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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积分”10 年换来城市户口
广东中山一名农民工的进城之路

中国已故作家路遥在
20 多年前写过一部农村题
材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主
人公之一的农民工孙少平
为了取得城市户口，最终通
过“托关系”成为煤炭工人
的途径，实现了这个愿望。

时过境迁，20 多年后，
农民工想要变为城里人，仍
然存在多种障碍，除了上大
学这个固有的途径外，似乎
还没有更多公平的途径。从
2009 年 12 月开始，广东省
中山市在国内率先进行了
探索，选出了第一批“积分
入户”的农民工。谢红芬幸
运地成为中山市“积分入户
第一人”，同时也是全国“积
分入户第一人”。

2010 年 8 月 30 日，对
于来自广西钦州市灵山县
农村、36 岁的谢红芬来说，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
这一天起，她告别了农村户
口，正式落户广东省中山
市，由一名农民工变为城里
人。

3 个多月过去了，这位
广东省中山市“新市民”已经
习惯了自己的新身份。

“孩子读书是我

积极入户的最大原

因”

1997 年，谢红芬从南
宁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毕业
后回到老家工作。2000 年，
她辞掉原来的工作，怀揣着
梦想，来到广东省这个中国
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
一名农民工。

一开始，谢红芬在东莞
一家五金厂“跟单”。同年，
因看望出嫁到中山市的姐
姐，谢红芬与中山市开始有
了更多的接触，并在中山市
找到了一份工作。

2002 年，谢红芬与大
学同学唐钊华结婚。唐钊华
辞掉了在南宁稳定的工作，
来到中山市石岐区，进入一
家建筑公司工作；谢红芬也
辞掉原来的工作，进入石岐
区一家建筑公司，担任一名
文员。

2 0 0 4 年，谢红芬的
儿子出生，一家三口在中
山市定居下来，但由于受
到户籍政策限制，谢红芬
的户口一直在老家的村委
会挂着。而成为城市人的
愿望始终萦绕在她的心
头 ，尤 其 是 儿 子 出 生 之
后，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谢 红 芬 告 诉 记 者 ，
2004 年有一段时间，在中
山通过买房可以入户，但当
时的谢红芬夫妇由于刚毕
业不久，积蓄不多，两人又
均出身农家，父母兄妹都需
要接济，根本没有足够的钱
买房子，户口的事情就此搁
置。

一直到 2007 年，谢红
芬夫妇二人终于在中山市
石岐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但
中山市买房入户的政策早
已在 2004 年取消了。

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
落户这件事情显得越来越
重要。

没有当地户口，让谢红
芬吃了不少苦头。首先，孩
子不能上公办学校，为此，
她将儿子送到了离家不远
的民办学校。在这里，每个

月要缴纳 1000 多块钱的学
费，价格昂贵不说，更重要
的是，孩子不能像城里孩子
一样享受公办学校的教育。
“孩子读书确实是我积

极入户的最大原因。”谢红芬
说。当然，城市户口能够带来
的好处不止这么多，附着在
户口上的医疗保险、养老福
利等能够彻底解决一名外来
工的后顾之忧。

此时，整个中山市流动
人员约 120 万人，约占全市
总人口的 45 . 7%。面临越
来越多流动人员的入户渴
求，中山市必须想出解决办
法。

“像中了六合彩

一样高兴”

2009 年，中山市政府
部门在 12 月底对外公布了
一项外来人口积分入户政
策，这项政策明确规定，凡
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外来务
工人员，经过相关部门的认
证和鉴定之后，通过计算积
分方式，均有资格获得中山
市户口。

谢红芬喜出望外，她决
定试一试。
“我是从 2009 年底着

手准备的，首先是拿学历证
去相关部门认证，大概一个
月才拿到证明。”这几乎是
她办理手续过程中最麻烦
的一件事。根据当时的规
定，学历越高，积分便越高，
像谢红芬这样的大专毕业
生能够得到 55 分积分，而
高中学历仅能得到 15 分，
研究生及以上甚至可以得
到 100 分。后来，广东全省
推广积分入户政策后，中山
市的积分标准也进行了相
应的调整。

接下来的事情还有很
多，包括开社保证明、信用
证明、职称证明等等。“其中
并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只
要按照要求一项一项去准
备就行了。”

2010 年 5 月底，中山
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就
在网上公布了所有申请者
的积分排名，谢红芬所在的
石岐区共有 98 个名额，谢
红芬虽然排名靠后，但依然
位列其中。

7 月初，积分排名最终
结果公布，谢红芬以 122 分
超过了中山市石岐区 117
分的入户底线。这意味着她
已经取得了入户中山的资
格。
“当看到结果时，知道

自己在入户名额之内，确实
特别高兴，就好像中了六合
彩一样。”

7 月 5 日，谢红芬迫不
及待地向中山市公安局提
出了户口迁移申请，“早一
天办理，就能早一天把我儿
子的户口转到中山，让他明
年有机会转到公办学校读
书。”

8 月 3 0 日，谢红芬
终于从中山市公安局工作
人员手中接过户口簿，成
为全国首个通过积分制将
户口成功转入中山市的农
民工。拿到户口簿以后，
她马上拨通丈夫唐钊华的
电话报告了这个喜讯，然
后将自己的 QQ 签名改成
了“很高兴”。

据《工人日报》

广东农民工积分

指导指标及分值

一、个人素质

1 .文化程度：初中 5
分；高中或中技、中职20分；
大专60分；本科及以上 8 0
分。

2.职业资格或专业技术
职称：初级工10分；中级工
3 0分；高级工、初级职称50
分；技师、中级职称60分。

二、参保情况

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
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
险，每个险种每满一年积1
分，总分最高不超过50分。

三、社会贡献

1 .社会服务(近五年
内)：参加献血每次2分，最
高不超过10分；参加义工、
青年志愿者服务每满50小
时积 2分，最高不超过 1 0
分；慈善捐赠，每千元积 2
分，最高不超过10分。

2 .表彰奖励：获得县级
党委政府或处级部门表彰
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每次
积30分，最高不超过60分；
获得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府
或厅级以上部门表彰、嘉奖
或授予荣誉称号每次积60
分，最高不超过120分。

四、减分指标

1.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超生一个子女的扣100

分，再超生的加倍扣分；未办
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个子女
且六十日内未补办结婚登记
的，以及未依法办理收养登
记收养子女的，扣50分。

2 .违法犯罪(近五年
内)：曾受过劳动教养扣50
分；曾受过刑事处罚扣100
分。

今年 6 月，广东省政府
出新规，规定农民工可以通
过积分制的方式拥有城市
户籍。短短 5 个月，广东已
有广州、中山、东莞、佛山、
深圳、肇庆、惠州、江门、清
远等市制定了农民工积分
制入户政策，截至 10 月 15
日，广东省已经有超过 6 万
的农民工成功入户城镇。

郑梓桢是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是广东省积
分制管理体系的主要设计
者。他表示，在现有的城乡
户籍二元对立的情况下，积
分制作为一项公正、透明的
制度安排，具有推广价值，
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
化。积分制在全国其他地方
也可适用。积分制的改进和
推广要注重六个字：“科学
性、惠民性”。

一些专家认为，中山市
率先推行的积分入户政策，
“是一个对所有群体开放的
制度设计，只要有入户愿望
的人，通过努力，都有希望实
现愿望。这是户籍改革一个
大突破，符合社会的进程。”

目前，积分制面临的最
大难题是土地问题，如果农
民交出土地，必须要考虑农
民、迁出地、迁入地和国家四
方面的利益，首先要考虑农
民自身的利益。下一步改进
积分制，应当制定具体方案，
如外省迁入的怎么办，本省
迁入的怎么办。

据《广州日报》

广东逾6万

农民工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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