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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广州入户政策再放宽

28岁以下大专学历人员有望落户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冠柽）

2020 年

12 月 16 日， 广州市人社局及广州市公

安局分别发布了《广州市差别化入户市

外迁入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稿

）》

《广州市差别化入户市内迁移管理办法

（

征求意见稿）

》。 如征求意见稿最终获

通过， 年龄在 28 周岁以下的大专学历

人员，在满足相关条件后将有机会落户

广州。

根据两份征求意见稿，广州拟在白

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

从化区和增城区 7 个行政区

实施差别化入户， 在 7 个区

内就业或创业并满足条件的

人员可在以上 7 个区内落

户。

在落户条件中， 学历条

件放宽至大专学历， 全日制

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 高级

工班的毕业人员也可直接入

户。 此外，差别化入户人员入

户广州后， 在 7 个行政区内

缴纳社会保险累计满 3 年的，可在广州

全市范围内迁移户口和购房。

市外迁入：

7区入户学历条件拟放宽至大专

根据《广州市差别化入户市外迁入

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稿

)》，差别化入

户是指在广州差别化入户实施范围内

就业或创业，符合相应条件的非本市户

籍人员入户广州。 差别化入户实施范围

为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南

沙区、从化区和增城区 7 个行政区。

差别化入户的入户条件分为学历、

年龄与社保三方面。 如征求意见稿最终

获通过，年龄在 28 周岁及以下，且申报

时在差别化入户实施范围区域内连续

缴纳社会保险满 12

个月，并拥有国内普

通高校全日制本科

学历或学士学位（

单

证

）， 或拥有国内普

通高校全日制大专学历，或者为全日制

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高级工班毕业人

员，可在差别化入户实施范围内的行政

区办理登记入户。

能够通过差别化入户的人员，还可

同时将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随本人同

时将户籍迁入广州差别化入户实施范

围的区域。 人员如在差别化入户实施范

围区域内没有可登记入户的住宅房屋

地址，其户口将落户于其工作单位集体

户或差别化入户实施范围区域人力资

源市场集体户， 如还无法办理入户，则

将在其工作单位注册所属的公共集体

户入户。

市内迁移：

缴纳社保满3年可在全市内迁移

《广州市差别化入户市内迁移管理

办法 (

征求意

见稿

)》 中指

出，差别化入

户人员入户

广州后， 在 7

个行政区内

缴纳社会保

险累计满 3 年的，可在广州行政区域内

迁移，未满 3 年的，可在 7 个行政区内

迁移。 如果入户后，符合《广州市政策性

入户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户口在广

州市内迁移将不受社保缴纳年限的限

制。

如差别化入户人员的主迁人满足

全市内迁移条件后， 将户口迁入越秀

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 4 个行政

区，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随迁入 4 个

行政区。

差别入户人员的拥有购房资格范

围与其户口的可迁移范围相同。 根据

《广州市差别化入户市内迁移管理办法

（

征求意见稿）

》， 差别入户人员在 7 个

行政区内缴纳社会保险累计未满 3 年

的，只可在 7 个行政区内购置合法住宅

房屋并办理户口市内迁移，缴纳社保满

3 年的， 可在全市行政区域内购置合法

住宅房屋并办理户口市内迁移。

对于已经在广州拥有合法住宅房

屋的差别化入户人员，如在人力资源市

场集体户口、工作单位集体户口、政府

公共集体户口的，根据户口的可迁移范

围，需及时将户口迁到其本市合法住宅

房屋地址登记入户。

“救命神器”来了

广州地铁首批59台AED已上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冠柽）

2020 年 12 月 18 日， 广州地铁首

批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已覆盖

50 座地铁站。目前，广州地铁首批

试点的 59 台 AED 已完成安装使

用。 记者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在林

和辖区内，广州东站、林和西站等

地铁站均已配备 AED。

林和西地铁站、 广州东站内

的 AED 装置均摆放在车站控制

室旁，AED 装置外表为白色，各地

铁站 AED 装置略有不同，AED 装

置箱体上有现场急救流程图及安

全提示，指导市民正确使用。 在林

和街坊们日常出行的地铁 3 号线

上，机场北、机场南等地铁交通枢

纽站、嘉禾望岗、珠江新城、燕塘、

体育西路等地铁换乘站等多座车

站均已配备了 AED 装置。

根据广州地铁官方消息显

示，广州地铁 AED 配置方案其中

首批试点的 59 台 AED，50 台设

置在 50 座地铁车站，另外 9 台设

置在广清城际、广州东环城际的 9

座车站，余下第二批将覆盖 50 座

地铁站，计划在 2021 年上半年完

成。

认识

AED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又称自动电击器、自动除颤器、心脏除颤器，

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 ， 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脏骤停

患者的医疗设备。

在心跳骤停时，只有在最佳抢救时间的“黄金 4 分钟”内，利用 AED 对

患者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是最有效制止猝死的办法。与专业除颤器不同，

AED 只需要短期的教学即可使用。

街坊有话说

“为广州地铁点赞”

“ 在 公 众 场 合 配 备

AED

是十分有必要的 ，广

州地铁此次在多个车站配

置

AED

是非常人性化的

举措。 ” 不少林和街坊表

示， 希望未来社区及街道

多开展急救培训活动

,

让

更多的人学会急救知识。

“建议增加清晰

的 AED指引标识”

林 和 街 坊 陈 女 士 表

示， 虽然已从网络上了解

到地铁配备

AED

的情况，

但

AED

在人群密集地铁

车站里并不显眼。 她希望

在地铁车站内， 可以增加

清晰的

AED

标识指引，让

市民能够快速找到

AED

，

地铁方面也可以通过地铁

电视，播放

AED

的教学及

宣传视频， 让大家心目中

都树立“人人学急救，急救

为人人”的观念。

AED

急救指引

1.确认患者有无意识，轻拍重唤。

2.如果没有反应，寻求帮助；拨打 120，并取

来 AED。

3.检查呼吸（5~10

秒

），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

呼吸。

4.开启 AED，并按图示贴上电极片。

5. AED 自动分析心率。

6.听从 AED 提示操作，电击除颤或继续胸

外按压和人工呼吸。

使用

AED

注意事项

1、AED 瞬间可以达到 200 焦耳的能量，在给

病人施救过程中，请在按下通电按钮后立刻远离

患者，并告诫身边任何人不得接触靠近患者。

2、患者在水中不能使用 AED，患者胸部如

有汗水需要快速擦干胸部， 因为水会降低 AED

功效。

3、如果在使用完 AED 后，患者没有任何生

命特征（

没有呼吸心跳

）需要马上送医院救治。

林和西地铁站内的

AED

装置。信息时报记者 黄冠柽 摄

广州落户政策逐步放宽。 信息时报记者 黄冠柽 摄

体育西地铁站内的

AED

装

置。 信息时报记者 黄冠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