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南 户 籍 新 政 的 三 大 猜 想
日前，河南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户籍改革已经期盼了多年，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城市做好迎接新居民的准备了
吗？农民对户籍新政怎么看？那些已经放开户口的地方，是否出现了农民蜂拥进城的现象？

户籍放开，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居民
落户城市，义务教育压力首当其冲。养
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更考验着一
个城市的综合实力。

城市教育承受能力咋样

11 月 13 日上午 7：30，郑东新区一
所小学门前挤满了前来送孩子上学的
家长。正准备调转车头去上班的郑州
市民刘家琛听到了电台里传来的新闻：
河南省户籍制度改革了，农村户口将更
容易转成城市户口。

听闻此消息，刘家琛感慨良多。今
年 8 月份郑州市小学新生入学报名时，
按照所在区的有关规定，刘家琛的女儿
因为不够年龄无法入学，为了让孩子如
期入学，刘家琛托了很多关系，最终在
开学一周后，女儿进了班。“幸亏闺女今
年入学了，要搁到明年，城市户口放开
了，那上学的孩子该有多少啊。”

近几年，每到 8 月份郑州市小学招
收新生时，都会有大量新闻报道家长连
夜排队等号，唯恐孩子无法按时入学。
而许多小学也抱怨招生压力巨大，班额
屡屡破新高。

教育部门的信息显示，郑州市区各
小学的入学压力一直较大，尤其是外来
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金水区和郑东新
区更为明显。郑东新区商鼎路附近楼
盘近几年陆续建好入住，很多外来人口
租住在此。不远处一所小学当年建成
招生，每个班的学生即突破了 60 名。
而之前建好的一所小学因为一年级各
班人数太多，不得不在学生进入二年级
时再拆分增加了一个班。

有关部门表示，随着城市化进程不
断加快，郑州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任务日益繁重。早在 2000
年，郑州市就出台了《郑州市流动儿童
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2007 年保障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
育被列为郑州市政府“十件实事”之
一。自 2010 年以来，郑州市每年都在
新建扩建中小学校。

最新数字表明，2012 至 2014 年，郑
州市区共拟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 95
所。截止到今年 8 月底，其中 40 所中小
学竣工并投入使用。但大量外来人口
子女以及不断落户的新市民子女入学
压力依然不减。

户籍放开后，郑州市常住人口子女
无疑将会增多，如何应对义务教育阶段
的压力，将成为考验郑州市政府的一道
难题。“如果外来人口转成了持有郑州市
户口的市民，有多少子女要入学，我们现
在也无法说清。”一位小学负责人表示，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明年将面临更
大的招生压力和更多的新问题。”

城市能提供完善的社保吗

11月 17日，已入冬的天气有些许寒
冷。瑜伽教练孔琳琳一早起床赶着去辖
区派出所，“去办我的居住证。”

孔琳琳离开家乡许昌在郑州市已
经居住了 2 年，她也听到了河南省户籍

制度改革的消息，很希望真正能成为郑
州市居民，享受到郑州市政府提供的公
共服务项目。

作为省会城市，郑州对外来人口颇
有吸引力。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郑
州市开始推行新版居住证，目前共有
300 多万流动人口通过居住证受益，享
受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张

“卡片”也被外来人员看成是郑州户籍
改革的过渡。

而外来人口普遍关心的如何加入郑
州市社会保障系统,日前郑州市有关部门
并没有给予具体的答复。《河南省深化户
籍改革制度实施意见》则明确指出，要把
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完全纳入城镇社
会保障体系,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在城
镇单位就业的,随同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和当地的失业保险;灵活就业的,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随迁未就业家庭成员可参加迁入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好，住房保
障也好，归根到底最关键的问题是，城
市财政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承担起新增
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支出。”一位专家
表示，如果流动人口迁入城市在财政上
可以落实社会保障这部分支出，那么城
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轨的具体措
施就能快速制定出台，户籍制度改革也
才能真正深入下去。

新朋友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按照深化户籍改革制度的实施意
见，不久的将来，郑州市将会迎来更多
的城市人口。对于这些“新市民”，郑州
市居民还是有心里话想说。

“欢迎新居民加入进来，因为郑州
市离不开这些建设者们。”16 日下午，
郑州市黄河路 122 院的老住户张大姐
说。“但是我也很想说几句心里话，城市
和农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进城后有些
习惯还真得改改。”

张大姐所住的小区目前租住了不
少外来人口，有些住户还住了多年，张
大姐和他们相处和睦。但让张大姐犯
愁的是，其中有些租赁住户在小区院内
堆放大量杂物，垃圾随意抛洒，或者停
放多辆三轮车，导致小区内环境差不
说，院子里几棵桃树、无花果树、石榴树
的果子早早就被摘光了。“以前可不是
这样的。”

而出租车司机王师傅说起来也有同
感，“我希望政府能组织一下培训，每位
进城工作或者成为市民的人都可以自愿
去学习，了解城市运行的规则和纪律，比
如遵守最常见的红绿灯信号，电动车别
骑到机动车道里，要不多危险啊。”

另一位开书店的“老郑州”则不同
意他们的看法。他说，城市是所有人的
家，新落户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有
各自的生活习惯，能给一个城市带来丰
富多彩的文化，这才是城市的魅力。

而在随机进行的街头小调查中，15
位接受采访的郑州市民表示户籍制度
改革是个进步，但城市需要提高管理水
平、完善公共配套措施。⑨12

农村人向往城市的教育和社保，而
非城市生活。有的愿意弃农投城，有的
还有顾虑。农村与城市，哪个户口更
值？尚待时间检验。

农家人的舍与不舍

11月 15日下午，家住林州市桂园区
曲山村的李存伏在林州市红旗渠大道上
扫马路。这位已经 70 岁的老人身板结
实，拿着扫把的手挥洒有力。

“迟早要进城的，这是潮流啊。”李存
伏说，虽然他和妻子还是农村户口，实际
上过得却是城市人的生活：到市场买菜、
在马路上干活。几年前，他过的还是传
统的农家生活：自家田地里种菜、种粮
食，住的是带院墙的老房子，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现在，他和妻子到城里跟孩
子一起住。孩子在林州市上班，他们已
经适应城市的生活。

按照目前农村养老保险的标准，李
存伏每月领到近100元的养老金；医疗保
障来自于新农村合作医疗。李存伏在老
家还有一个占地不到四分的老宅子。他
对养老金的变化很有兴趣，“如果转为城
市户口，养老金肯定会提高一大截子
吧？不用孩子给我养老钱了。”

但当地年轻人与李存状老人的想法
不尽相同。

“转成城市户口，我们能得到什
么？”三十来岁的付新维快人快语。他
是林州市东岗镇南坡村人，本地农村户
口，一直在农村生活。11 月 16 日傍晚，
付新维告诉记者，虽然他对城里也有向
往，但他不会轻易放弃眼前拥有的东
西。

东岗镇离林州市区有 20公里，属山
区，盛产核桃和花椒，人均不到 1 亩 2 分
地。付新维有两个孩子，大的已经读小
学了，小学在镇子上；小的不到 3岁。

付新维的收入来自两方面：春夏秋
季的时候，他外出打工，到冬季的时候，
他就回乡，卖当地的土特产。他有一辆
小货车，利用这个货车，把山货拉到东
岗镇、附近的河顺镇甚至林州市里卖。
他靠打工和卖山货的收入一年大致有 6
万元。“种粮食还有一些收入，感觉现在
的日子过得比较有保障。”付新维说。

付新维的父母都快 60 岁了，身子
都硬朗，两位目前对养老并不操心，付
新维兄弟两人很早就订下协议：如果
父母干不动农活儿的时候，他们两个
人平均分担老人的生活费用；如果父
母遇到大病，其费用也由他们兄弟来
承担。

付新维和弟弟以及父母都有各自
的宅基地，他和弟弟的房子翻盖不久，
父母的房子还是 20 多年前盖的，但都
足够结实宽敞。

“我现在唯一想要的是孩子能够
享受城市孩子那样的教育。”付新维
说，在当下，唯有读书才能有出路，他
小学毕业，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干些苦
力 活 儿 ，他 想 要 孩 子 通 过 读 书 走 出
去。“想想未来的变化，真的放弃眼前
在农村的生活，然后去到城市里，我有
些不舍。”

快递员的梦与现实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享受农村无法
享受的待遇。”李自军是郑州一家快递公
司的快递员。他来到郑州已有10年。他
是南阳邓州的农村户口。

他指的待遇，最关键的是孩子教
育。

目前李自军的两个孩子都在聚源路
小学读书。他实现了孩子享受城市教育
的梦想，但这条路并不平坦。

按照有关规定，他要让孩子进入郑
东新区的聚源路小学，他必须要有暂住
证，还要有在郑州交纳社保的记录。当
时，他在一个工地做保安。为了达到这
些条件，他四处托人，终于有一家单位愿
意给他开出证明，并给他交纳社保。他
又办理了暂住证。

外来务工子女就读的条件满足之
后，李自军给儿子成功办理了入学手
续。其后，他的女儿也以同样的方式获
得就读聚源路小学的资格。

“非常不容易！如果我是城市户口，
孩子读书的地方也就有更多选择。”11月
15日，李自军说，比起老家，郑州这儿的
教育资源太丰富了，他再苦再累，也要让
孩子们在郑州接受教育。

李自军一家现在租住在中州大道和
北环交叉口附近一个民居里，每年的房
租 1万元。他的妻子在商场里帮人卖衣
服，每个月的收入2500元，老板没有给她
交纳“三金”。李自军每月的收入不等，
活儿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八九千元。“双
11”刚过，这几天的包裹特别多，他每天
都加班加点送。公司也没有给他交纳

“三金”。
李自军在老家有两层小楼，几亩地

都让爸妈耕种。从部队转业后，他都没
有干过农活儿，对他来说，他适应的是城
市的生活。他在郑州的住所比他在农村
的家要小得多，但他仍然喜欢郑州这里。

“如果成为城市户口，一切都会变得
更好。我希望这一政策及早实施。”李自
军说。

但李自军的想法未能得到父母的认
同。

李自军的父母认为，他最终应该回
到农村。“他在城市里能混得下去吗？
没有什么技术，也没有什么想法，靠力
气混饭吃，如果没有力气了怎么办？”李
自军的父亲在电话里抱怨，李自军应该
更现实一些，家里有地有房，生活条件
也并不差，至于孩子的读书，这位老人
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在哪儿读书都有
前途。

李自军的父母平时除了耕种，还在
农闲时做些工地上的小活儿，每年的收
入在 8万元左右。“我和老伴都习惯了农
村的生活：吃菜，自家地里有；鸡鸭也是
自家养的。我们过得自由自在。”李自军
的父亲说，他不想失去现在的一切，他对
城市的生活很陌生。他也不希望孩子轻
易地放弃这些。

李自军的父亲还担心，如果都进城
了，不仅没有老宅子，连祖坟也可能没有
了。“这是不能接受的。”⑨12

济源作为我省唯一一个在全域范围
规划建设的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早在 2011
年，就在全市范围内取消了农业、非农业
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统称为“济源市居
民户口”。运行近四年，并没有出现农民
蜂拥进城落户的现象。

进城落户早已放开

11 月 15 日晚上下班后，在济源富士
康上班的孔亚娟乘坐班车，不到 10 分钟，
就回到了位于承留镇滨湖花园社区的家
里。厨房内各种电器同时工作，仅十几分
钟，可口的饭菜就端上了餐桌。洗刷完
毕，半个小时后，她又准时来到社区广场，
跳起了快乐的广场舞。

孔亚娟应聘到富士康后，她一家从山
区王屋镇搬到了紧临市区的承留镇区，彻
底告别了在家种地的生活。“老公跟人干
装修，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块钱，我一个月
也能挣三千来块钱，孩子在镇区上学不需
要接送。跟以前比那真是两重天。”她对
目前的生活相当满意。像孔亚娟这样因
为就业而到承留镇买房定居的“产业移
民”，目前已有将近 1 万人。

孔亚娟不仅在工厂上班，一家人的户
口也落到了镇区。早在 2011 年，济源在
全市范围内取消了农业、非农业户口的二
元户口性质，实行一元制的户口管理模
式，统称为“济源市居民户口”，并建立了
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统一的户籍管
理制度。

按照这份规定，“自愿在济源市中心
城区落户的本地农村居民，本人在城镇有
合法稳定住所（含购房、租房、单位宿舍
等）或合法稳定收入的，本人及其共同居
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可在居住地
申请登记为居民户口。”

这样的规定意味着济源市区的户口
对本市农村居民已经完全放开，只要有住
处、有收入即可登记在城镇落户。除此之
外，该市对外来投资商、进城务工人员，本
市大中专院校学生落户济源均给予宽松
的政策。

济源市公安局局长赵书乾告诉记者，
在更早的 2005 年，济源市被列为我省城
乡一体化试点市后，就已经开始了户籍制
度改革方面的实践探索。“可以说，现在落
户济源市城区的门槛已经非常低。”

进城福利，一个都不能少

改变户口的二元性质，实行户口登记
制度，背后牵涉到户口转移后的教育、社
保等一系列福利待遇问题。

从今年 7 月 1 日起，济源市农村居民
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实现相互转移，打破
了城乡制度障碍。该市同时正在研究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保的转移
政策。

济源市教育局局长于琳说，实行教育
公平也有利于居民向城镇转移。“对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就学，我们按照就近原则优
先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与城市学生统一
编班。”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济源中心城
区学校就读的农村进城学生和外地来济
学生已达 65416 人，占到城区学校在校生

的 71%。“大量的学生进入城区和镇区，牵
动家庭成员也搬迁到城区、镇区居住，直
接增加了城镇人口。”于琳说。

济源市住建局一位负责人介绍，从
2011 年以来，该市已逐步将进城务工、外
来务工以及新就业群体纳入了住房保障
范围。“截至目前，已累计实现进城人口住
房保障约 21650 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约
4500 人。”

此外，当地还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
城镇新落户人员参加城乡居民或城镇职
工养老、医疗保险，纳入城镇就业服务培
训和政策扶持。即便户口不在城区、但持
有居住证的进城人口也可以免费享受计
划免疫、健康教育、传染病防治等公共卫
生服务。

虽然户口不再分城乡，但进城的农民
依然牵挂着老家的一亩三分地。记者在
济源市农办了解到，为了让进城农民吃下

“定心丸”，济源市于今年全面开始“六权”
确权颁证工作。“六权”即：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小型农用水利工程所有权，土地承
包 经 营 权 ，集 体 林 地 使 用 权 ，林 木 所 有
权。同时保留进城落户农民原有集体财
产权益不变。

城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政策再好，并非人人都愿意往城里
迁，也有一部分农民由于担心失去在农村
的权益，进城落户的意愿并不强烈。

承留镇卫福安村的王小盼就明确表
态：“俺不愿意到城里，住在城里还不如俺
家这儿好呢！”记者看到，在群山环抱中，
这里家家户户小别墅，红瓦白墙，青山碧
水，特色农业装扮着坡岭沟洼，一派迷人
的田园风光。“俺这里环境比城里好，收入
也不比城里人差多少。一到周末，大堆的
城里人跑到俺这儿玩。”王小盼说：“再说
了，现在农村也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了，
俺们跟城里人也不差啥。”

“现在农民在种粮、医保等方面都能
享受较好的‘三农’扶持政策，还能获得基
于承包地、宅基地更多的收益，一定程度
上也强化了农民不愿进城落户的心理。”
当地一位农业专家就户口放开分析说。

济源虽工业基础较好，但实际多数人
口仍然居住在农村。据统计，自 2005 年实
行户籍制度改革以来，截至目前，济源市实
际登记常住人口为 70.4 万人，其中中心城
区的五个街道办事处为 18.9 万人，城区流
动人口 6.9 万人，集中在 11 个镇的人口多
达 51.5 万人。而济源市推进城乡一体化的
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到 2016 年，要将中心
城区人口达到 40 万人的规模，也就是说两
年内，将比目前要新增 10 余万人。

现实的情况是，济源市正处于产业转
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资源环境制约已形成
倒逼，产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城区持续
走高的商品房价格、有限的保障房数量，
也将有意进城落户的农民拒之城外。此
外，吃住行、水电暖等各项公共设施承载
能力也是不小的考验。从济源近四年的
实践看，想要快速推进城镇化，改变户口
的二元性质，放开落户只是城市化的第一
步，要做的配套工作还有很多。⑨12

城市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樊 霞

农民心里咋想的
□本报记者 杨万东

放开后会是什么样
□本报记者 王小平 成利军

郑州作为省会城市郑州作为省会城市，，对年轻人有很大吸引力对年轻人有很大吸引力。。李建峰李建峰 摄摄 家住林州农村的付新维想让孩子在城里上学家住林州农村的付新维想让孩子在城里上学。。杨万东杨万东 摄摄 进城后的济源农民享受城市的优美环境进城后的济源农民享受城市的优美环境。。成利军成利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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