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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9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对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的工作
部署，持续改善和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市人社局会同市发改委等有
关部门单位，经过专题调研、征求意见、风险评估、专家论证等程序，
对我市居住证积分指标及分值进行了调整。

暖心之策
温度之城

天津市居住证积分指标及分值表
类
别

序号

—— 我市对居住证积分指标及分值进行调整

1

降低积分门槛，提高就业、居住分值，增加了“租房居住”指标内容……我市对居住证积
分指标及分值进行调整，更有利于解决在津 5 年以上举家迁徙的“追梦人”的落户问题，为短
期内经济上暂不宽裕的“年轻人”带来了获得感和幸福感，并与“海河英才”行动计划错位推
进、形成互补。同时，按照我市“一制三化”政务服务改革要求，此次开发并启用了新版居住
证积分联办系统，7×24 小时全天候智能化网络通办模式，让企业、群众办事由“最多跑一
次”
到“一次不用跑”。

导向

指标内容及分值

负责部门

备注

社会保险

参加社会保险按险种计分。缴费满 12 个月
不满 36 个月的，每年最高积 22 分，其中：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10 分），参加基本医疗保险（3 分）、
失业保险（3 分）、工伤保险（3 分）、生育保险（3
分）；缴费满 36 个月的，自满 36 个月的下一月
起，每年最高积 28 分，其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12 分），参加基本医疗保险（4 分）、失业保险（4
分）、工伤保险（4 分）、生育保险（4 分）。

市人社局
市医保局

申请人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年限及个人缴费
窗口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年限不予计算积分。

2

居住

3

住房公积金

4

年龄

5

受教育程度

指标分值体现“扩”
“提”
“调”

（一）降低门槛，扩大“入户规模”。 按
100%。增加上述与就业相关的积分分值，
照
“增加规模、调整结构、有利发展”
的总体
更有利于解决在津 5 年以上举家迁徙的“追
思路，将积分申报指导分值由 140 分降为
梦人”
的落户问题。
110 分，降幅率达 21.4%；在达到申报指导
（三）聚焦热点，调整“积分计算”。坚持
分值的前提下，不再设积分入户总量指标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新设立
限制。积分指标由原来 15 项减为 11 项， 了
“居住”
指标，增加了
“租房居住”
指标内容，
取消了“纳税”和“知识产权”2 项指标，合
在我市租房居住每年可积 6 分；将“购房居
并了“住房”
“落户区域”
“居住签注”3 项指
住”指标内容一次性积分调整为按购房年限
标内容；
申请人不再提交个人信用报告，取
和区域积分。住房在市内六区的，每年积 10
消了因个人信用不良记录产生的负积分。 分；住房在环城四区的，每年积 11 分；住房在
降低积分入户门槛，让更多长期在津工作
武清区、宝坻区、静海区、宁河区、蓟州区的，
的外地人尽快落户津门成为
“天津人”。
每年积 12 分；住房在滨海新区的，每年积 15
（二）增加分值，提高“入户几率”。将
分。租房居住可以按年确定积分，为短期内
“社会保险”指标分值由原来每年最高积
经济上暂不宽裕的
“年轻人”
带来了获得感和
12 分增加到 22 分，缴费满 36 个月的，由原
幸福感。
来每年最高积 18 分增加到 28 分,增幅率
此外，本次调整与“海河英才”行动计划
达 133%。夫妻双方均在我市就业，符合
错位推进、形成互补，减少了“年龄”
“受教育
“婚姻情况”的指标分值由原来积 10 分增
程度”
“ 职业（工种）”
“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加到 20 分，增幅率达 100%；
“ 住房公积
格、职业技能水平”等 4 项指标内容分值，既
金”指标分值由原来每年积 2 分增加到 3
符合我市紧缺职业技能人才需求导向，又有
分，缴存满 60 个月的，每年积 4 分，增幅达
利于优化我市劳动力资源结构。

互联网+

基
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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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向
分

经办服务实现“新”
“快”
“实”

（一）升级服务，启用“新系统”。按照
政务服务“网上办、一次办、马上办”的要
求，本着
“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的原
则，开发并启用了新版居住证积分联办系
统。新系统改变了传统申报受理模式，申
请人不必提前预约到现场排队提交材料，
全天候网络智能化服务平台，让申请人足
不出户随时随地轻松办理积分落户。
（二）提高效率，按下“快进键”。通过
对居住证积分受理窗口进行调研，认真倾
听企业群众意见和建议，简化流程，
减少环
节、优化服务，将“网上预审、预约交件、现
场等候”
三个环节化繁为简，
改为由申报单

温馨
提示

指标

位登录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居住证积分专栏
（jzzjf.zwfwb.tj.gov.cn），直接在线注册、填
写信息、测评分值、上传材料，提交审核后即
可完成全部积分申报工作。
（三）牢记宗旨，争当“实干家”。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扎实推行积分申报“网上办、邮
寄办、电话办”，线上线下快捷通畅。落实我
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有关规定，将
申报单位缓缴社会保险月份视同为连续缴纳
月份，予以受理并确认积分分值。推出每日
不设置申报数额限制实招，通过加派人手加
班加点来满足企业群众落户需求，以实际行
动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我市居住证积分入户工作为社会公益性服务，
由市政务服务中心（河东区
红星路７９号）和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于家堡融和路６８１号宝策大厦）受
理积分申报手续，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不接受中介代办。任何组织和个人以办理
积分入户名义收取费用均属违法行为，
提醒广大申请人谨防上当受骗。
咨询服务专线：
88908890、
12333

新华视点
3 月 30 日 11 时 40 分许，从济南开往广州
的 T179 次客运列车行经京广线湖南省永兴县
路段时，
因突发山体滑坡，导致列车撞上塌方体
脱轨。事故造成 1 死 127 伤，京广线部分区段
一度运行受阻。
根据
“新华视点”
记者现场调查，
事故发生前
曾有村民拨打
“110”
电话报警。那么，
列车为何
仍未能及时停下？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我报警了，但很遗憾没能阻止事故”
“车厢突然猛晃，开水器、冰箱、电磁炉成排
倒下，我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T179 次客运
列车厨师乔伟伟在医院向记者回忆事发情况
时，仍心有余悸。
乔伟伟说，
事发时，他所在的餐车内有两名
厨师、一名质检员、一名乘警。
“醒来后，我顺着
车厢连接处的大裂缝慢慢爬出车外。可是，同
车厢的乘警不幸遇难了。
”
安徽姑娘孙洒洒一家六口乘坐 T179 次客
运列车赴广州。
“出事瞬间，我们车厢里的人和
行李挤压成一堆，后来大家用消防锤砸开玻璃
窗陆续往外爬。
”
记者在现场看到，猛烈的撞击导致列车机
车头变形偏离轨道，
多节车厢倾覆；
有的车厢受
损严重，被折成“V”字形。事故路段两旁都是
山坡，
护坡陡峭，现场有明显的塌方痕迹。
“撞上塌方山体后，列车头部跳了起来。”
一名在现场目击事故的村民告诉记者，列车
到达塌方路段之前，已有大量土石方掩埋了
铁轨。
“我打了报警电话！”目击事故现场的村民
李丙红告诉“新华视点”记者，他的小孩在铁路
附近道路骑车时发现了塌方，便跑回家告知了

附
加
分

负
积
分

申请人持住房租赁合同和租赁备案证明，自
登记备案之日起计算租房居住积分。
在天津市租房居住，
每年积 6 分。
在天津市有本人产权住房或者与配偶、父
在天津市购房居住，住房在市内六区的，每
母、子女共有产权住房的，自签订天津市商品房
年积 10 分；住房在环城四区的，每年积 11 分；住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买卖合同或房屋买卖协议，并已缴纳契税取得契
房在武清区、宝坻区、静海区、宁河区、蓟州区的，
市公安局
税完税证明，
或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积分。
每年积 12 分；
住房在滨海新区的，
每年积 15 分。
集体土地上的住房以及在查封、异议登记、
申请人依法在津办理居住证，每年签注一
限制转让（附有违法建筑等）期间等限制产权的
次，
每次积 6 分。
住房不能积分；多套住房不累计加分；同一时段
内，
租房和购房居住不能重复积分。
缴存住房公积金不满 60 个月的，每年积 3
分；
缴存满 60 个月的，自满 60 个月的下一月起，
每年积 4 分。

市公积金
管理中心

35 周岁以下（含 35 周岁，
10 分）；
36 至 45 周岁（5 分）。

市公安局

1．本科及以上学历（20 分）；
2．大专学历（10 分）。

1．对应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30 分）；
2．对应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20 分）；
专业技术人
3．对应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员职业资格
（15 分）；
4．高级技师（30 分）；
职业技能水平
5．技师（20 分）；
6．高级工（15 分）；
7．中级工（10 分）；
8．初级工（5 分）。
非常紧缺职业（25 分）；
紧缺职业（15 分）；
一
般紧缺职业（10 分）。

市人社局

8

婚姻情况

已婚，且夫妻双方均在我市就业，积分申请
人配偶在用人单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累计满 24
个月的。
（20 分）。

市民政局
市人社局

申请人配偶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年限及个人
缴费窗口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年限不予计算积分。

9

奖项和
荣誉称号

获得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奖励不享受国家级
表彰奖励待遇的（40 分）；获得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政府或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等表彰奖
励，不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待遇的（30 分）。获
得国家级技能大赛一类竞赛前 20 名、二类竞赛
前 15 名（30 分）；获得省级技能竞赛一类竞赛前
10 名、二类竞赛前 6 名（20 分）。

市人社局

只计最高分，
不累计加分。

10

退役军人

退 役 军 人 服 役 期 间 荣 立 个 人 一 等 功（30
分）；
个人二等功（20 分）；
个人三等功（10 分）。

市退役军人局

只计最高分，
不累计加分。

违法违规
与犯罪

5 年内有提供虚假信息办理相关证书、证明或
市公安局
申办积分落户记录的（包括虚假户籍、学历、专业、
市人社局
就业、住房、纳税证明、购房证明材料等），每条减 市卫生健康委
30分；
5年内有刑事犯罪记录的，
每条减100分；
市教委
用人单位提供虚假信息申办积分落户的，
取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消用人单位以后 3 年内的申报资格。
等部门

11

可分项累计减分。

注：
1. 申报指导分值为 110 分，可随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进行调整。 2. 本表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京广铁路列车脱轨事故调查组成立
据新华社长沙 4 月 1 日电（记者 史卫燕）记者从广铁集团了
解到，针对 3 月 30 日在京广铁路湖南郴州段发生的列车脱轨事
故，目前已成立由国家铁路局广州铁路监督管理局为组长单位，
郴州市人民政府为副组长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湖南省应急
管理厅等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
右图 3 月 30 日拍摄的 T179 次客运列车脱轨现场（无人机
新华社发

照片）。

经记者多方核实，事故发生前，当地“110”
报警平台确实接到了村民电话。当地公安机关
表示，正配合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
有当地政府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确有村

市人社局

持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和技能类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且工种与所
聘岗位相符，
方可获得积分。
只计最高分，不累计加分。

职业
（工种）

器”
作用，
降低事故发生时发电车起火等风险。
发现险情的信息未能得到及时处置，是此次
事故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专家认为，应尽快完善
铁路与地方联动的报警快速反应机制，通过互联
网、大数据技术优化信息整合能力，
扩大预警网络
覆盖面，将信息触角延伸至基层。
“要建立一个机
制，把普通公众目击的信息和所有异常动态都纳
入预警系统。
”
一位专家表示。
还有一些受访专家认为，此次事故敲响了老
旧普速铁路安全保障升级的警钟。
多位专家表示，高铁可以通过全息感知、状
态评估、安全防护等信息化技术，及时预警和有效
处置一些安全事故风险。近年来，新修的高铁开
始配备“空天车地信息一体化运营安全保障系
统”
，
并逐步实现无人智能驾驶。而普速铁路驾驶
目前还主要依赖司机目测，
沿线维护、巡检也主要
靠人工进行，
不能确保实时获取灾害信息，预防突
发险情。
未来是否能把普速列车全部更换为高速列
车，减少类似事故发生？专家表示，
高铁并不适合
货运特别是重载货运。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需
要用普速铁路运输原材料与产成品。同时，我国
机制并不完善，尤其是乡镇及以下单位，日常基本
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地质气候条件差异很大，
普速铁路在短途交通和满足公益性交通出行方面
没有联系。一些地方干部表示，普速列车线路维
护等工作一般由铁路部门负责，地方很少介入；
安
具备优势，在未来很长历史时期内，中国铁路网还
全风险如果不是铁路部门自己第一时间发现，往
将是高速与普速并存的局面。
往很难发挥预警作用。
因此，专家认为，通过“人防＋技防”全面升
级，提高普速列车安全防护能力迫在眉睫。
需加强监控、预警、技术升级
有专家建议，对标高铁以
“端的多能化”
，让普
一些受访的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
速列车也具有一定环境安全风险感知能力；
以
“网
专家认为，在地质灾害频发的季节，应加密普速铁
的物联化”，让普速铁路车、线、站等各个系统“万
路巡查频次。对于经常发生灾害的山区路段，要
物互联”；以“脑的智能化”，将环境监测结果运用
加强工程治理，在斜坡地带安装传感器和摄像头，
于列车运行控制。普速铁路和高速铁路同步构造
并利用无人机技术加强巡检。
“全局可视、提前预判、主动预警、立体防护”高科
同时，应加强对机车乘务员应急信息预判和
技防护体系，铁路运输安全才更有保障。
处置能力的培训。优化列车编组管理，
如将行李车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新华社长沙 4 月 1 日电
挂在机车头后，
将发电车放车尾，
发挥行李车
“缓冲

——京广线 T179 次客运列车脱轨事件追踪

事发前约 10 分钟拨打的“110”电
话为何没能成功预警？

只计最高分，
不累计加分。

7

列车为何没能及时停住？

这一情况。他立即骑摩托车赶到塌方附近的桥
上，并于 11 时 29 分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
“我赶到桥上时，看到已有几个人在，大家
几乎同时在打电话报警。没过多久，就看到火
车开过来了。有人向火车挥舞衣服，但已经来
不及了。
”
李丙红说，虽然第一时间报警了，但很
遗憾没能阻止这场事故。

市教委

民在事发 10 分钟前拨打了“110”报警。但“110”
电话负责接警的是当地公安部门，不是直接传达
到铁路部门，信息中转、调度还要经过多个环节，
此刻让列车停下来已经来不及了。
铁路部门人士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铁路巡
护人员发现危险后，会通过内部通信设备第一时
间联系附近车站，由车站发出指令控停列车。
“新华视点”记者多方努力试图采访列车司
机，但未能如愿。
“铁路和地方联动应急体系没太理顺。”一名
知情人告诉记者，地方公安接警距离事发时间约
10 分钟，但因为管辖区间划分不明确，且预警信
息核实、电话联系、司机制动处置都需要时间，警
讯未能起到阻止事故发生的作用。
业内人士表示，铁路和地方建立的联防联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