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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户户籍籍制制度度改改革革全全面面实实施施
租赁住房也可落户

从8月10日起,济南市户籍制度改革开始全面实施,被誉为“史上门槛最低”的户口迁移政策可以让没
有房子、没有学历、没有职称的外地人也在济南落户。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就业为基础的户籍制度
改革,让济南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吸纳外来人口落户济南。“我们的咨询电话从上午11点开始就一直没有停
过,多数是咨询人才落户政策和居住就业落户政策。”10日,济南历城公安分局户政科民警刘娜真切体会到
外来人口对于户改新政的热情。

解 放 路 大 社 区

229944处处监监控控抓抓拍拍点点位位升升级级 专专拍拍违违停停逆逆行行压压线线
本报讯 目前，济南市共确

定了100条禁停道路，对于违停
车，警察一经发现，坚决查处或拖
移，禁停道路施行以来，很多老师
对蜀黍的工作表示支持，下面咱
们通过一组数据来看看，施行禁
停道路以后这些道路的现状。

据高德报告显示，全市第
二季度比第一季度的高峰拥堵
延时指数由2 . 136下降至2，全
天拥堵延时指数由1 . 82下降至
1 . 6 9 ，高 峰 平 均 车 速 由
20 . 18km/h提升至21 . 60km/h，
全天平均车速由23 . 73km/h提

升至25 . 66km/h。
可以看出，通过推行禁停

道路、加强违法停车整治，动静
态道路交通秩序有了较大改
善，但是这还不够，仍然有部分
路段存在大量违停现象。

今年7月1日至31日，日平

均查处违停车辆5559辆，最多
时一日(7月24日)查处违停车
辆7099辆。加大监管力度，按照

“规范出行停车，平衡社区停
车”的原则，基于后台大数据分
析，交警对部分道路交通技术
监控设备位置进行调整，共变

动294处视频监控，以更好地发
挥其作用，以秩序促公平。

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不
仅可以抓拍违法停车行为，可
同时抓拍逆向行驶、违法使用
公交专用车道、压骑交通标线
等违法行为。

本科学历人才落户

不再要求三年工龄

通过拓展人才落户范围,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这
次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原则
之一,因此这次户改新政变化
最大、规定最详细的是人才
落户。无论是济南市《关于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促
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
见》中的有关高端人才,还是
技术工人及在济就业创业人
员,济南都是敞开怀抱欢迎,
最大限度地降低落户门槛。

本科学历且年龄在45周
岁以下,及具有中级职称或工
人技师以上职业资格且年龄
50周岁以下人员,签订劳动合
同,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即可落户济南市区。“与原
政策不同的是,不再需要学士
学位 ,取消了对具有本科学
历、中级职称或工人技师在
本市工作满三年的规定,将解
决一批以往因工作年限不足
而挡在落户门槛之外人员的
落户问题。”济南市公安局户
政处民警解释说。

更大的变化在于全日制
普通大专、中专学历且40周
岁以下的外来人口群体,在此
前的人才落户政策是不可以
落户的。新政中,这一群体只
要签订劳动合同(在城镇从
事第二、三产业持有营业执
照及纳税凭证的创业人员,不
再提供劳动合同),参加本市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满1-2年,
并持有居住证,即可落户济南
市区。

“打电话咨询新政策的
最多的是大专、中专学历的
外来人口,他们多数是中小企
业职工,属于蓝领工人,没有
单位集体户,也没有住房。下
一步,他们就可以在市、区、县
的人才集体户上落户。”济南
历城户政科民警称,他们落户
济南首先是为了生活便利,例
如子女上学和下一步的购
房。

居住落户

取消90平面积限制

原政策中90平米住房面
积限制曾经让很多购房面积
不够的外来人口无法落户济
南,从而带来了很多的生活不
便。为了全面落实国家规定
的大城市不得采取购买房
屋、投资纳税等方式设置落
户限制规定,新政中一个改革
亮点就是“参加本市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满1年,拥有合法
住宅用途房产(含居住性质
公寓)并取得房产证或不动
产证的 ,可申请落户济南市
区”。

该条取消了原购房面积
90平方且取得房产证、购买
二手房需取得房产证满两年,
以及当年纳税3万或3年累计
纳税5万等落户条件限制,一
大批长期在济拥有不论是购
买、继承、赠予等合法产权住
房,实际居住、工作的外来务
工人员将由准市民转为新市
民。“10日电话咨询这一政策
的也特别多,以前购房落户在
全部落户人口中占不到三分
之一,新政实施后,这一种形
式落户的人员应该增加不
少。”济南历城户政科民警
说。

其中,夫妻一方参加本市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另一方拥
有房产,申请迁入本区域,应
当办理整户迁移。每套住宅
用途房产(含居住性质公寓),
自落户之日起两年内只能享
受一次居住就业落户政策。
据了解 ,这一规定主要是为
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炒房。

另外 ,之前部分群众已
按原购房落户条件购买了
房屋 ,目前因没有取得房产
证 ,或购买的二手房时间不
满两年 ,暂不符合原购房落
户条件无法办理落户。为使
改革前后政策衔接 ,以网签
时间为准 ,对新政公布前已
按原购房落户政策购买商
品住房的 ,两年内仍按原政
策执行。“这主要是为了解
决那些已经购买9 0平以上
的住房 ,只是时间不符合原
落户条件 ,而这些人又没有
取得新政中要求的满1年的
养老保险 ,所以规定两年内
按原政策执行。”户政处民
警解释说。

租赁房屋落户

需经房主同意

对于没有购房计划而又
希望落户济南的人来说,今后
租房也能办理落户了,这是济
南市落户政策的又一个重大
突破。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首
先需要明确一下新政中“分
区域落户”的概念。

在充分考虑济南市人口
现状、人口聚集能力和城市
综合承载力的前提下,为引导
人口合理分布,本次户籍新政
将分区域实施三种落户政
策。其中,优化落户政策,实施
范围为历下区、市中区、槐荫
区、天桥区(大桥和桑梓店办
事处除外)及历城区(王舍人、
鲍山、郭店、唐冶、港沟、彩
石、孙村、临港、遥墙、董家、
巨野河街道及唐王镇除外)。
鼓励落户政策,实施范围为:
天桥区的大桥、桑梓店街道
及历城区王舍人、鲍山、郭
店、唐冶、港沟、彩石、孙村、
临港、遥墙、董家、巨野河街
道及唐王镇。放开落户政策,
实施区域为长清区、章丘区
及三县。

目前,“租房落户”政策的
实施范围暂时不包括优化落
户区域。该款政策主要包括
以下两大内容:在老市区的鼓
励落户区域具备合法稳定住
所(含租赁)、合法稳定就业且
按规定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满2年的,本人及配偶、
未成年子女 ,可在本区域落
户；在长清区、章丘区街道和
其他建制镇的城区镇区范围
内 ,同时具备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合法稳定就业且按
规定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的居民,本人及其配偶、
未婚子女、父母,可在居住地
申请落户。

需要注意的是 ,租赁房
屋,需提供在当地房管部门办
理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及房屋
所有权人同意落户协议证明
等。

夫妻投靠不用等三年

随时都能办理

翻看这次的户改新政,还
有诸多亮点,体现着以人为本
的改革理念。例如,放宽夫妻
投靠落户限制,充分体现政策
的亲情化,取消了原政策中被
投靠方需取得本地户籍满3
年的规定。新政规定:外地居
民与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登记
结婚,可随时办理夫妻投靠落
户 ,不受婚龄、年龄限制。其
中 ,已办理过在济夫妻投靠
的,再次申请夫妻投靠,婚姻
存续期须满1年。据了解,投靠
落户在目前济南的外来人口
落户里面能够占到一半,属于
主要的落户形式。

其次,放开驻济大中专院
校新生落户限制。原政策规
定外省生源的入学新生可自
愿将户口迁入济南,本省生源
的入学新生不可迁移户口。新
政规定:驻济普通大中专院校、
技工院校招收的新生,入学时
可以将户口迁入就读学校学
生集体户。新政此举不仅方
便了入学新生在济的学习生
活,而且为将来毕业时留在济
南干事创业做好了铺垫。

全面放开大中专毕业生
落户限制。刚出校门的大中
专毕业生是注入城市的新鲜
血液,是一个城市充满活力、
蓬勃发展的人力保障,留住大
中专毕业生就留住了城市发展
的未来。新政规定:经毕业生主
管部门办理派遣接收手续、落
实就业单位的全日制普通大中
专院校、技工学校外地生源毕
业生,可申请落户济南市区。新
政取消了对中专学历毕业生派
遣到济南工作年限的要求,撤
去了派遣毕业生落户济南的
最后一道门槛。

符合相关人才落户条件
的各类人才及就业创业人员,
特别是刚刚毕业不久处在创
业期的毕业生 ,没有自有住
房,单位也没有集体户,存在
落户现实困难。新政对此进
行了积极回应,明确规定,在
市人才服务局,县、区人才服
务中心设立人才集体户。对
符合条件但不具备落户地址
的人员,可以落户到人才集体
户。此举最大限度地取消了
落户障碍,为广大人才提供落
户便利。

●本科生有工作有
保险就能落户 ,不必再

“工作满三年”
●大中专学历也能

落户了,参保满1-2年且
持居住证即可

●普通大中专院校
新生可迁入学生集体户

●没买房、单位也
没集体户 ,可落到人才
集体户

●买房就能落户 ,
不再有90平米面积的限
制

●租房也能落户 ,
需房主出具同意落户证
明

●“夫妻投靠”不用
等三年,随时都能办理

济济南南落落户户
新新政政要要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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