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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引才是拿工作职位对号入座，给你
一份工作，然后再说落户的事情，落户人数
通常会少于就业人数。现在各地的政策在落
户方面作出了很多调整，即使在当地还没有
工作，也可以先把户口上了。

各大城市为吸引人才，竞相放宽落户条
件，主要原因是什么？

一是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已经
要求各地放宽落户的限制。中共十九大报告已
经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
于放宽落户条件已经提出清晰的要求。虽然特
大城市也强调主城区控制人口，但是率先放开

有学历的人口落户。从这个角度看，各地各城
市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是学习贯彻落实
中共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二是从全国城市发展规律甚至从世界城
市发展规律来看，有经济活力的城市大多是
移民城市。在中国北上广深，外来人口所占
比重最高。深圳外来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大
约为四比一。北京外来人口约 800 万，占总
人口比重2/5，而上海外来人口900多万，占
总人口的比重和北京差不多，虽然比重低于
深圳，但是总量很高。根据这些城市发展的
成功经验，大量吸收外来人口是提高城市活

力的关键性举措。
三是部分城市放宽户籍管理，确实存在

着一定的经济动机。吸引产业投资，人力资
源储备是关键。人力资源的空间分布一定会
与产业投资的方向相吻合，是互为因果关
系。一些城市放宽落户条件实际上是看准了
人力资源储备对增加投资的吸入效应。这也
是在中共十九大以后，各地政府实现城市转
型、应对新机遇新挑战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
的改革措施。

相比于过去僵化的户籍管理体制，各地
放宽了落户限制，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也

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和中央有关城镇
化政策的实际举措，应该予以鼓励。

对于各大城市出台的吸引人才政策，从
城市管理者层面来讲，应该怎样全面准确地
考虑呢？

首先，是否可以根据行业需求来确定人
才引进标准，而不是仅限于学历？制定城市
政策，要考虑到城市的需求，也要考虑到城
市的服务质量。创新需要好的基础设施环
境，也需要好的服务环境。这种服务环境并
不一定只体现在“高新”上，还要体现在为
传统服务业提供方便上，更要体现在提供较

低的创业成本上。
其次，要做好规划，包括与引进人口相关

的产业和居住空间的发展规划，充分考虑如何
在主城区和周边中小城市合理配置资源，吸引
人才就业和定居；如何做好与他们的收入水平
相适应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配套等资源，
为他们的稳定就业和居住创造良好的条件。

此外，当人才进入的时候，会有更多配
套人口进入，如何解决好他们的各项服务问
题，也是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
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门槛再降低

近期，多地升级了户籍改革政
策，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放宽人才落户
条件。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31 个省 （区、市） 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已全部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
案或意见，大多数城市已经放开放宽
落户限制，许多中小城市基本实现落
户零门槛。

多地进一步放宽学历限制。
浙江省杭州市放宽了对于落户的

学历限制。根据杭州市最新落户政策
规定，35 周岁以下具有高级工职业
资格人员只要在杭同一用人单位连续
工作满3年，且在杭州市区有合法固
定住所，便可申请落户杭州。而在之
前的落户规定中，35 周岁以下具有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技能人才要申
请落户，其职业 （或工种） 必须符合
杭州市紧缺职业 （或工种），并且需
要在杭工作满5年且拥有住房。

年龄限制也继续放宽。
今年1月，广东省广州市出台实

施《加强我市人口调控和服务管理工
作的意见及配套文件》，学历类引进人
才入户年龄比之前放宽5岁，学士、硕
士和博士的年龄限制分别从 35、40、
45周岁放宽至40、45、50周岁。

海南省海口市对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技
师以上资格人才的落户年龄限制从
40 周岁放宽至 55 周岁；对于全日制
专科学历、高级工职业资格或执业资
格人才的年龄限制从 40 周岁放宽至
45周岁。

缴纳社会保险年限更宽容。
2 月 1 日，江苏省南京市公布了

修订后的 《南京市积分落户实施办
法》，3月1日起施行。原《办法》中
申请积分落户的条件之一“近2年内
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改为“累计缴纳
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不少于 24 个月”，

相当于放低了门槛。
进一步降低的还有投靠落户门

槛。杭州市出台的落户新政将夫妻投
靠落户的婚龄要求从原先的3年降至
2年，并且规定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投靠在杭子女，不受“身边无子女”
及《浙江省居住证》的条件限制，可
自愿选择投靠在杭城镇有合法固定住
所处的子女。

广州市出台的落户新政也放宽
了 投 靠 子 女 、 投 靠 父 母 的 落 户 条
件。新政规定，符合老人投靠子女
入户的一方，其配偶未达到老人投
靠子女的年龄条件但符合投靠配偶
的登记结婚年限的，配偶可一并随
迁迁入广州。

吴江认为：“各地进一步降低落
户门槛，从宏观角度看，可以推进中
国城市化进程；从微观角度看，可以
帮助大量进城人员解决户口问题，使
他们更便捷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

配套政策多

梳理各地户籍新政可以发现，越
来越多的城市为配套人才落户推出了
多种优惠政策，包括住房和生活补
贴、创业支持等。

为引进人才提供住房保障成为吸
引人才落户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2月13日至2月23日，海口市首
批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开始
受理申报。例如，对于 50 岁以下拔
尖人才，提供住房租赁补贴5000元/
月，购房补贴 6 万元/年；对于本科
毕业生，提供住房租赁补贴1500元/
月，购房补贴1.8万元/年。

1月14日，海南省文昌市发布了
《关于印发文昌市引进人才住房保障
实施细则 （试行） 的通知》。通知提
出，通过人才公寓、住房租赁补贴或
购房补贴、租赁住房、商品住宅等多
种方式，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以租为主的引进

人才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
不少地方的人才公寓可以实现拎

包入住。四川省成都市建设的人才公
寓内部装修精良，家具配置齐全，配
备了沙发、电视、空调、洗衣机、
床、抽油烟机，甚至还有鞋柜、衣架。

各地创业支持政策相继出台，提
升了对人才落户的吸引力。

1月16日，天津市印发的《关于
支持“海河英才”自主创业的政策措
施》提出，为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者
提供创业贷款支持，准许其申请最高
3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
不超过 3 年，并按规定给予贷款贴
息；对已成功创业且带动就业5人以
上、经营稳定的，可给予最高 50 万

元贷款再扶持。
湖北省襄阳市还规定了最低年

薪。1月28日襄阳市对外发布了《关
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出台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最低年薪标准，本科生和持中级职
业资格技工证书的技能人员年薪不低
于4万元，最低年薪标准随社会经济
发展情况进行调整”。

发放生活补贴也成为不少城市的
普遍做法。

湖南省长沙市推出“长沙人才新
政22条”，对人才进行分梯度生活补
贴。对新落户并在长沙工作的博士、
硕士和本科毕业生 （不含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分别发放每年1.5万元、1万
元、0.6 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对于
新进长沙市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博士
后科研人员，给予10万元生活补贴。

落户可“秒批”

为加速人才落户，各地大幅度简
化落户办理流程，流程办理呈现线上
化、精简化的新趋势。

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寸十
分想把户口迁入西安，他说：“去西
安落户我是下定决心的！”小寸通过
西安“掌上户籍室”，在北京申请了
办理落户。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30
分钟，自己就收到了申请通过的信
息。小寸十分激动，立即给“西安公
安”微信公众号发去信息表示感谢。

近几年，西安市人才引进政策不
断升级，效果也逐渐显现。据统计，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2 时，
西安全市市外迁入共79.5万人，学历
落 户 和 人 才 引 进 占 总 迁 入 落 户 的
63.5%。

在广东省深圳市，落户甚至可以
实现“秒批”。根据深圳市 《在职人
才引进和落户“秒批”工作方案》，2
月28日起，深圳将对高层次人才、学
历类人才、技能类人才、留学回国人

员和博士后4类人才正式实施落户深
圳“秒批”。为此，深圳将线下实体
窗口收取纸质材料变为提供24小时全
天候在线电子收件，人才引进环节无
需任何纸质材料，只需上传直接相关
的电子扫描件，审批结果电子化，取
消纸质调令和入户指标卡，全部实行
电子数据推送。

除了户籍办理线上化之外，户籍
办理的手续也正逐步精简。

2018 年末，山东省青岛市发布
的《关于青岛市人才引进落户办理公
告》 提出，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
人才引进落户办理统一到公安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不再对落户资
格进行审核，人才引进落户实现“只
进一扇门”。

广州市发布《关于实施减证便民
优化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申报材料的
通知》，取消了提供引进人才入户申
报材料达 12 项，包括调动或就业登
记材料、身份证复印件、用人单位营
业执照等，精简幅度超过原材料的
3/4，最终减少到2项必备材料，5项
选择补充类材料。

落户当场办结成为不少地方的承
诺。山东省潍坊市公安机关所有派出
所均开辟绿色通道，办理人才落户，
材料齐全的，省内的当场办结，省外
的当场核发准迁证。所有户籍窗口一
律提供延时服务，业务不办完，民警
不休息，人才未离开，窗口不下班。

山西省太原市将原来只可以由城
区各分局、县 （市） 公安局办理的

《准予迁入证明》 延伸至全市六城区
72 个派出所均可办理。而且派出所
或区、县 （市） 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户
籍接待窗口设立落户“绿色通道”，
当场审核申请材料，合格者现场核发

《准予迁入证明》。
通过户籍改革引进人才，是人才

发展的第一步。吴江指出，人才引进
后，城市还需要通过良好的经济社会
发展环境来留住人才，解决户籍只是
吸引人才的一个基本条件，用产业留
住人才方是长久之计。

户籍改革加码 人才引进加速
潘旭涛 段钇男 王 甜

户籍改革加码 人才引进加速
潘旭涛 段钇男 王 甜

各地为何竞相放宽落户条件各地为何竞相放宽落户条件？？
李李 铁铁

春节假期刚过春节假期刚过，，多个城市就发布了户籍多个城市就发布了户籍
新政新政，，拉开新的一年拉开新的一年““人才争夺战人才争夺战””序幕序幕。。

22 月月 1111 日日，，江苏省常州市公布户籍新江苏省常州市公布户籍新
政政，，降低了投靠落户等方面的门槛降低了投靠落户等方面的门槛；；

22月月1313日日，，陕西省西安市发布通知陕西省西安市发布通知，，进一进一
步放宽户籍准入条件步放宽户籍准入条件，，在校大学生可落户……在校大学生可落户……

近年来近年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吸引人才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吸引人才，，
已经成为二已经成为二、、三线城市的普遍做法三线城市的普遍做法。。各地户各地户

籍改革不断加码籍改革不断加码，，进一步放宽人才落户条进一步放宽人才落户条
件件，，出台与户籍新政相配套的多重优惠政出台与户籍新政相配套的多重优惠政
策策，，并大幅度简化落户办理流程并大幅度简化落户办理流程。。

中央人才协调小组特聘专家吴江在接受中央人才协调小组特聘专家吴江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指出本报采访时指出，，目前目前，，除了特大城市之除了特大城市之
外外，，各城市已基本放开对人才落户的限制各城市已基本放开对人才落户的限制，，
通过户籍改革来引进人才通过户籍改革来引进人才，，推进城市化进推进城市化进
程程，，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2018年，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高新路派出所户籍民警为群众办理落
户手续。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2018年，市民在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取号办理人才落户手续。 苏阳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