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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落户探访记：一场欢喜一场空?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继南京、成都、西安、长沙等城

市放出“送户口”等大招来吸引人才

之后，天津日前也发布“海河英才”

行动计划，跑步入场参与抢人大战。

天津凭借望雄安、 倚京城的地理条

件，以及升学等优势，后来居上。 相

比之前发布过“抢人计划”的城市，

西安年初发布人才计划

4

个月抢人

30

万左右， 而天津

5

月

16

日发布

吸引人才的行动计划以来， 仅半天

时间申请人数就达到

30

万，赶上了

西安

4

个月的“抢人成绩”。

在抢人大战蔓延全国的背景

下，天津战绩赫赫。 一方面，申请人

从四面八方云集天津，想要抓紧时

间落实落户、买房、孩子升学三步

走的“人生战略”；另一方面，天津

新政发布一周， 官方发布

5

次解

读，这让不少申请人第一步就坐上

了“过山车”。 证券时报记者实地探

访，呈现天津入场抢人大战的一周

“战况”。

现场：北漂进津落户

退求其次而不得

5

月

20

日早上

7

点半，北京开

往天津的动车上， 随处可以听到关

于天津吸引人才的新政以及楼市情

况的交谈。

记者在这趟动车上遇到了跟家

人通电话的郭女士， 她对着电话反

复亲吻着电话那头的儿子。 郭女士

告诉记者，她和爱人均在北京工作，

但都没有北京户口。 儿子刚出生

9

个月， 不久的将来就要面临上学的

问题。

“肯定不会把孩子的户口落回

河南老家，河南的升学压力太大。但

落北京户口是不可能了。 ” 郭女士

说， 她的北京工作居住证不能满足

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的条件。 她正

为此事焦虑，

16

日公布的天津落户

新政，无疑是雪中送炭。

“既然北京留不下，故乡回不

去， 天津是退而求其次的不二选

择。 ”郭女士说。 参照相关要求，她

认为自己符合资格型人才的落户

条件，便立马网上申请引进人才落

户，此时已经显示网络繁忙，无法

申请。

次日凌晨， 郭女士起床的第一

件事就是先网上申请落户。 很快她

收到了预审通过的业务办理状态提

示，要求她于

30

日内，携带相应的

材料， 到落户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

引进人才联审窗口办理落户手续。

虽然

30

日内都可以办理，但郭女士

仍选择在第一个周末去天津落实落

户事宜。

20

日一大早，安顿好儿子，

便匆忙搭乘动车， 赶往天津办理相

关手续。

事前郭女士了解过， 网上已经

通过预审， 只需去现场提交相关资

料，最多一两个小时就能办理完成，

这样还能赶在中午之前回到家看顾

孩子。 而让郭女士始料未及的是，

8

点

30

分左右到达天津河西行政许

可服务中心， 大院门口排起的长队

已经绵延一公里开外。 排队的人群

中有孕妇，有抱着孩子的，也有替孩

子排队的老人。不少人带着小马扎，

拖着行李箱，甚至带上地垫，做好了

“打持久战”的准备。 现场有几十人

的警力在维持秩序。

“昨天工作人员到夜里才下班，

说今早

9

点开始发号。”排在队伍前

面的张先生告诉记者， 他前一天夜

里就来此排队，在雨里坐了一宿。但

是早上听说政策又有变动， 想要落

户的人需要先把档案转来天津。 这

一消息让郭女士有些担心， 转档案

意味着放弃北京的工作真正来天津

就业，如果真是这样，对转户口这件

事她或许还要再斟酌二三。

“当时收到消息马上来办理就

好了， 赶在政策变动前就没这么多

事了。”郭女士一边懊悔没在第一时

间办理手续， 一边着急寻找工作人

确认消息是否属实。

河西行政许可服务中心正门

口，围满了咨询政策的人。工作人员

正维持现场秩序， 一边高喊不要踩

草坪， 一边对咨询的人再三表示他

们只是其他部门调配来做“安保”工

作的，对政策相关事宜一概不知。

9

点

30

左右，仅仅只想咨询新

政或确认消息的人越围越多。 有工

作人员拿着喇叭高喊，“不要踩草

坪，到街角的大屏幕位置处，有专人

负责政策解答”。

在离河西行政许可服务中心正

门

100

米左右的十字路口， 有一面

巨大的广告屏幕。一位挂着“工作人

员”吊牌的人一出现，立马被围得水

泄不通。 郭女士询问自己的情况是

否需要调档， 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不

需要。

得到明确答复的郭女士以为

自己沾了第一天网上申请预审通

过的光，可以不用调档案，接下来

办理起来顺利很多，但变化远比她

想象得快。

10

点

30

分左右， 河西行政许

可服务中心门前停了数辆大巴车，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河西，其他

行政大厅均可办理相关业务， 引导

排队的人群上大巴车去其他人少的

网点办理手续。

郭女士转移至天津红桥区行政

审批局，排队领到

100

多号，工作人

员给大巴车转移过来的人发完号，

就到了午间休息时间。

郭女士随便对付了一顿午

餐，赶着下午

1

点

30

分上班时间

回到红桥区行政审批局， 门口已

经排起了长队。 郭女士无心与周

围的人交流落户的信息， 刷着手

机上儿子的照片、 视频以解相思

之苦。 捱到下午

4

点多，才轮到郭

女士进入服务大厅办理业务。 工

作人员明确告诉她，资格型人才也

需要调档。 拿到调档函，郭女士踏

上了回京的动车。

“这一天真像打仗一样！ 不同

区、 不同的工作人员的说法都不一

样。 ”郭女士告诉记者，她需要再考

虑一下要不要在天津落户。 如果调

档进津就意味着要放弃北京的居住

证和工作机会， 真搬去天津则意味

着一切从头开始。 她不认为天津能

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承接申请落户的

人， 也不认为天津有比北京更好的

工作机会。

从一开始的欣喜， 到非此即彼

二选一的纠结， 郭女士只是申请天

津户口的一个缩影。

政策：

新政一周5次解读

5

月

16

日，天津市在第二届世

界智能大会上发布“海河英才”行动

计划，进一步放宽了落户条件，规定

学历型人才、资格型人才、技能型人

才、创业型人才、急需型人才等五类

人才可落户天津。 自

16

日中午至

17

日早上共有

30

万人登陆并下载

“天津公安”

APP

办理落户申请。

因为申请量井喷， 政策开始打

补丁，几乎是每天一次政策解读。

17

日

16

点

20

分，天津市公安

局官方账号“平安天津”在微博发布

了新的申请渠道解释， 除了通过天

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天津公安手机

APP

外，还增加了一

条： 也可在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

网站首页的“通知通告”栏内中查看

《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法》，

按要求填写落户审批表并带齐相关

证明材料， 到各区行政服务中心联

审窗口现场办理落户准迁手续。

5

月

18

日，周五，天津人社局

发布 《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

法政策问答》，明确来津人才可在本

人或配偶名下的产权房、 所在单位

集体户落户；无产权房、所在单位无

集体户的来津人才， 在区人力社保

部门指定的人才集体户落户； 如在

津暂无工作， 则需要先去北方人才

市场办理存档手续， 北方人才市场

审档合格后向区行政许可中心联审

窗口出具联络单， 联审窗口据此受

理落户申请。

“谁知道什么时候政策又会变，

先办了再说，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

了。 ”在京工作的田女士告诉记者，

她身边有

3

位同事， 当天就请假去

天津办理落户事宜。 而此类情况并

非个例。

5

月

19

日，天津人社局再次发

布政策解读，澄清“天津人才落户新

政”很快会变化的传言，明确表示人

才落户新政不会变化。 各区行政许

可中心联审窗口已经完善了设施，

增加了工作人员， 为申请人提供便

捷落户服务， 申请落户人员不必扎

堆申报。天津实施人才新政，主要是

吸引人才来天津创新创业。 在外省

市有工作单位的人员， 不能按在津

无工作单位申报落户。

5

月

20

日， 天津人社局再次

发布 《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法有

关问题解答》，无房无工作单位人

员来津落户需要提交个人档案。

此轮人才落户新政， 目的在于支持

有意来津真正参与天津各项事业发

展，愿意在津脚踏实地创新创业的人

员，而不是借落户之机，单纯挂靠户

籍， 或为子女获得参加高考资格、买

房炒房的各类其他人员。 要合理界定

引进的是否是天津真正所需的人员，

确保杜绝“户口空挂”、“暗度陈仓”等

现象的发生，必须严格实行落档才能

落户的规定。

对于政策的“微调”，一些一线工

作人员并不知道。

20

日，在中国北方

人才市场大楼正门前的玻璃墙上，以

及路边的树上到处贴着 “海河英才进

津存档人员操作指南”， 不时有人询

问， 工作人员只回答：“您扫描上面的

二维码，公众号里都说的一清二楚，其

他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 ”

北方人才市场楼前搭了两顶帐

篷，中间立了一块两米高的告示牌，上

面写着“领商调函处”。 帐篷下各摆了

一排桌子，工作人员坐在桌后，桌上放

着一沓沓已经盖好 “天津市人才服务

中心”红印章的委托存档商调函，只需

出示身份证就可领取。

“先预审还是先存档啊？ ”

“北方人才所有的服务都写在

这张纸上了。 我们不管您预审的事

儿，我们这只管存档案。 落户去问其

他部门。 ”

“这个环节是在整个落户流程当

中的第几步？ ”

“不知道。 ”

“一开始不是不需要存档案么？ ”

“周五还没有这事儿呢，根本没人

通知。 然后周六就说开始办就开始办

了。完全没有预案。我们也没培训也没

通知。 ”

“有多少人领取了调档函？ ”

“不知道。没法统计。怎么统计？让

我们简化流程不登记，不留底，来了给

身份证就开，这怎么统计？ 除了存档以

外的事儿，我们都不知道。 ”

咨询人员与北方人才发放商调函

的工作人员的对话， 让进津落户更显

得戏剧化。

5

月

21

日，天津人社局再次发布

通知，《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

法》规定：“无就业单位的来津人才，在

中国北方人才市场人才集体户落户并

存档”，为防止政策误读，就在津无就

业单位人员办理落户手续相关程序进

行重申。

申请人到各区行政许可中心联

审窗口或北方人才市场指定窗口领

取《委托存档商调函》，并到各区行政

许可中心联审窗口提交落户申报材

料，联审窗口预审合格的，出具引进

人才落户《审批表》（公安、人社、教育

部门联审人员签字）。 申请人持《委托

存档商调函》和《审批表》，回原籍提

取本人档案，到北方人才市场办理存

档手续。 北方人才市场核验合格后，

开具存档证明。 申请人本人持存档证

明和《审批表》到原出具《审批表》的

区行政许可中心联审窗口办理准迁

手续。

一周

5

次打补丁， 让一开始满腔

热情的进津落户人员冷静不少。

“何必如此呢？ 户口在哪，哪就是

根。如果在天津落户，机会合适一定会

回来工作的吧。 ”在北京从事

IT

工作、

有硕士学历的李飞告诉记者， 周五请

假到天津办理落户， 没想到一天时间

又发生了变化， 眼看着到手的天津户

口或许要失之交臂了。

聚焦天津落户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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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后一周，天津楼市

发生了什么变化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天津房价又要涨了吧？天津“海河英才”行

动计划出台后备受各方关注，除了政策本身，人

们的第一反应仍是政策将会给楼市带来怎样的

变动。这个吸引人才计划，让不少人透过政策看

到了买房的希望，尤其是不少北漂们。

据不完全统计，5 月 17 日， 天津市公安局

河东分局共发放 14 张准迁证，天津市滨海新区

公安局发放 57 张准迁证。 5 月 18 日，天津市公

安局河东分局发放准迁证约 200 张， 天津市滨

海新区公安局发放准迁证 173 张。 另据天津市

公安局河西分局微信公众号“平安河西” 发布

的消息，截至 5 月 18 日上午 11 点，河西区共开

出 78 张准迁证。

“从这几天办理的情况看， 申请人数非常

多，在政策发布的第一天，就有 30 万人上网，今

天的网络访问量已经突破 80 万。 这样的关注

度，的确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 5 月 21 日晚间，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光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而实际落地情况却是自 5 月

16 日政策发布以来，截至 21 日，直接落户 5800

余人，领取调档函 2.7 万多人。

新政一周的落户情况对天津楼市的搅动已

经初显。

20 日上午，在河西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等

待政策咨询的人心里的疑问悬而未决。 旁边

一位穿着白衬衣的小伙子， 高声向旁边的人

支招如何办理落户， 许多人立马围过来咨询

起来。

“有社保吗？ 有房子吗？ 都没有的话，先转

档案。 档案转完，人才市场集体户口落下来，然

后赶紧买房。 ” 白衬衣小伙子强调，“抓紧时间

买房。 集体户口虽然没有时间限制，但是你想，

一下子这么多人落户，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刺

激房价。 ”

据中原地产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天津

落户新政发布后， 二手房门店接待外地客户咨

询量明显上升。“每天几百个咨询电话，90%都

是咨询落户、购房，以及后续手续的事宜。 “中

原地产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咨询最多的问

题就是房子的学位，以及房价。

在红桥区行政审批局门口 50 米开外，一家

房产中介立了一块贴满房源信息的广告牌，上

面写着“准迁证下来，跟我看房吧！ 全天津一站

式服务。 ” 从房源信息来看红桥区行政审批局

附近二手房的均价在 1.8 万元 ~2.5 万元。

“跟北京比，这房子简直太便宜了。 ” 从北

京来津办理落户手续的郭女士看到广告牌不禁

感叹。 不时有在附近办理落户手续的人前来咨

询，或关于房子，或关于落户政策。 几位房产中

介人员充当起“半个” 政策解答人员，“必须先

落户才行， 还要看您名下有没有房， 有没有贷

款，才能知道您首付多少。 ”

记者走访了河东、河西、东丽等多个城区的

二手房市场及热门新盘销售中心了解到，自 16

日中午天津人才新政发布后， 各项目客户到访

量较平日明显增多。北辰区的正荣府、河东区的

中储正荣栋境等多个新盘已经开启 “夜间下

班”模式。

看房者多为目前尚不具备天津购房资格的

外地户籍客户。 而具备买房资格的人也开始由

观望进入“囤房”模式。

“现在房价已经开始明显上涨了。 主要是

天津本地人恐慌性抢房， 尤其是市内 6 区的小

面积住房。 ” 红桥区一位房产中介刘先生告诉

记者， 外地人还没开始抢房或许因还没有大面

积成功落户， 而本地人预期天津落户新政一定

会推高房价，已经先行一步动手买房。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从最

近房价上涨城市看， 大部分都发布过人才引

进政策。 以最典型的西安为例，房价 4 月环比

上涨 1.6%， 与这些城市历史最宽松的人才引

进政策的确有很大关系。人才政策变相降低了

限购门槛，将人才吸引来之后，明显带来了房

地产市场的上涨预期。 但是整体楼市的变化，

仍需要关注政策的整体发酵周期，随着市场推

盘量在 5 月激增， 天津房地产市场必定迎来

一次去库存。

自 5月 16 日“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发布以来，截至 21日，直接落户 5800 余人，领取调档函 2.7 万多人。

人气大增的售楼处

领到的排号

裴先生出示领取的存档商调函

一大早，天津河西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门前排起长龙

排队领取商调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