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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4 月 8 日称，2019 年我国将继续加
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的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
住人口 100 万至 300 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
区常住人口 300 万至 500 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
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的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
点任务》明确，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
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
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
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 允许
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强调，推进常住
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

全部持有居住证，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
服务和便利项目。 2019 年底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达到基本
20 条底线”要求，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加大教
办学条件“
育资源供给，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完善随
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 持续深化利用集体建设
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扩大公租房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向
常住人口覆盖范围。
根据《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支持特色
小镇有序发展。 完善政银企对接服务平台，为特色产业发
展及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为打造更多精品特色小镇提
供制度土壤。 建立规范纠偏机制，逐年开展监测评估，淘汰
错用概念的行政建制镇、滥用概念的虚假小镇、缺失投资
主体的虚拟小镇。 组织制定特色小镇标准体系，适时健全
支持特色小镇有序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新华社）

公安部推出 10 项“放管服”改革新举措

6 月起 小车驾照“全国通考”
近日从公安部获悉，公安机关
推出 10 项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
新举措，包括驾驶考试等 5 类业务
“异地通办” 和车辆抵押登记等 5
项服务“
便捷快办”。 新举措将于 6
月 1 日起推行。
5 类业务
“异地通办”
小车驾驶证“
全国通考”。 申请人可以持本人身份证
在全国任一地直接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不再需要提交
居住登记凭证，实现全国“
一证通考”。
分科目考试异地可办。 申请人报考小型汽车驾驶证
已通过部分科目考试后，因工作、学习、生活等原因居住
地变更到外地的，可以申请变更考试地，继续参加剩余
科目考试，减轻往返考试负担。
大车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 对省（区）内异地申领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 申请人可凭居民身份证直接申
请，无需再提交居住登记凭证。
车辆转籍异地可办。 将车辆转籍信息网上转递试点
城市由 15 个扩大到 120 个，车辆在试点城市间转籍的，
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申请，不再需要到迁出地车管所
提取档案、查验车辆，减少群众两地间往返。
摩托车检验“全国通检”。 在汽车全国通检的基础
上，放开摩托车跨省（区、市）异地检验。 同时，对注册登
记 6 年以内的摩托车，免予到检验机构检验。

5 项服务
“便捷快办”
抵押登记推行
“两个简化”。 简材料，对商业银行、汽
车金融公司作为抵押权人的，不需要再提交营业执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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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改为提交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抵押合同可以使用电
子印章，并积极推进抵押信息联网核查。 简环节，推行银
行等金融机构代办机动车抵押登记，提供贷款、抵押、办
登记一站式服务。
使用原车号牌新增“两个便捷”。 号牌号码可互换，
同一车主名下的同号牌种类的非营运车辆，可以申请互
换一次号牌号码，满足群众和单位需求。 保留原号延时
限，原机动车注销、迁出或者转移后，保留原号的时限由
一年调整为两年。
临牌核发推行“4S 店代办”。 全面推行汽车 4S 店代
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方便群众现场购车、现领临牌，既方
便群众购车登记后上路行驶， 又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实
现企业获益、群众满意。
车购税信息实行
“联网核查”。 全面推行与税务部门
信息联网，实现车购税信息网上传递、网上核查，群众办
理机动车登记无需提交纸质完税证明，减手续、提效率、
降负担。
推广交管语音服务热线。 逐步推广全国统一交管服
务电话号码“12123”，为群众提供交管业务咨询、信息查
询、业务受理等服务，搭建集网页、短信、手机 APP、语音
（新华）
“
四位一体”的交管信息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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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中
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下称
《通知》），就我省普通中小学招生
入学工作提出要求。 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不得以各类竞赛、考试证
书、荣誉证书、学习等级或培训机
构的测试（学习）成绩等作为招生
入学、转学、插班依据或参考；普
通高中举办的各类实验班、试点
班，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重新登
记，于 7 月底前以市（州）为单位
报教育厅备案。
记者对比去年的要求，梳理
出一些新变化，总体而言是保障
更加有力，招生更加规范。 比如，
今年专门针对控辍保学提出了要
确保不让一个建档立卡贫困
求，
“
户适龄子女失学辍学，确保新生
年级学生应读尽读”；在规范义务
教育招生方面，专门对保障特殊
群体接受义务教育进行了部署，
要求确保符合条件的应入尽入；
而在普通高中招生方面，明确提
出
“普通高中举办的各类实验班、
试点班，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重
新登记，于 7 月底前以市（州）为
单位报教育厅备案”。
各地要加强招生和学籍管
理，公办、民办学校均须按照经核
定的办学规模，严格执行年度招
生计划，严格按照规定录取新生，
不得无计划招生和超计划招生；
不得委托个人、社会中介机构组
织代理招生。
公办学校应当严格按照教育
行政部门核定的招生范围招生，
严禁未经教育厅批准擅自跨市（州）招生。 民
办学校招生录取一般应以中考成绩为主要
依据，要严格执行各地各级别最低分数控制
线要求。 未经当地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同
意，民办学校不得在其辖区内举行自主招生
考试。
严禁任何学校以任何名义、 任何形式
提前组织报名、安排招生，严禁在学生完成
小学毕业考试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前自行
组织招生考试和录取新生， 严禁将未完成
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提前送到高一级学校
就读， 严禁任何学校以任何形式剥夺初中
毕业学生参加中考和录取的机会及权利。
“
人籍一致、
要严格学籍管理，坚决落实
籍随人走”原则。 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办理借
读， 凡是籍在人不在又不能及时转出学籍
的，学校要及时报告主管教育局并按控辍保
学相关规定处理学籍，严禁空挂学籍；凡是
人在籍不在的，主管教育局要督促学校及时
办理转学，严禁招生转学不上学籍。 （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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