毕业生想要落户郑州，最
便捷的落户方式就是“人才引
进”，其常见的落户方式主要
有：落户到代理机构集体户
（省人才交流中心或郑州人才
交流中心等）、落户到亲友户
口、落户到社区集体户、落户
到工作单位集体户等。

“投靠亲友户口，不一定
是直系亲属。只要户主同意，
亲戚朋友均可。”户籍民警表
示，毕业生如果想落户到社区
的集体户，落户哪个社区，毕
业生可自己挑，离你工作近、
离你想买的房子近、离你喜欢
的人近都可以，地址正确即
可，社区不会拒绝你的户口迁
入。

毕业生可落到亲朋、社区、单位户下
除了省人才交流中心集体户口外，郑州其他落户方式配偶、子女均可随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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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毕业季，很多大学生都背上行囊为各自的未来而奔波，而落户在哪里
成为了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

常住人口破千万、GDP破万亿、人均GDP破十万……近几年，郑州的飞速发展可
谓尽收眼底。从曾经火车拉来的城市到一步步的蝶变，随着多重国家战略的叠加，国
家中心城市的加成，带给郑州空前的发展机遇，也给郑州经济发展提供了“助推剂”。
而就是这样一座发展潜力无限且拥有诸多发展机会的城市，正“求贤如渴”。

现如今，无论是郑州本地学校毕业还是外地学校毕业，也无论是毕业1年、5年还
是10年，只要你是中专以上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符合人才引进条件，均可
零门槛落户郑州！

就毕业生关心的问题，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户政大队和省人才交流中心相关负
责人一一进行了解答。

答疑一：毕业生的落户方式和
所需材料都有哪些？

A.准备落户在人才交流
中心集体户口的，可到人才交
流中心户口管理窗口申请办
理，如果符合条件，人才交流
中心会将材料转交所在地派
出所办理；

B.落户在亲友户口所在
地的，提供户主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以及自己的毕业证、身
份证、户口本，到其亲友户口
所在地派出所办理；

C.落户到社区集体户口
的，需提交毕业证、身份证、户
口本，在社区所在地派出所办
理落户手续；

D.已有工作单位且单位
有集体户口的，提供单位同意
入户证明，到单位集体户口所
在地派出所办理。

答疑二：如何才能落户省人才
交流中心集体户口？

据省人才交流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这分两种情况：一
种是应届毕业生（含两年择业
期内的毕业生）入户，一种是
往届生申办准迁证。

应届毕业生入户（含两年
择业期内的毕业生）要求其就
业报到证派遣到省人才交流
中心，所需材料为：存档凭证
原件、就业报到证原件、毕业
证原件、户口迁移证原件、身
份证复印件。（注：毕业生入户
可由他人代办）

往届生申办准迁证需要
提供的材料有：存档凭证原件
及复印件、专科或专科以上毕
业证书原件、户口本首页和本
人页原件及复印页（复印在一
张 A4 纸上）、身份证复印
件。以上材料，省人才交流中
心审核后，符合规定条件的，
移交郑州市公安部门申办准
迁证，准迁证申请需要5个工
作日。（注：必须本人亲自办
理）

需要提醒的是，准迁证发
放后，需回目前户籍地派出所
打印户口迁移证。将户口迁
移证交到业务窗口后，需5个
工作日才能完成入户手续。

记者注意到，除了所需提
供材料略有差别外，省人才交
流中心的应届毕业生入户和
往届生申办准迁证最大的差
别在学历要求上：应届毕业生
（含两年择业期内的毕业生）

入户是指中专及以上毕业生、
职业院校毕业生均可入户。
而往届生申办准迁证则要求
是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证书。

答疑三：落户办理需多长时
间？

应届毕业生、两年择业期
内的毕业生、两年择业期满的
毕业生在郑州各派出所户籍
室办理落户时办理期限都有
哪些不同呢？

1.应届毕业生凭毕业证、
迁移证，向迁入地派出所申
请，材料齐全的，予以当场办
理。

2.两年择业期内的毕业
生凭毕业证、迁移证，向迁入
地派出所申请，材料齐全的，
予以当场办理。

3.两年择业期满的毕业
生凭毕业证，向迁入地派出所
申请，报分、县（市）局户政部
门审批，审批时限 5个工作
日。

答疑四：哪种落户方式配偶、
子女可随迁？

“因短时间可能无法在郑
州购房，所以我在郑州落户时
肯定会考虑将来子女落户和
配偶随迁的问题。不知道这
方面，政策有何要求？”准备来
郑找工作的西北政法大学毕
业生王心悦说。

就此问题，记者向省人才
交流中心和郑州市公安局治
安支队方面进行了解，整理如
下：

1.落户省人才交流中心
集体户口的，其配偶、子女户
口无法迁入。

2.投靠亲友落户的，配
偶、子女户口均可迁入。

3.落户社区集体户口，可
以接纳配偶户口，子女户口也
可迁入。

4.落户单位集体户口，只
要单位同意接收，其配偶、子
女户口均可迁入。

答疑五：社区集体户口有没有
单独的户口本？

经记者向户籍民警核实，
社区户口，属于郑州市集体户
口的一种，并没有单独的户口
本，只有一张纸证明。但这张
纸并不会影响之后办身份证
等种种事情。

解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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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公 告

登封市君召嵩源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学校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豫交运管许可郑字410185013062)
和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85MA42F2E45F) 原 法 人
任 基 科 ( 身 份 证 号
410102198109284010)因身体原因无
法继续担任，现变更企业法人为时
少 干 ( 身 份 证 号:
410185197708166012), 特此公告。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灵宝服务区消防系统维修项目
已批准实施，资金已落实，现进行
招标。
1.要求资质（消防设施工程、消防设
施维护保养叁级及以上资质）齐全。
2.有意向者请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6月26日到灵宝服务区领取招
标资料。
3.联系人：谢部长
电话：18103989002

打井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渑池西停车区北区打井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将该项目进行
公开招标。
一、有意向者请带上相关资质(盖公
章的有效证件)于 2019年 6月 26
日前到连霍高速北半幅K765公里
处领取招标资料。
二、联系人：王部长
电话：13639865364
监督电话：13598633951

郑州市公安局丰产路分局户籍室内，一名毕业生在自助机前等待拍照。

关于毕业生
落户郑州，您还
有 哪 些 问 题 要
问？大河报记者
线上答疑解惑，
您可通过以下方
式提问:
1. 拨 打 电 话
0371-96211。
2.关注大河报官
方微博，将问题
以私信形式发送
给编辑。3.关注
大 河 报 官 方 微
信，以“户籍+问
题”形式，将信息
发送给编辑。4.
在大河客户端本
篇文章后直接留
言。

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