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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03

□记者 杨勇/文图

郑州警方治安部门开展“践行十九大精神 民警听民声”主题活动富有成效

再推十四条便民举措
让居民拥有更多获得感

□延伸阅读

重点落户群体 7 种人员
入户条件及所需材料
（一）在城镇就业居住 5 年以上的农村转移
人员
入户条件：在城镇就业居住 5 年以上、
户口
住址在农村的人员，可申请本人及其共同居住
生活的配偶、
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
所需材料：本人书面申请、本人居住证、本
人的就业证明、迁入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
身份证、
本人与迁入人员的关系证明。

核心提示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自 11 月 1 日起，郑州市
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了“践行十九大精神 民警听民
声”主题活动。活动开展以来，
全市公安机关各部门、各警种
纷纷走进社区、广场、工地、企
业等地，问计于民，收集意见建
议，及时整改反馈。
11 月 14 日，郑州警方治安
部门召开新闻通气会，就近期
群众集中反映的户籍及居住证
办理等有关户政方面的热点问
题进行解读解答，并透露将再
推出一批便民利民举措。

（二）举家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员
入户条件：举家在城镇就业居住、
户口住址
在农村的人员，可申请全家直系亲属的户口迁
入。
所需材料：申请人书面申请、
迁入人员的居
住证、
申请人的就业证明、
迁入人员的居民户口
簿和居民身份证、申请人与迁入人员的关系证
明。
郑州市基层派出所的户籍民警在为群众服务

A
户籍制度改革惠百姓
入户条件更宽松渠道更畅通
通气会上，省会警方治安部门指出，2017 年
6 月 30 日，省会出台了《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下发执
行。户籍制度改革新政运行 4 个月以来，受到各
界群众的好评。
据介绍，户籍新政策条件更宽松，对于迁移
人员没有年龄、结婚时间、毕业时间、购房房屋面
积和人数等条件的限制，只要符合条件、根据本
人意愿都可以落户。
新政策落户通道更畅通，凡符合迁入条件但
无合法房屋产权的，凭实际居住地房屋租赁合
同，经房主同意，可将户口迁入租房户；房主不同
意，可投亲靠友，经户主同意，将户口迁入亲友
处；无处可入户口的，可将户口迁入社区公共集
体户口，单位有集体户口的可迁入单位集体户
口。这解决了以往虽符合入户条件但无落脚点
的问题。

持证人享受六项服务
全市有居住证受理点 775 个
今年年初，在上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郑州
市公安局已开始投入使用新版居住证，顺理完成
由郑州市居住证向河南省居住证的过渡。据通
报，目前郑州市公安局设立居住证受理点 775
个，居住证签注点 110 个，实现了不出社区就可
以到警务室申请办理的便民承诺。
警方介绍，居住证是持证人在居住地居住，
作为常住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申请登
记常住户口的证明，持证人享受六项基本公共服
务和七项便利。
六项基本公共服务分别是：教育、就业、医疗
卫生、文化体育、法律服务、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其
他基本公共服务。
七项便利分别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入
境证件、换领和补领居民身份证、机动车登记、申
领驾驶证、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职业资
格、办理生育服务。
此外，为提升河南省居住证的“含金量”，我
省又增加两项便利功能，分别是享受上级政府规
定的不受户籍限制的跨区域补贴政策和 60 岁以
上居住证持有人享受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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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再推 14 项便民利民新举措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提升户籍窗口服务民生
的水平，郑州警方治安部门在当
天的通气会上又推出了 14 项具体
的措施。

七、推行互动式服务。将“互
联网＋”便民服务平台户政类 29
项业务纳入常住人口信息管理系
统，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简化工作
环节，
提高工作效率。

一、全市户籍窗口实行“朝九
晚五”工作制，派出所户籍室对外
办公时间为 9 时至 12 时、13 时至
17 时，对下班前到派出所办事的
人 员 ，坚 持 接 待 、办 理 完 毕 后 下
班。

八、开通全国居民身份证异
地办理业务。结合流动人口居住
分布情况，全市共设立 35 个居民
身份证异地受理点，特别是高校
园区、大型企业、都市村庄等流动
人口聚集区的相关分局，采取单
设办证点、配备专职民警等措施，
有效解决办证难题。

二、派出所户籍室实行节假
日预约办公机制。节假日期间，
每天值班户籍民警的姓名和联系
方式将会公布在户籍室大门口的
醒目位置，确保值班民警的电话
畅通，
及时受理急办业务。
三、提供导办服务。各户籍
室设立导办台，配备 2 名以上户籍
协管员担任导办员，负责先期审
核群众申请材料，告知群众应准
备的材料，
解答群众咨询。
四、实行微警务办公。每个
户籍室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开通
业务办理指南、预约登记、证件领
取通知和审批业务进度查询等栏
目。
五 、实 现 部 分 业 务 自 助 办
理。城区（镇）户籍室配备自助服
务机，实现户籍证明打印（凭本人
身份证）、注销户口证明打印、户
成员关系证明打印等业务群众自
助办理。
六、推行移动式服务。推出
预约、上门、流动、急办等服务，
民警自带便携式计算机、人像采
集设备和离线指纹采集仪等，驻
点集中办证、为特殊群体上门办
证。

九、建立高考学生办理身份
证快速通道，确保考生及时领到
证件。
十、对无户口人员申报入户
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受理、快速核
查、急办特办，禁止设立任何不符
合户口登记规定的前置条件。
十一、治安支队设立 24 小时
热线咨询电话 0371-69623700，同
时对社会公布各级户籍民警的移
动电话号码和办公电话号码，方
便群众随时咨询和投诉。
十二、市公安局将开展派出
所社区民警进社区活动，发放户
籍办理宣传小册子，宣讲户籍政
策，
倾听心声，解决问题。
十三、利用社区民警、网格辅
警建立的辖区群众微信群，定期
推送户籍政策、户口办理指南等
信息，收集群众反映的户口办理
问题等。
十四、通过各类媒介提醒群
众，除办理居民身份证需缴纳工
本费外，其他户口登记不需要任
何费用。

（三）新生代农民工
入户条件：1980 年以后出生、
在城镇就业居
住、
户口住址在农村的人员，
可申请本人及其共
同居住的配偶、
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
所需材料：本人的书面申请、本人的居住
证、
本人的就业证明、
迁入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
居民身份证、
本人与迁入人员的关系证明。
（四）农村籍高校录取新生
入户条件：户口住址在农村的学生被高校
录取后，
可根据本人意愿，
将户口迁至高校所在
地。
所需材料：录取通知书、招录花名册、户口
迁移证、
本人居民身份证。
（五）高校毕业生、
技术工人、
职业院校毕业
生
入户条件：在郑州市就业或居住的高校毕
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可根据本人
意愿在郑州市落户。
所需材料：毕业证、
应届毕业生提供就业报
到证；非应届毕业生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
动（聘用）合同；
人才交流中心托管人事档案的，
人才交流中心出具存档证明；
毕业回原籍（含回
农村）的提供居民户口簿、户口迁移证、本人居
民身份证。
（六）留学归国人员
入户条件：落户郑州市的留学归国人员，
可
申请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
母的户口迁入。
所需材料：本人书面申请、
可凭本人出入国
(境)有效证照（护照）明、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
证、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到派出所申请办
理户口迁入；原户口注销的，可凭本人出入国
(境)有效证照（护照）明、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
证、
原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户籍注销证明，
到派出
所恢复户口。还要有迁入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
居民身份证、
本人与其他迁入人员的关系证明。
（七）迁入城镇的农村籍退伍转业军人
入户条件：参军前户口在农村的退伍转业
军人，可根据本人意愿申请本人及其共同居住
生活的配偶、
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
所需材料：本人书面申请、
参军前户口所在
地派出所出具户口注销证明、
本人居住证、
迁入
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本人与其他
迁入人员的关系证明。
以上这 7 种户口迁移的办理流程和时限都
一样。市外迁入的，
申请人到派出所提出申请，
派出所户籍民警审核提交材料，20 个工作日内
由分局户籍民警审批后，
派出所签发准迁证，
申
请人凭准迁证到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迁移户
口。县（市）、
上街区迁入的，
申请人到派出所提
出申请，
派出所户籍民警审核后当场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