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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房房落落户户，，9900平平米米门门槛槛能能降降吗吗
济南探索阶梯式积分落户，“新济南人”圆城市梦又多了条路

城市建设左右摆

中心特质未凸显

啄木鸟：张军民（大学教授）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皇

济南的城市建设没有充分从
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出发，很
多大型城市建设都左右摇摆在各
个城区之间，这样让济南成为了
一个普通的城市，而没有凸显出
区域中心城市的特质。

济南不应该只是济南人的济
南，还应该是山东人的济南。从这
个角度看，济南已有的大型场馆
没有分类地分散在东西布局，就
没有充分利用省会城市建设资
源。济南要成为区域中心，现在已
有不少危机。济南北有黄河、南有
山脉，本身可供发展的范围受限，
区域发展还应该在济莱协作、济
泰协作上努力。

拥有居住证，同享城市公共服务

尽管来自外地，目前不具
备落户条件，但在济南做了两
年服装生意的井向生，在日常
生活中的多数时候，并没有感
受到他与市民有什么不同，因
为有很多生活中的事情，靠一
张居住证就完全能够搞定。

“来济南以后，发现不少

地方都需要居住证，我就去给
自己和媳妇各办了一张，办理
免费，很快就到手了。”井向生
说，根据《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办法》，年满16周岁的流动
人口应当自到达居住地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向居住地公安派
出所申报居住登记。“居住证有

效期三年，我只要不换住处，就
不用去换证。”

有了这张居住证，井向生除
了可以享受流动人口享受到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职业
指导、职业介绍、就业失业登记、
就业信息查询等服务外，还可以
在居住地申领驾驶证，居住一年

之后还可以在居住地办护照。
最让井向生感到实惠的

是 媳 妇 办 理 的 一 张 游 园 通
票：“她闲着没事就带孩子逛
公园，要是每一次都买门票
那可太贵了，用通票就实惠
多了，济南人享有的优惠我
们也能享受到。”

来济打拼4年，落户“压力山大”

今年31岁的罗成明在一
家房产中介工作，老家菏泽郓
城的他已在济南打拼4年。虽
然现在工作稳定了，也攒了一
些钱，但他对这个城市还是没
有安全感，总会不自觉地给自
己打上“外来人”的标签。他想
着在济南买房落户让孩子上
学，但目前“90平米”的落户门
槛让他感到“压力山大”。

“在济南生活工作都挺方
便的，老家根本没法比。”罗成
明说，没有孩子之前，小两口租
房过得也挺滋润的，现在孩子快
两岁了，必须考虑买房上学。

长期帮客户买房办手续，
罗成明对买房落户政策很是
了解。“如果买二手房，至少得
拿证两年。”罗成明算了一笔
账，按照济南学区房目前均价
每平米1 . 1万元来算，如果卡
着90平米的最低要求，算下来
总房款也得100万元。“当初来
济南打拼，就是为了给孩子一
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其实买个
六七十平米的房子也能住开，

但是户口解决不了。”罗成明
说，他的不少外地户口的客
户，尤其是自己做买卖的个体
户，为了孩子上学买学区房
的，落户门槛都让他们感到挺
为难。

罗成明看过一个调查，如
果济南的购房落户门槛从90
平米下调到70平米，符合落户
条件的新增市民将达到10万
人左右。据济南市公安局户政
部门统计，2002年，济南外来
人口只有60万，2009年达到150
万，2012年则达到192万。今
年，济南外来人口总量超过
203万人，创历史新高。

“移民时代”迅猛增长的
外来人口，无疑面临着许多问
题。“主要包括工资支付难、看
病报销难、社会保障难、权益
维护难、技能培训难、子女就
学难、住房安居难、文化娱乐
难 、家 人 团 聚 难 、融 入 城 市
难。”市中区外来务工人员综
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用一系
列的“难”描述说。

啄木鸟：李国兵（城管执法人员）
记录人：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来济南生活多年，感觉济南
好像没有多少时尚消费的东西，
就是趁着夏天天热在外撸串能多
消磨一会儿，晚上人们大都老老
实实地回家，夜生活夜经济一直
有倡议却也一直未见起色。

济南开放程度还不够，办啥
事不是说应该按照什么规矩，而
是说我认识谁；济南城市管理水
平比较低，对于城市的定位不足，
看不出远大的规划并为之一以贯
之的努力；济南的城市素质与城
市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占道经营、
随意停车，城市的文明礼仪也该
有所提升。

晚上除了撸个串

夜经济没见起色

最牵挂孩子上学的问题

不过，也有一些事情让井向
生觉得自己和一个真正的济南
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一遇到
大事，这种差距就看出来了。”

井向生从报纸上看到济南
建了不少公租房，“房租便宜，
房子还新，就想去问问我能不
能申请。”可是结果却让井向生
有点失望，“人家说必须得在济
南交社会保险，还得有正式的
工作才能申请，我这样的个体
户不符合条件。”据了解，像井
向生这样的个体工商户，可以

在济南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和职工医疗保险，挡住他公租
房申请道路的，就是“有正式工
作单位”这一条。

另外，最让井向生放心不下
的就是过几年孩子的上学问题。

“我这几年一直在关注孩子上学
的事，发现政策越来越严了。”

今年，针对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济南市各个县（市）
区都通过公示剩余学位、入学
条件量化赋分等措施进行招
生。具体就是需要外来人员提

供社保证明、居住证、租住地证
明等，再对这些材料进行打分。

之所以会采取这样一项措
施，主要还是因为外来务工人
员激增，造成了“僧多粥少”的
局面。天桥区教育局此前启动
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研究

（后称为“新市民子女教育研
究”），课题组提供了一组数字：
2014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人数
是7200人，2013年这一数字是
6888人，2012年为5678人，如果
与2009年相比，已经扩大了一

倍，可谓“激增”。济南市教育局
副局长王品木也曾介绍，天桥
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
需求量特别大，今年天桥区中
小学中，62%左右的学生为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

面对这么激烈的竞争，井
向生有点担心：“虽然到孩子上
学的时候，我们夫妻俩在济南
就呆够四年了，但肯定还有比
我们条件好打分高的，如果不
能在济南上学，孩子就真得在
老家当留守儿童了。”

阶梯积分落户更像一种考试

从目前来看，居住证还没
法实现“一步到位”的服务。记
者了解到，促进有能力在城镇
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外来人口落
户，是济南户籍制度改革的重
点内容之一。为了完善市区落
户政策，济南适当放宽了引进
人才、经商纳税落户条件，取消
调动、毕业生、复员安置落户附
加条件限制，以解决长期在济
务工人员落户为重点，实行购
房、积分落户政策。

根据规划，济南今后将继
续降低落户门槛，探索建立阶
梯式落户通道，实行“积分入
户”。也就是说，将来济南会
制定户口准入政策，根据个
人学历、纳税、社保、房产、社
会荣誉、志愿者服务时间等
对个人进行评分，达到一定
的分值可以申请把户口迁至
济南，改变原来主要靠购房落
户的单一形式。

对此，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

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东民认为，
积分落户相比买房落户、投靠
落户等更像一种考试，按一个
人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的实际作
用、对城市的贡献等来评分，各
个细节均制定相应的加减分值，
最终设置一个可以申请的分值，
当个人在各方面综合后达到一
定分值，就可以申请落户。

“这种积分是很科学的，外
来人口如果没有门槛，就会一
股脑儿地全部涌入城市，对一

个城市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和挑
战。”吴东民说，济南市中心城
建成区人口不到400万，按照标
准属于“适度控制”发展的城
市，去年也调低了城镇化的目
标，这也说明，人口进城不仅仅
是户籍上的转换，更应该是精
神生活、社会保障、人口素质等
多方面的转换。外来人口进城，
更多的是对城市产业、公共服
务、就业、医疗保障、基层社区
治理等多方面的考验。

今
日提问

外来人员要想

拥有济南户口，都有

哪些途径可走？

“济南人”这一身份，对目前203万的外来人口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标签，也是一个可
以在这个城市找到安全感的依靠。买房落户、人才引进落户等落户方式设置的门槛，让很多
渴望享受城市福利的人深感压力。眼下，济南正在探索的阶梯式积分落户，有望帮助“新济南
人”圆城市梦。

本报记者 喻雯 刘雅菲

国家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特大城市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
度。7月30日，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北京将及时出台本地的积分落户制度。

天津、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多个城市已实施了积分制，并已经有人通过积分制取得了当地户籍。以深圳市
的“积分落户”政策为例，分值计有七大指标，在五项固定参照分值中，个人素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日前，青岛市在全省率先出台积分落户办法，使得外来人员有了在青岛安家落户的机会。根据办法，
积分落户的积分体系分为基本分、导向分、附加分和负积分，总积分为各项指标的累计得分，申请人积满
100分，可在固定住所所在地申请落户，每年将有2000名积分落户人口计划指标。

国内多个城市

已实施积分落户

相关链接

“啄木鸟行动”欢迎您反映生
活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
见或建议。您可以拨打本报热线
96706，可以通过齐鲁壹点客户
端、本报官方微博或微信反映问
题，也可以拨打12345、发送短信
(106-3531-12345)、登录济南政府
网市长信箱、通过新浪腾讯济南
12345官方微博微信参与行动。

“壹点”官方APP

很多人努力在济南落户，就是为了孩子上学方便。
本报记者 王媛 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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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济南的N种可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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