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zhouguangdianbao

08 大看台
2019 年 5 月 10 日 编辑：蒲

骄

权威 你的户口 土地 收入将有这些变化
解读
户口

—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

中共中央、国务
院近日对外发布《关
于建立健全城 乡 融
合发展体制机 制 和
政策体系的意 见》，
这份 9000 多字的重
磅文件，未来会对你
我的户口、 土地、收
入有重要影响。 来看
权威解读。

《意见》设定了“到 2022 年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的目
标，并要求“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
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底，仍有 2.26 亿已成为城镇常住人
口但尚未落户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 其中 65%分布在地级以
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 因此，需要推动大中小城市放开
放宽落户限制。
哪些人是重点群体？ 发改委规划司司长陈亚军 6 日表示，
解决农民工的落户问题首先是坚持存量优先、 带动增量的原
则。 存量优先就是指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工作、居住的这部
分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举家迁徙的，还有新生代农民工，以
及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 户籍制
度改革要惠及各个阶层，不能搞选择性改革，只盯住所谓高端
人才。 要把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作为重点落户群体。

土地
—闲置宅基地可转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

《意见》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若干举措，包括三大
方面：改革完善农村承包地制度、稳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
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在改革完善农村承包地制度方面， 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
政策。 加快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在稳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方面， 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
民房屋使用权。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
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
在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方面， 允许村集体
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

城镇小区严格依标配建幼儿园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各市(州)工作方案及摸底排查情况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前报省治理工作联合办公室(教育厅)。
针对摸底排查出的问题， 从实际出发，认
真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已经建成、需要
办理移交手续的， 原则上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
前完成；需要回收、置换、购 置 的 ， 原 则 上 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前完成；需要补建、改建、新
建的，原则上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相关
建设规划，2020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项目竣工
验收。
全省成立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
小组，组长由协助分管教育工作的省政府副秘
书长担任，成员由教育厅、住房城乡建设厅、自
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民政厅等部门负责
同志组成。
按照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移交、办
园等各个环节的工作要求，明晰各项工作的主
责部门(单位)及配合部门(单位)，建立联审联管
机制，切实把摸底排查、全面整改等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小
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认真制定治理工作方
案，明确治理步骤，完善治理举措，细化工作分
工，压实部门责任，确保治理工作如期完成。
（川在）

收入
—统筹提高四个方面收入
——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251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617 元。 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倍差 2.69，比上年缩小 0.02。
如何真正实现让农民富起来，农民的
“
钱袋子”鼓起来？ 为
此，《意见》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持续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统筹提高农民的工资性、经
营性、财产性、转移性四个方面的收入。
在工资性收入方面，《意见》提出，规范招工用人制度，消
除一切就业歧视，健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机制，落实农民工
与城镇职工平等就业制度。 健全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
务制度，努力增加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
在经营性收入方面，刘春雨表示，既要完善财政、信贷、保
险、用地等政策，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收入；又要提高职业
农民技能，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统筹提高农业效益和
农民收入。
在财产性收入方面， 刘春雨表示， 要以市场化改革为导
向，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完成农村集体资产的清
产核资，并且把经营性资产量化到集体成员，提高农民财产性
收入，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在转移性收入方面，《意见》提出，完善对农民直接补贴政
策，健全生产者补贴制度，逐步扩大覆盖范围。 在统筹整合涉
农资金基础上，探索建立普惠性农民补贴长效机制。
（中新网）
近年来， 四川公安陆续推出居民身份证绿色通
道、异地办理、照片多拍优选等多项便民利民服务，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近日从四川省公安厅获悉，四
川公安在现有便民利民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优
化居民身份证办理相关业务流程，联合中国邮政速递
物流四川省分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分行再
推五项居民身份证便民利民措施。
一、居民身份证办理情况短信推送服务
1、群众申办居民身份证后，将根据居民身份证制
发流程，在不同节点为群众推送温馨短信。
2、对已满 16 周岁人员、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需
换证人员、 已经年满 18 周岁但还从未办理过居民身
份证的人员，提前发送短信提醒群众及时申办或换领
居民身份证。
二、居民身份证进度查询服务
群众申领居民身份证后，可通过扫描居民身份证
领取凭证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省各地公安微户政，进
入身份证进度查询，查询个人居民身份证办理进度。
身份证进度查询状态显示为：已受理、审核签发
通过、制证中、证件下发中、已到办证点、已领证。已经
到达的状态显示为绿色， 还未到达的状态显示为灰
色。
三、居民身份证工本费扫码支付服务
我省居民办理居民身份证时，不仅可以选择现金
缴纳工本费，还可以选择扫描居民身份证受理点收费
二维码，通过微信、支付宝支付（跨省异地证、军人证
和临时身份证暂不能扫码支付）。
四、居民身份证邮寄扫码办理服务
2013 年四川公安已推出了居民身份证邮政直通
车服务：群众在申办身份证时，可同时申请邮寄服务。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经与邮政速递物流公司沟通
协商，实现了居民身份证邮寄扫码网上办理。 在身份
证受理当日 24 时前， 均可以通过扫描居民身份证领
取凭证上的“EMS 送证到家”二维码，完成居民身份
证
“邮政直通车”服务的申请。
五、缩短居民身份证“
邮政直通车”证件领取时限
通过不断优化流程，把
“
邮政直通车”证件办理时
限（仅针对省内邮递，从申办邮寄日起算）从 20 个工
作日缩短至 15 个工作日（偏远地区 20 个工作日）。
（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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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解决“入园难”“入园贵” 问题，日
前，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了《四川省城
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方案》， 聚焦我省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移交等环节
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
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学前教育公
益普惠水平， 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的期
盼。
《方案》规定，对已建成的城镇小区未规划
幼儿园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通过补建、改
建或就近新建、置换、购置等方式予以解决。
对正在建设的城镇小区，已达到配建幼儿园
标准但未规划幼儿园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制
定补救措施，明确责任主体，责令限期整改，落实
配建幼儿园。 分期建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
幼儿园应当在规划许可的首期项目中开发、建设
并满足使用条件。
对已规划幼儿园但不能满足居住区实际
需要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通过依法调整规
划、扩增配建幼儿园规模予以解决;对历史形成
的一定区域内幼儿园短缺问题，由县(市、区)人
民政府协调相关部门，确保能够在合适的地点
建成规模适当、功能齐备、符合要求的幼儿园。
对未按规划条件建设特别是未列为首期
建设的，自然资源部门要约谈开发企业，责成
其限期按标准完成配套建设；对违反规划条件
不建、少建、缩建，以及在幼儿园建设用地上进
行其他项目建设的，要予以处罚，并责成通过
改扩建、补建等方式限期予以整改等。
《方案》规定，已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应
按照规定及时移交当地教育部门，未移交当地
教育部门的，或开发企业挪作他用、违规出租
出售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责成开发企业限
期收回， 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当地教育部门
后，应由教育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
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
《方案》规定，各地以县(市、区)为单位，对

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发改委规划司城乡融合发展处处长刘春雨表示， 需要注
意的是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口子不能开， 按规划严格实
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原则不能突破， 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
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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