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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6月1日讯（记者
张玉岩） 记者从山东省应急管
理厅获悉，6月1日至6月30日期
间，开展山东省2020年“安全生产
月”活动。今年是全国第19个“安
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消除事
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记者了解到，今年“安全生
产月”活动在全省范围内按四
周、四个阶段统一开展，每个阶
段突出一个重点。第一周为“集
中学习教育周”，开展线上教育，
各级要通过当地主要媒体、政府
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网络直播平
台等，开设“安全生产大家谈”云

课堂，组织开展网络视频访谈、
远程在线辅导和安全生产“公开
课”“微课堂”“公益讲座”等多种
形式的线上活动，邀请安全生产
专家、政府部门领导、企业安全
生产负责人和一线技术工人等，
围绕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风险
管控、应急处置等内容，开展学
习教育和辅导交流，扩大安全宣
传覆盖面，切实增强安全教育实
效。第二周为“排查整治进行时
展示周”，各级、各部门、各企业
要通过制作观看警示教育片、警
示教育展、反思大讨论等形式，
加强安全生产领域典型事故案

例的警示教育。各地广泛发动企
业员工，开展“安全生产啄木鸟”

“企业风险扫描仪”“隐患排查显
微镜”等活动，推动企业对重点
场所、关键环节安全风险隐患进
行全面深入排查整治，从源头上
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第三周
为“安全宣传咨询周”，6月16日
为全国统一的安全宣传咨询日，
各地要集中组织开展以线上为
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咨询
活动。第四周为“安全生产齐鲁
行宣传周”，紧紧围绕“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起步开局，
协调当地主要媒体，组织开展

“区域行”“专题行”“网上行”，广
泛宣传行动安排部署，深入报道
排查整治工作进展、办法措施、
整改成效，及时曝光重点行业领
域、单位场所和关键环节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过程中发现的
典型问题，督促整改落实。

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地要
畅通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渠道，
充分利用电信、网络手段，发挥
12350举报投诉热线和119、96119
消防举报电话、微信微博等平台
作用，鼓励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
企业员工举报重大隐患和违法违
规行为，根据举报线索组织新闻

媒体进行报道，及时开展案例警
示教育。

同步开展安全宣传“五进”和
应急科普作品征集活动。“安全生
产月”期间，将组织开展“全省应
急科普优秀作品征集评选活动”，
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和个人，广泛征集安全生产、防灾
减灾救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和
技能的视频、图书、融媒体产品等
作品。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通过
省内主流媒体、各种新媒体平台
广泛播发，开展公益宣传教育，进
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安全防范意识
和能力。

落户新政实施首日现场直击：

等待九年，20分钟就成了济南人

山东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同步开展应急科普作品征集

副省级城市中首推真正“零门槛”落户，力度最大

济南剑指黄河流域国家中心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皇

继石家庄、南昌后
第三个推“零门槛"

这一次济南全面放开落户
限制的力度有多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梳
理对比发现，济南的户籍新政在
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门槛最
低。近年来，副省级城市都在降
低落户门槛，但除济南外都还没
有真正“零门槛”。

在所有的落户门槛中，对人才
的落户门槛相对更低，记者对比发
现，部分副省级城市对不同学历有
不同的最高年龄限制，没有年龄限
制的多数还会限制毕业年限，超过
年限的可能会有社保方面的要求。
而济南这样宽松的落户政策，在副
省级城市中还是首个，济南也成为
了落户门槛最低的副省级城市。而
在省会城市中，济南继石家庄、南
昌之后，第3个推出全面放开限制
的“零门槛”落户政策。

门槛降到最低
“自选动作”诚意满满

济南全面放开限制的户口迁
移政策与国家推进城镇化建设有

关。近年来，国家一直在陆续出台
相应政策，降低落户门槛。

2019年3月31日，国家发改委
《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
设重点任务>的通知》要求城区
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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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提出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
有序流动，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
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
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根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
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
常住人口300万到500万的则是Ⅰ型
大城市，特大城市则是城区常住人
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

《2019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济南城区常住人口有634 . 39万，
属于特大城市。副省级城市中，
济南的城区常住人口排在第10
位，济南这次则比国家要求的特
大城市落户门槛降得更低，直接
推出“零门槛”落户，更像是加码
的“自选动作”，诚意满满。

在黄河流域城市中
落户含金量十足

在经历区划调整后济南的空

间和经济体量已经变大，更是提出
了争创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

我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也已明确，支持济南、青岛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

今年1月下发的《济南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中明确提到，济
南将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加快农
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镇人
口合理集聚，提高人口城镇化水
平。6月1日开始执行的“户籍新
政”，正是将计划变成行动。

纵观目前已经批复为国家
中心城市的九大城市，常住人口
均已超千万，而济南2019年末的
常住人口是890 . 87万。

从区分城市规模的城区常
住人口这一指标看，虽然济南已
是特大城市，但距离城区常住人
口千万量级的超大城市还有距
离。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则能海纳
百川，济南正以前所未有的包容
心态把这座城市做“大”。

当前，济南迎来三大国家战
略交汇叠加的历史性机遇。此次
最低门槛落户新政实施后，济南
不仅将成为辐射济南都市圈的低
门槛高级别城市落户之选，也将
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中低门槛落
户之选，同时还将成为黄河流域
城市中含金量十足的落户之选。

本报济南6月1日讯（记者 张国
桐） 6月1日，济南落户新政正式实
施。就在这一天，在济南生活9年的
市民王丽（化名）成功落户济南，拿
到了崭新的户口本。

2011年，王丽来到济南，通过5
年的打拼努力，王丽在济南买了房
子。然而，由于学历达不到要求，未
在济南缴纳社保，不符合当时落户
政策，王丽无法把户口落到济南。但
在王丽心中，在济南生活了5年，她
已经把济南当成了自己家。

“知道济南放开落户以后，很
激动，因为我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王丽说，9年时间里，她一直关注着
济南落户政策，《全面放开落户限
制实施细则》颁布后。王丽第一时
间对比了文件，发现自己符合标准
后，立即找出了有些泛黄的购房合
同和发票，“当时就等着6月1日实
施了。”

按照王丽的话讲，5月份她是看
着日历数着日子度过的。6月1日上
午9点，历下公安分局龙洞派出所户
籍大厅里热闹非凡。在户籍大厅的
长椅上，拿着购房合同、身份证等手
续的王丽焦急地等待着。“6号请到
户籍窗口办理业务。”9点5分，户籍
大厅的喊话器叫到了王丽所持有的
6号等待码。

提 交 购 房 合 同 等 手 续 ，拍
照……一套程序下来，9点25分，一
本崭新的户口本交到了王丽手中。
等了9年，王丽用20分钟成了济南
人。“你好济南，你好我的家。”这是
王丽在拿到户口本时告诉自己的
话。

6月1日这一天，许多像王丽一
样等了许多年的“外地人”终于成了
济南人。在历城公安分局华山派出
所，1小时的时间就有十多位市民办
理了落户，平均十分钟就有一位市
民办理落户，成为“新济南人”。截至
14点，喊话器就已经喊到了78号。户
籍民警张璐表示，落户新政的第一
天，前来咨询和办理落户的人占了
日常业务的95%。

此次落户新政的实施，让市民
感受到了济南“零门槛”的诚意。尤
其是兜底落户政策，只要是想落户，
就可以成为“济南人”。

“想要落户的市民不必着急，办
理前可先通过电话、网上进行咨询，
把手续一次带全，避免多跑腿。现在
只要20多分钟就可完成落户。”龙洞
派出所所长孟钧说。此外，为了方便
市民办理，济南市公安局特地设立
了容缺受理机制，如果市民忘记带
某些材料，可以先办理，随后再补
交。最后建议广大市民，落户新政是
长期业务，不必扎堆办理。

济南实施的落户新政在全
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可谓门槛
最低，作为第三个推出“零门
槛”落户政策的省会城市，济南
给出了更多的诚意。在迈向万
亿俱乐部的2020年，济南正打
响新一轮的“抢人”大战。

落户新政首日，华山派出所户籍大厅内热闹非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国桐 摄

九大国家中心城市
人口和经济数据

数据来源：各城市2019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皇

2019年GDP

上海 38155 . 32亿元

北京 35371 . 3亿元

广州 23628 . 60亿元

重庆 23605 . 77亿元

成都 17012 . 65亿元

武汉 16223 . 21亿元

天津 14104 . 28亿元

郑州 11589 . 7亿元

西安 9321 . 19亿元

城区常住人口

重庆 2086 . 99万
北京 1865万

广州 1323 . 35万
天津 1303 . 82万
成都 1090 . 70万

武汉 902 . 45万
郑州 772 . 1万
西安 761 . 28万
上海暂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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