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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继今年

年初放宽入户限制后，近日，广州人才

引进政策又有惠民新政出炉。《广州市

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4 月

22 日正式实施，明确取消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的留学人员入户社保参保

年限限制。 同时，对于引进人才申报方

式进行了重大改革，符合条件的引进人

才今后可以通过用人单位及主管部门

申报，还可以选择个人直接申报入户。

今年年初，广州市启动新一轮迁入

户政策。新的迁入户政策不再将符合计

划生育政策作为户口迁入广州市的前

置条件，入户年龄限制也较此前分别放

宽了 5 岁。广州人才引进实施细则中对

于社保年限的要求也做出的重大调整。

其中，新政取消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高级职称人员等三类人员的入户

社保参保年限限制，仅要求在“申办时

须在本市缴纳社保”， 也就是说上述人

员在广州市现引进单位有参保记录即

可， 而无须连续缴纳社保满 6 个月以

上。同时，新政对于本科生、具有中级职

称等人员则要求“须连续缴满半年社

保”即可申请入户。

对于来穗就业创业的留学人员，对

其参加本市社会保险的要求由原政策

的 6 个月时间调整为择业期内的留学

人员，只需有在本市缴交社会保险费的

记录，其他留学人员缴纳本市社会保险

费的时间仍为 6 个月。

过去，企事业单位为职工办理人才

引进手续， 必须要有相关人事户头，而

一些中小型民企往往不具备这一资质，

因此职工在办理人才引进手续时，必须

委托拥有这一资质的人才市场办理，这

当中也衍生了不少的手续和收费。

记者留意到，本次新政对于引进人

才申报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符合条件

的引进人才既可以通过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机构申报外，也可以通过用人单

位及主管部门申报，还可以选择个人直

接申报入户。

同时，本次新政实现了普通高校应

届毕业生入户的“一步到位”：首次将普

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接收和入户分离，同

时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入户申报流程进

行了简化，明确来穗就业或创业的高校

应届毕业生由原来的先到人社部门办

理接收、再到公安部门办理入户，调整

为直接到公安部门办理入户。公共政策

研究专家、户口网负责人余梁介绍，“过

去外地应届毕业生想落户广州，须毕业

前在广州相关部门办理接收函手续，再

返校办理相关派遣手续，然后再回到广

州办理落户。 ”新政对于高校应届毕业

生办理入户，真正实现了“秒批”。

广州人才引进实施细则出炉，放宽人才引进限制简化流程

硕博入户取消社保参保年限限制

学历类人才入户条件变化

放宽入户年龄

本科 35 周岁→40 周岁

硕士 40 周岁→45 周岁

博士 45 周岁→50 周岁

取消社保参保限制

硕士、博士研究生、高级职称人员、

择业期内的留学人员

原来：

连续缴纳社保满 6个月以上。

现在：

申办时须在本市缴纳社保

（有

记录即可）。

人才申报方式变化

原来：

一些中小型民企必须委托人

才市场办理。

现在：

引进人才通过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机构申报外； 通过用人单位及主

管部门申报；可以选择个人直接申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召

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国巡视

工作会议暨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动员

部署会及省委巡视办《关于对省供销合作

联社党组、雷州市委巡视整改不力的情况

通报》精神，听取十一届市委第六轮巡察

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国家民委委

员全体会议暨全国民委主任会议和第十

三次全国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会议及《社会

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精神，研究贯彻落实

意见； 传达学习全省检察长会议精神，研

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2018年度综治工作

（平安建设）考评结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巡察工

作的决策部署，聚焦被巡察党组织的政

治责任，聚焦当前中心工作和破除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

察。 坚持把巡视巡察整改落实作为日常

监督的重要内容，强化督导问责，形成

整改长效机制。 加强巡察规范化建设，

完善巡察工作格局， 加强巡察队伍建

设，推动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

（下转

A06

）

张硕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部署巡察及法治广州建设等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

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4月1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

势和经济工作有关精神和4月22日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 分析研究

当前我市经济形势, 部署下一阶段经济

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开局良好，同时要清醒看到,经

济增速回升的基础不够牢固， 营商环境

有待进一步提升，稳增长压力仍然很大。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把握党中央关于

当前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和做好全年经

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突出主

线、守住底线、把握好度，坚定不移推动

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

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机遇， 保持定

力，增强耐力，攻坚克难，认真做好“六

稳”工作，围绕细化“巩固、增强、提升、畅

通”八字方针落实举措，奋力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强化有效投资带动作用，加快推

进城市更新九项重点工作， 狠抓重点项

目开工建设，加强工业技改和设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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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

狠抓重点工作落实 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张硕辅主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清远市党政联席

会议在穗召开。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

清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锋

讲话。 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温国辉出

席。广州市副市长黎明主持。会上，两市

签订《深化广清一体化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和《广清空港现代物流产业新城合

作意向协议》。

张硕辅说，高质量推进广清一体化和

做好对口帮扶工作，是广州、清远两市的共

同责任。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

省委“1+1+9”工作部署，全面深化广清合

作，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要把推动广清

一体化发展作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构建全省“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的

具体行动，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营商环境、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加快广清

经济特别合作区、大湾区“菜篮子”工程

等合作项目建设， 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布

局，推进政策对接和政务服务事项“广清

通办”，联手加大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力

度，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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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清远市党政联席会议在穗召开 两市签署合作协议

高质量推进广清一体化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张硕辅郭锋讲话 温国辉出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上午，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主

持召开市政府全体会议，研究部署 2019

年市政府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陈建华、市政协主席刘悦伦出

席会议并讲话；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 原国家安监总局技

术委员会副主任、政策法规司司长支同

祥作专题辅导。

会议听取市政府办公厅关于 2019

年市政府承办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

案情况的报告。 今年截至目前，市政府

共收到各级人大和政协交办的建议提

案 893 件， 均已协调明确承办单位，各

单位已开展办理工作。 温国辉表示，市

政府系统各单位要明确办理建议提案

的职责，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经济

高质量发展、综合城市功能、民生社会

事业等重点工作抓办理，破解制约广州

发展的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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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国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会议 陈建华刘悦伦出席

部署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集体学习安全生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