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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辑该手册的背景

　　2011年 7月 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发布发布《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开展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单位的通知》，通知指出自从2011年开始，国家民委
将组织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首批的试点城市包括哈尔滨、上海、宁波、
青岛、南宁、兰州、昆明7市。1

　　国家民委在通知中指出，各个试点城市可以根据各地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以下工作：1.建立完善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信息系统;2.开展少数民族创业、就业培训;3.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现状及需求调
查;4.编印适应当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需求的服务手册;5.开办少数民族法律援助机构或法律服务窗口;6.
保障少数民族特殊需要;7.开展流动少数民族急难救助;8.开展汉语普通话培训;9.支持民族传统节日活动;
10.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宣传活动。

　　2011年 10月 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发布发布《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增
加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单位的通知》指出，唐山、呼和浩特、深圳、成都、
乌鲁木齐 5个城市被列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的最新城市。2

　　在《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增加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单位的通知》中，
四川省成都市也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城市之一。自从2014年以来，我们
已经在成都市少数民族社区开展针对少数民族社群的生存状况的调查，并在2015年编辑了《武侯祠流动
藏人社群便民手册》，为了更好地满足流动藏人、维吾尔族人社群的需求，我们在2016年重新编辑和丰
富了以前手册的内容，并发布了汉语、藏语、维吾尔语版本，但愿该手册对在成都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
有所帮助，有任何建议，欢迎邮件联系 info@humanrightseducation.cn 。

二、成都的穆斯林人口数据

　  成都是一个少数民族散杂居城市，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 13920686
人，占99.1% ；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126939人，占 0.9%。同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少数民族
人口比重增加了 0.36个百分点。其中，人口上千的民族有：回、藏、满、羌、蒙古、土家、彝、苗、壮、
朝鲜等十个民族。回族和藏族人口最多，均达万人以上。少数民族83%生活居住在城镇，17%生活、居住
在农村，城市民族工作的特点十分突出。3

    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拥有成都当地户籍的回族人达 20898，成都市区当地户籍超过 2000回族
的区包括，金牛区3378人，武侯区2621人，都江堰市2543人，青羊区2086人。这些统计信息不包括来
自青海、甘肃、宁夏的回族和撒拉族，也不包括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流动口人。4

    有关在成都的流动维吾尔族人口的分布，根据我们在2016年 1-5月的调查访问中，在成都的流动维
吾尔族人口包括以下几类：做维吾尔族餐饮服务、新疆的特色产品贸易、二手车交易、毕业后在成都工
作的青年人、在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成都高校就读的青年学生。目前成都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
分布情况，青年学生主要集中在西南民族大学（武侯祠校区、航空港校区）、四川大学等，其他做生意
和经商者在成都的分布存分散居住状态，目前我们估算在蓉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数量在1500-2000人左
右。

三、成都的主要清真寺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赛典赤·赡思丁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德八年
（1304年）赡思丁第三子忽辛出任四川行省左丞，成都为其中枢所在。他们的部属、家眷、工匠、阿訇、
随行商人也在成都居住，实行军民屯田制，穆斯林们定居下来，繁衍子孙。明末清初，成都遭遇长期战
争，沃野荒芜，之后经过“湖广填四川”，许多穆斯林来川并散居四川各地。后又有较多的穆斯林由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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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湖广、云南迁徙来川，成都有了不少的穆斯林，尤以在皇城坝经商定居者为多。

    四川省目前总共由清真寺达 122所，成都市中心城区共有5座清真寺：皇城清真寺、鼓楼清真寺、土
桥清真上寺、土桥清真下寺、凤凰山清真寺，各郊区市县还有8座清真寺。根据成都市民族宗教局信息，
目前成都市批准对外开放的清真寺主要有以下7所：皇城清真寺（成都市宗教局直管）、土桥清真寺
（金牛区）、青白江区清真寺、新都区清真寺、都江堰市清真寺、彭州市清真寺、郫县郫筒清真寺。5

    在该手册中，我们将大概介绍成都目前的清真寺概况，以下的清真寺部分目前没有正式对社会开放，
有的仍然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处于被保护状态。

成都皇城清真寺

地址：成都市小河街 2号

    成都皇城清真寺，位于天府广场西侧，简称皇城寺，坐落于市中心小河街 2号，原位于西城区永 靖
街 30号（现西城区已改为青羊区和武侯区，永靖街已不存）。因临原明蜀王宫，成都百姓俗称皇城，故
名皇城寺。是市中心唯一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最早占地 十余亩，是四川最大的清真古寺，也是全国较
著名的清真古寺之一。现系1998年 11月由原皇城清真寺移建而至，占地6.13亩，建筑面积 5600平方米。
 新寺融阿拉伯建筑风格与仿明清建筑风格为一体。寺旁即成都有名的回民中学——成都西北中学。

    寺中有清中叶所建的长9米宽 4米的照壁耸立，大门广三间，正中门相悬“皇城清真寺”横匾，左右
为斗门，门外有栅栏，门内过道两侧，各有逾两百年银杏一株，高大挺拔，枝叶盈庭；再进为三道回拱
门，越横过院坝，到达礼拜殿，大殿典雅宏伟，古朴端庄。

    民间传说，该寺始建于明代中叶；民国25年（193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资料载，该寺建于康熙五年
（1666年）；另一说为清初云南人契巴巴捐款修建，现寺内二门悬“开天古教” 横匾，系清雍正七年
（1729年）所立、清咸丰八年（1858年）大事维修，存有纪事石刻。民国6年（1917年）毁于战火，后
再维修，始延续至今，但其 规模已远不如昔。建国后，几经翻修，1979年政府资助6万元，修整较为全
面。1998年 11月 22日被强行拆迁，又事改建、扩修，礼拜殿内铺板，内层涂 防潮剂，外表油漆上光，
塑料天花板，装挂灯、吊扇。新辟女浴室 4间，男女浴室皆磁砖砌壁，马赛克地面，装有烧水锅炉，莲
斗淋头。

    该寺原有可观的财产，根据民国25年（193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资料，不动产有寺房 2O间，寺产
铺面 42间，大小院 7个，郸县、华阳、成都三处沃田共 96亩。其财产殷实，居成都市13所清真寺之首，
后不知去向。

    礼拜大殿面积约 380平方米，可容六七百人礼拜。寺内有邦克楼，大殿南北为沐浴室，二门内有藏
经楼。楼、殿、亭、室内部为现代设施，外部整体仍不失古建筑风貌。寺内碑匾扯联，“文化大革命”
中捣毁几尽，其中包括清果亲王书“世守良规”，成都骆成骧状元“开天古教”墨迹等。现尚存者，仅
1956年中央民族慰问团赠送的毛主席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锦旗。郭沫若“如兄如
弟”的题字，张澜副主席赠的长篇题词，其余即是几幅平常楹联碑匾及藏经楼中残存阿文、汉译经书刻
板数百而已。皇城寺历来阿訇，亦多系川、滇教中之“佼佼者”。

    皇城寺先后接待各国外宾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达数百人，外宾中有副总理、武官、总领事、教授、
专家、宗教职业者等人士。

四川省伊斯兰教协会、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都在皇城寺内办公。

成都鼓楼清真寺

地址：成都市鼓楼南街 115号

    成都鼓楼清真寺位于成都市鼓楼南街 115号。始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毁于明末，清康熙雍
正年间恢复，后经清乾隆七年（1742）及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两次重建，该寺坐西朝东，原建筑
规模甚大，由礼拜殿、邦克楼、 经文讲堂、牌坊、浴室及左右厢房等组成。整个寺院座西朝东,大门临
街。邦克楼原置庭院正中，作六角 2层亭状，1941年 7月 27日木质牌坊、重檐六角亭的 邦克楼、右厢
房等建筑被被日机炸毁。现存主要建筑为礼拜殿，长方形，面阔 3间，宽 16.86米，进深 7间，深 31.55
米，内置金柱二列，殿周围作卷棚式 双步廊。房顶在长方形平面间架上落重檐爪角顶，再在檐顶前后两

5. 成都市民族宗教局：成都市批准开放的寺观教堂（固定处所）, 
http://www.cdmzzj.gov.cn/htm/detail_31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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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作3重檐歇山式样，屋脊平面呈工字形，是其建筑构造上独特之处。房顶盖筒瓦，脊端以鸱吻为饰。
殿的后部砌砖墙，三面装木格门，格心花纹古朴大方，镂空雕刻图案，制工精巧。殿内纵置金柱两列，
装有格门和天宫罩，将殿分为两进，前后各有一藻井，顶棚彩绘卷草花卉。整个建筑具有清初蜀中风格，
为研究成都地区明代以来的伊斯兰教文化及其建筑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作为中国曾经的伊斯兰教建筑典范，鼓楼清真寺被记载在大量的古典建筑书籍 中，礼拜殿是四川年
代最久的伊斯兰教建筑之一,在成都地区现存十余座清真寺礼拜殿中制度最完备、构筑最精巧的一座。它
标志着清初伊斯兰教建筑在成都蓬勃发 展的兴盛面貌。该寺早年在成都市伊斯兰界曾辉煌一时,这一点
从早年成都回民中流传的顺口溜“坛坛罐罐鼓楼寺,热热闹闹皇城寺”中可见一斑。

    1966年后,几十户汉族居民搬入寺院居住,礼拜殿曾作过某单位办公室和仓库之用,廊道则改为居民住
房和某小工厂加工车间。寺院除礼拜殿外 的建筑已面目全非,全都改成了居民住房,同时在院内又新建了
一座居民建筑。礼拜殿则是该寺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座古代建筑,也是整个寺院的经典之作,同时亦是 成都
地区现存十余座清真寺礼拜殿中制度最完备、构筑最精巧的一座。1981年 4月,鼓楼南街清真寺礼拜殿被
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 3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90年代初的一场拆迁差点使一切都结束了。在当年各界市民的奔走呼吁下，大殿被平移 200米保留下
来，而之外的所有部份仍被拆除。2000年进行了全面维修并复建大门，现为重要的伊斯兰教活动场所。

成都土桥清真上寺

地址：成都市金科北路

    土桥清真上寺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金科北路，始建于清乾隆五 十六年（1791年），占地面积 2170.74
平方米，为清式庭院全木质机构，大殿为宫殿式，四合院有廊房、净身水房等。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 上寺又添建南北厢房。清咸丰年间土桥诰目多从云南、陕西等地募捐，对上寺进行扩建，并购置
水田几十亩，在土桥场上修建了一些街房，以房地租金收益作为清真 寺的固定经济收入。建寺始末，均
记录在一座高 7尺的石碑上，竖立于大殿右侧阶沿上，但此碑于文革期间被毁。

    上寺的建筑全是木质结构，大殿为宫殿式，四合院有廊房，净身水房等。进上寺大门，丛丛芭蕉，
花蕊批庭，绿树拂窗，檐宇清幽。二门上悬匾额，上书：清真古寺。左边联为：经传百代焕文光。右联
为：教著千秋昭世泽。

    上寺建筑布局紧凑，房檐结构为斗拱形，具有抗震缓冲作用，几百年来历经浩劫、自然灾害等仍完
好无损。整个建筑东西向成矩形，大门上书三个绿色大字——清真寺，下面横书阿拉伯文。二门内两侧
有花台，中间石砌通道直通大殿，大殿内悬有一巨大匾额，为清代果亲王题：“世守良规”。
在做礼拜的大殿抱住柱上，一对楹联书法遒劲，读后莫不为之动容深思，上书：

　　毋污浊而败行，不作伪而欺世，方弗愧清真二字；
　　善修身以克己，体仁义以待人，莫虚于天地两间。

    大殿铺设绿色地毯，庄严肃穆，可容数百人礼拜。一席布帘，将男女分开。殿外彩绘雕饰，门窗做
工精细，富丽堂皇，充分显示了穆斯林的天才和艺术风格。

    土桥以街道中部的南华宫为界，以北多居汉人，以南多居穆斯林。土桥穆斯林待人宽厚，几百年来，
与当地汉族人民相处甚好，胜似一家。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寺以穆斯林蔡心如，周子宾等办有清真大学与小学两部。小学阶段学习
阿拉伯文、汉文，挑“巴巴”、背《索尔夫》、学《赫听》、《杂学》等。大学阶段学习《古兰经》、
《满俩》、《白亚尼》、《伟嘎业》等，注重讲诵并重，经书兼通，并在阿訇的带领下参加宗教活动。
土桥清真上寺历任阿訇有：马性初（人称踏水桥阿訇）、罗老阿訇（人称罗蛮王）、马如九、马敏生、
黄学古、黎光华、马道明、罗学海、以明轩、伍进修、周子宾、买阿訇、马学畲、罗良安、张红春（现
任）。

成都土桥清真下寺

地址：成都市金牛坝路 3号

    土桥清真下寺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金牛坝路 3号，门临成灌公路，土桥清真下寺大门原朝向正西，正
对土桥老路，通寺大路由寺后面的成灌老路绕道进寺大门，形成所谓“倒牵牛”路径。民国十四年
（1925年）四川军阀扬森修建成灌公路，马路修好之后，清真寺大门便改为朝向正东。下寺比上寺的历
史略显久远一些。下寺距土桥清真上寺不足 1公里，与金牛宾馆东 西相望。下寺在土桥街上置有许多的



街房，有客栈（称之为：兴盛店）还有马栈（称之为：营接店）以及回民清真饭店等，街房收益都是作
为寺内的经济来源之一。 清乾隆十四年（1750年）加以扩建。寺内现有园林面积约 7亩，建筑面积 700
平方米。周围翠竹环绕，绿树成荫，典型的川西园林风光。寺门为古典式有棚栏 的大门，外修围墙、小
桥。寺大门内为四合院庭院，上为礼拜大殿，四角起翘。殿内可容 200余人礼拜。窑窝上方悬有直径 1.5
米的圆形木质匾，上面浮雕阿拉 伯文绿色清真言。大殿左右建有讲堂、厢房各5间。庭园前部一座“邦
克楼”，是中国古典亭阁建筑形式，上为六方形，内悬木梆，敲梆叫拜，建筑严谨，别具风格，已有270
年的历史。

    大殿走廊南北各立木碑 1座。碑高 2.5米，宽 0.9米，厚 0.15米。碑上浮雕双龙戏珠图，碑为乾隆
二十七年立。南面碑为《修寺碑记》，记录了建寺经过。北面碑为修建下寺“乜贴” 的碑记（乜贴：即
穆斯林教众捐资捐款）清雍正二年（1724年），下寺以蔡永公、李星成、贾世锦、马应儒 4人为首，共8
家人，由兰须贵出地兴建。公推掌教 蔡智先、黑推补李星灿、麻净苏世林、穆夫提买弘仁、乡老兰须贵、
马化林、马林、马镇。起初该寺规模较小，后来人烟臻集，大殿不够跪拜之用，于乾隆十四年 （1750
年），三掌教众乡老各助银两，不惮山川之苦，又有李星灿、王芝琳等赴城乡募化，清乾隆十四年，[2] 
 又由 240余名穆斯林捐银 1000余两进行扩建。其中马良柱捐银 610两，为最多。大殿北面木碑则专门记
述了他的功迹。马良柱系甘肃张掖人，曾任建昌和松 潘等地镇守使，环眼美髯，人称狮子头马大人。臂
力过人，年73年尚能开三石之弓，骑咆哮之马。卸任后其住宅距清真寺不远，经常骑马到寺礼拜。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对土桥清真下寺进行了维修。因其在金牛宾馆对面，常有外宾和
中央首长进寺参观。1958年陈毅副总理参加中央召开的著名的成都会议期间，曾从驻地金牛宾馆来到下
寺参观并和罗阿訇亲切交谈。

    土桥清真下寺历任阿訇已知者有：马自安、宝阿訇、罗静亭、罗良安等。

    土桥清真下寺至清代起，许多穆斯林便自发在周围栽种树木。几百年来，各种林藩、楠木、柏木等
长得遮天蔽日，郁郁葱葱，夏天是消曙歇凉的好去处。但在“文化大革命” 中，土桥清真上、下寺均遭
破坏。下寺树木被砍伐贻尽，曾被作农业中学。房屋也被街道工业和居民占用。1985年金牛区政府拨款
10万元对下寺进行整修，将 工厂和居民迁出，恢复原貌。1980年对外开放土桥清真上寺。1995年，下
寺开办成都市土桥穆斯林颐年院。土桥清真上、下寺历经风雨坎坷，1984年被 金牛区人民政府列为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成都凤凰山清真寺
 
地址：成都市洞子口凤凰山

    凤凰山位于成都北郊约 6公里，是形状奇特的山丘，南北走向，由首尾相顾的两个山头组成，远观
似迎春展翅、翘首远望的凤凰，故得其名。

    凤凰山回民公墓自公元一九五二年开始使用以来，绝大多数在成都归真的回族穆斯林都安葬在这里。
为方便管理凤凰山回民公墓，遂建立成都凤凰山清真寺。虽然规模远不及市内其余四座清真寺，但方便
了来凤凰山走坟的成都回族穆斯林们。

青白江唐家寺清真寺

地址：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

    唐家寺清真寺又名弥牟清真寺，修建于清朝雍正六年（1728年），几经翻 新，仍保原状。全寺建筑
面积 870平方米，占地面积 1.5亩，大殿建筑面积为 180平方米，礼拜大殿建筑形式为木结构。寺内有阿
訇 8名，学董、乡老 15 名，负责各项宗教活动、同时有阿文藏经 10多部，波斯文藏经 10余部。 唐家
寺有教民585户，人口 1766人，均为回族，尊奉格迪目。

郫县团结清真寺

地址：成都市郫县团结镇永定村

团结清真寺，是四川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原名太和场张家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边约 15公里处的郫
县团结镇永定村，由成都回民郡望”太和张氏“出资修建，掩映在翠竹绿树田野中，环境十分幽静。 据
传该寺始建于明末（1643年，癸末，明崇祯十 六年），距今已 300百余年，寺内现存有三座古碑，一为
嘉庆十一 年（1806年）立；一为道光 2年（1822年）立；一为宣统元年（1909年）立，镶嵌在大殿两
侧，分别记述修寺的经过及捐资者的姓名、数额。解放时原 有水亩 20亩，房产 8间，作为固定经济来源。



50年代关闭，1983年重新开放。 团结镇清真寺在2000年 4月至 2001年 11月 1年多的时间里又进行全
面、彻底的修复工作，现占地面积为 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由原来几百平方米扩 建到 1054平方米，
新修了 18米高美观大方的宣礼塔一座，大殿周围新添了两面雕花的石栏杆。经油饰彩绘，显得光彩辉煌，
十分气派。来自巴基斯坦、英国、印度等国家的穆斯林外宾也常来参观。寺内曾办过小学。
历任管理人员为：在嘉庆年间，由张大福、张国土等人；1983年重新开放以来，由马利华、马宝卿、张
德才等人管理，历任阿訇。有马恒顺、马俊卿、伍阿訇、江伯余，1994年至今由西昌市马如松阿訇主持
教务。

郫县郫筒清真寺

地址：成都市郫县郫筒镇西街二段 93号

    该寺最早建于郫县北郊 3公里处的鱼塘坝村。清乾隆初年迁至郫县郫筒镇西街 93号。全寺占地面积
16亩，建筑总面积 4000多平方米。由前殿、中殿、后窑殿上接望月楼组成，三者以“勾连搭”式加大纵
深。殿内宽敞明亮，朴素典雅。 里院有阿訇诵经室，宿舍及讲经堂、水房等，周围均有游廊通往大殿。
檐下施斗拱，梁枋朱漆彩绘，描金涂丹，檐下有中文匾额“爱国爱教”。寺内原有的古物、碑 匾在“文
革”时大部分被毁坏，现仅存清嘉庆年间的碑刻一通。寺内其它建筑也有所损坏。为了全面修复这座古
老清真寺，1990年 12月经全体移民积极筹划， 由马光德、丁庆明、马锡淑、马立全等人组成筹建组，
在各地专管会及成都市伊协的大力资助下，于1991年 4月修缮一新，同年10月 21日举行开放暨圣纪庆 
典，参加人数500余人。

    现该寺有学董 5人，阿訇 1人，教民25户，共140人，均系回族。

新都清真寺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紫瑞街

    据史料记载，新都的清真寺从明成化七年（1471年）至光绪年间共修建了 八座，大多为陕西、甘肃、
湖南、广东等地回族移民修建。能保存至今的仅有新都清真寺等两三座。新都清真寺建于清光绪二十六
年（1900年），原名“真一 寺”。存有光绪二十八年“性真性理”贴金匾一方及清宣统二年（1910
年）石碑一通。“文革”期间，真一寺遭破坏。拨乱反正后，在县政府的关怀和全县穆斯 林的大力支持
下，乜贴资助和政府拨款相结合，于1987年 2月修复，更名为“新都清真寺”，共耗资 6万余元。
新建的新都寺古朴典雅，属悬山式建筑。大殿建筑面积 180平方米，全寺占地面积 1.2亩，寺内附设牛羊
宰牲店、清真饮食店、清真茶园等。有教民248户，822人，尊格迪目。

    1990年以来，先后有尼泊尔、印度、泰国、沙特阿拉伯、坦桑尼亚等国家穆斯林前来参观，并做礼
拜。

新都虎（Māo）家清真寺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龙虎乡

    新都虎氏，姓虎却读作“Māo”。这是一个罕见的姓，百家姓中查无此姓。此读音来源不详。
据民国四川省新都县县志载：“清真虎家寺在县东龙虎桥，建于清乾隆三年” 即公元 1738年。 又据传
说：“虎家人乃陕西渭南九里沟虎姓人氏。清乾隆初年，有虎成林、虎松林兄弟俩，回族人，因带兵打
‘长毛’，从原籍迁来四川新都龙虎乡插占定居。”那 时来该地定居的大姓有：虎、白、赵、许、张、
马等。其中虎姓的人最多，有十多户；其余五姓人仅四五户。回民多了，礼拜、集会，没有清真寺是不
行的。因此以 虎姓人为主体，承头集资买田 30多亩，即在今虎家清真寺一带。拿 20亩田作为回民基地；
其余的10多亩田，作为回民居民住房及修建清真寺使用。修建清真寺 时，从人、财、物等方面，虎姓
人的贡献都居首位。竣工后，就正式定名为虎家清真寺。

虎家清真寺，自建成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清真寺有房 20多间，全系木结构，小青瓦平房。大殿
屋脊虽遭“文革”破坏，大殿地板、卷拱天棚还依然留存，各种雕绘的建筑艺术和图案，从外到内还举
目可见，仍然保存着清真寺古朴典雅的风貌。

    虎家清真寺有田六七十亩，是当时新都县 7个清真寺中最富有的。阿訇和海里几全由寺田收入供给。



 虎家清真寺的开学阿訇，在20世纪初叶为大阿旬马建廷，唐家寺人。他少年时去陕西西安大 寺求学，
新都寺坊无力资助，全由本人自费，每天吃饭由办学寺坊教亲轮流供给，生活艰苦异常。通过刻苦用功，
学成归来，接任清真虎家寺阿訇。嗣后的虎芳廷阿 旬是他的学生。紧接着是马亮庵，字彪，陕西人，曾
来虎家寺开过学．193b年，是阿訇虎佳友，字定以新都唐家寺人，在虎家寺开学好几年，1936年去世，
葬于虎家寺墓地，享年70多岁。1938年，是阿訇马明礼接任，成都人，1944年病逝。安葬于虎家寺墓地。
1944年，是彭县阿訇何瑞图，接任开学两年多，1948年上半年回成都。1948年下半年，是茂县马隆昌阿
訇。从成都市西寺受聘来开学，解放后，1952年土改时分了田，1954年辞学回茂县。

    虎家清真寺的木匾很多，现据回忆有：新都知名人士许成塑先生书写的《清真 古寺》一道；还有马
建廷阿旬开学时期，成都一些有名的官员，崇敬马阿訇的知识、口才、名气，特地给他送了一道贴金字
匾，上书“扶轮”二字。清真寺窑屋里 边，现还保存一道刀刻石匾及对联，匾文为《独一无二》，对联
为“万世山河归一主；普天日月照群生”。

    虎家清真寺培养的海里凡很多，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马秀夫、马维泰、蔡时福、马友清、罗仕
先、张友福、马立本及陈寿先等人，解放战争时期又招收了马凤义、江武强、马凤福、张永成、买贵华
等十多人，解放后，清真寺解体，海里几各自东西。

    虎家清真寺的乡老（现称管委会）由马、许、虎、白、赵、张 6个姓氏组成，在每年圣纪节公布寺
内收支帐后，每姓氏中选一名代表，实行换届选举。好的可连选连任。抗日战争时期，寺里的乡老是马
春发、马玉山、许大生等。

    解放后，虎家清真寺由当地的回民作为居民住房使用，清真寺房地产权归属，尚待进一步解决。

彭州清真寺

地址：成都市彭州市金彭西路

    彭州清真寺，亦称“彭州清真西寺”。始建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建 筑总面积 1576平方米，
大殿建筑面积 201平方米，呈中国古典宫殿式风格。礼拜大殿门颁有“道自西来”匾额一块，左右楹联
是“无形无象熔形形象象之冶； 非生非化辟生生化化之门。”“圣道赖昌明际兹异说高张障挽狂澜资砥
蛀；天堂在飓尺深原及时修省荡除群秽树根基。”殿内彩绘装饰，异常精美，宽敞肃穆，方形 宣礼楼，
稳重、高耸、华丽，别具特色。另建有经堂、宿舍、沐浴室等建筑设施。现有教民372户，其 1232人，
均系回族，属格迪目。寺内收藏有明宣德年间铜香炉两个，其中一个铸有“清真言”。手抄《古兰经》
一部，其它文本伊斯兰教经典多卷。

都江堰南街清真寺

地址：成都市都江堰市南街 45号

    都江堰清真寺，又名“灌县清真寺”、“南街清真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是川西通往西北各省
区的孔道之一，历来商贾云集，贸易非常活跃，明代末年即有大批穆斯林来此经商，并陆续定居于此，
于是集资修建了南街清真寺。清代、中华民国初期增修。1934年在教长马尧衢及董事会的倡导下，又捐
资修建高两层的望月楼，雄伟壮观，享誉西川。1991年国务院宗教局拨款 5万元，改建“望月楼”。 
1993年新建“穆斯林服务中心”大楼一幢。现寺占地3.5亩，建筑面积 1840平方米，大殿建筑面积 350
平方米。为中国宫殿式建筑风格，三进庭院，渐 进渐宽。由大门、二门、大殿、邦克楼、沐浴室、厢房、
殡礼室、办公室、客房、花园、服务部等不同建筑组成。主要建筑礼拜大殿建在约 1.5米高的台基上，
门 窗精雕细刻，殿内正中有阿文金字大匾一道，为清光绪年间著名阿旬魏正芳书写，意为“最好你拜主，
如未见真主，真主也会见到你。”两侧抱柱有阿文楹联，也为 魏正芳阿訇书写。墙壁悬挂有清咸丰七年
（1857年）四川安阜营把总陈天柱题写“原有独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提督马维骐手 书
“无为而成”等匾额，俱颜体楷书，苍劲有力。邦克楼建在大殿之后，为高 21米的三层塔式六角形建筑。
上盖琉璃瓦，油漆 彩绘，雕花窗榻，楼顶置银白色新月标志。寺内还有石山鱼池。现存明、清时期文物
数件。1992年 7月 17日，伊斯兰世界联盟代表团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沈遐熙，国际部副主任杨志波
陪同下，前来该寺进行访问。该寺每年接待中外来宾千余人，现已成为都江堰市穆斯林举行庆典和聚礼
的重要场所。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中受损严重，现已修复一新。

   本坊现有教民1480人，均系回族，属格迪目；其中学董 9人、阿訇 5人，满拉 7人。寺内珍藏《古兰
经》30本。  



都江堰清真宝瓶寺

地址：成都市都江堰市西街宝瓶巷

    都江堰清真宝瓶寺，又名“灌县懋功清真寺”。在辛亥革命中四川发生了后来直接导致清政府崩溃
的保路运动时，小金回 民积极参加了这次斗争，但小金地处川西北高原，参与保路运动的小金回民势单
力薄，回到小金后，受到清政府和当地封建势力的迫害，为躲避迫害，小金回民便纷 纷携家到灌县定居。
这样，使灌县回族居民迅速增加，这算是都江堰的第四次回族迁居高潮。但由此带来一个难题，就是南
街清真寺容不下那么多人同时做礼拜。解 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另建清真寺。

    1925年小金回族移民集资建起“懋功清真寺”。懋功清真寺的建寺历史和 推翻清廷的保路运动联系
起来了，成为值得一书的光辉一页。早年的懋功寺，由一寺一院组成，除清真寺外，尚有一处建有马房
的院落，是为接待循金川道而来的回 族商旅而建造的。清真寺外墙具有中亚风格，主体建筑是以礼拜大
殿为主建筑，配有左、右厢房的中式建筑，大殿有宽敞的柱廊。由于其建筑特色浓郁，富有时代和 民族
风格，被列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

解放后，该寺逐渐沦为民居。2008年“5·12”汶川特 大地震中受损严重，后得到重建。因座落在都江堰
三大堰首工程之一的关键工程宝瓶口旁，而被称为“宝瓶寺”。我们现在见到的清真寺，是灾后重建的
新貌，已成 为西街和宝瓶巷的重要景观，雄峙在内江边，引来游人观瞻。虽然只有短短 80余年的历史，
却是清朝一个朝代终结的历史见证。

四、成都市城区的主要清真餐厅信息6

成都皇城清真寺周围的清真饭店

1.皇城寺天方楼大饭店
地址：青羊区西御街 6号附14号皇城清真寺一楼。
交通：西御街 6号附13号，地铁 1,2,号线（天附广场站）出站后往西御街步行2分钟便可到达。
联系电话：028-86144821
           18980833821
营业时间：9：00-21：00

2.成都优素福清真汉堡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 29号（天府广场西御街站牌旁）
联系电话：13551480380
交通：可乘坐地铁 1,2号线（天府广场站）下车，
可乘坐 43.47，47.，78,13。，30,64路公交车，西御街下车就可到达，
可乘坐 16,53,61,45,64路公交车，在天府广场东站下车，往西御街步行5分钟就可到达。
可乘坐 26,63,118,16,61,78路，机场专线 2号线公交车，在人民南路一段下车，往西御街步行2分钟就
可到达。

3.清真成都串串
地址：青羊区小河街天府广场，清真寺旁边。
联系电话：18483678781
营业时间：11：00-02：00

4.兰州拉面馆
地址：青羊区金家坝街 5号附8号（天府广场，人民公园附近）
联系电话：18228037621
营业时间：10：00-21：00

5.清真烤羊肉串
地址：皇城寺天方楼大饭店旁
营业时间：10：00-23：00

6.清真皇城坝牛肉馆（三桂前街店）

6. 本目录统计于2016年 5-9月，由于人力资源有限，这仅仅是成都地区的部分清真餐厅目录



地址：锦江区三桂前街 51号（近太升南路）

7.新疆天山美味饭馆
地址：青羊区金家坝街 5号附7号

8.回堂春皇城坝老店
地址：青羊区金家坝街 5-4号

9.老皇城牛肉馆
地址：武侯区染青定街（万里号船尾 50米）
联系电话：13688058422
营业时间：11：00-21：00

10.新疆味（总店）
地址：大学路 11号附（颜记火锅冒菜向南10米）四川大学，华西坝附近
联系电话：18602854330
营业时间：10：00-22：00

11.清真兰州拉面
地址：青羊区上升街 22号
联系电话：028-86477157
营业时间：7：30-21：40

12.犇犇牛清真火锅
地址：青羊区同心路 171号（那些年我们一起串串的东北测 15米）
联系电话：028-87372678
营业时间：10：00-22：00 （周一至周五）

13.西部伊穆苑
地址：东城跟南街 17号附4号
联系电话：028-86637898
营业时间：10：00-21：00

14.皇城坝牛肉馆
地址：肖家河街 2号附1号（高升桥）
营业时间：10：00-21：00

15.西域风情新疆风味餐厅
地址：一环路南一段 9号凯悦新城负一楼 8号（一环路内测红瓦寺公交站台背后）
联系电话：13880132583   028-87028287  13308175183

16.开斯巴郎新疆风味餐厅
地址：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9号 b1楼 14号，红瓦寺公交车站背后，学府影城对面（近江北老杜火锅）
联系电话：028-85356128

17.新疆传统手抓饭
地址：一环路南一段 9号红瓦寺凯悦新城1-22号
联系电话：13666155567
营业时间：09：30-22：00（周一至周日）

18.新疆刀郎快餐厅
地址：武侯区科华街 1号附3号（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后门旁）

19.后花园新疆主题餐厅
地址：青羊区小南街包巷 99号
联系电话：13981947711
营业时间：11：00-23：00

20.新疆兵团大盘鸡
地址：大学路 11号附18号（华西坝，四川大学附近）
联系电话：13982217056
营业时间：10：30-22：30



21.清真资格烤羊肉串
地址：锦江区耿家巷与东升街交叉口旁
联系电话：13208195025
营业时间：16：00-02：00

22.牛不比清真火锅
地址：乡农市街 59号（营门口远驰大厦）
联系电话：028-87653884
营业时间：10：30-22：30 周一至周日

23.阿凡提餐厅
地址：锦江区三槐树路 66号（近红星路二段）
联系电话：028-86621370
营业时间：17：30-2：00

24.新疆大盘鸡
地址：建设北路 1段 43号附1号

25.新疆小马哥羊肉串
地址：金牛区马鞍南路90号
联系电话：13558675575
营业时间：每天 16：00-3：00
 
26.新疆的囊
地址：武侯区一环路南段 24号四川大学东区

27.新疆木卡姆特色餐厅
地址：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9号凯悦新城 b1（红瓦寺公交车站台背后）
联系电话：028-85012103

28.西北精品牛肉面
地址：金琴路 147号
联系电话：18654123453
营业时间：10：00-22：00

29.清真餐馆（光荣路）
地址：金牛区光荣路 8号
联系电话：18081932319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2：00

30.新疆和田玉都大胡子快餐厅
地址：武侯区董家湾北街 23号附1号
联系电话：1779903049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09：00-21：00

31.皇城伊斯兰大餐厅
地址：青羊区新华大道洛阳路 29号
联系电话：028-86690784
营业时间：11：00-22：30

32.古丽斯坦新疆风味餐厅
地址：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1号世纪城新会展中心南门进门直行100米左右
联系电话：028-83185818
营业时间：上午 10：00-22：00

33.西域香坊新疆风味餐厅
地址：蜀金路 36号（蜀金路金阳路交叉口中国农业银行旁）
联系电话：028-87330376
营业时间：09：00-02：00

34.新疆天山美味饭馆



地址：青羊区金家坝街 5号附7号

新都清真寺周围的清真餐厅（新都区）
 
35.南新回民饭店
地址：新都区紫瑞街与文家一巷交叉口旁

36.正宗新疆味大盘鸡
地址：正因小区南街西六巷 29–35号
联系电话：15299686719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22：00

37.兰州正宗牛肉拉面
地址：新都区正因北街西五巷 29-31号
联系电话：18637278057

38.西伊特色食府
地址：其它学院路东段附近郊川音 3巷 55号
联系电话：13438192711
营业时间：10：00-22：00

39.新疆大盘鸡
地址：新都区正因南街西 6巷 20号
联系电话：15208246595

40.穆斯林餐厅
地址：新都区物流大道附近
联系电话：028-65551200

41.清真新疆大盘鸡
地址：新都区物流大道

42.宁夏小康信息餐厅（清真）
地址：物流大道 199号
联系电话：15709650001

43.罗氏清真餐馆
地址：成都新都区北新小区与东街交界的口子上
联系电话：028-83010458
 
郫县郫筒清真寺周围的清真餐厅 （郫县）
 
44.伊斯兰饭店
地址：郫县郫筒镇西大街 284-286号
营业时间：10：00-14：00（中午）17：00-20：00（下午）
联系电话：13096300718     15388153533

45.清真回族餐馆
地址：郫筒街道西大街 183号

46.园林饭庄
地址：郫县温路与关柏路交汇处
联系电话：13568813588

47.兰州拉面
地址：郫县郫筒街道绿地国际花都东区创智南一路 103号
联系电话：18215648105

48.郫县团结镇清真寺（团结镇）
新疆味大盘鸡



地址：郫县红光广场路幸福港商务酒店东北测
联系电话：18785299528

49.团结清真饭店
地址：郫县团结镇清真饭店公交车站背面 52中附近
联系电话：18200350924
营业时间：10：00-22：00

50.清真太和牛羊肉饭庄
地址：郫县团结镇永定村十组二号（团结镇派出所附近）
联系电话：13568995197
营业时间：10：00-21：30

成都土桥清真寺   （金科北路）

51.土桥回民餐馆
地址：金牛区金科北路附近

52.中亚朵斯提清真餐厅
地址：蜀蓉路 116号附8号
联系电话：028-61997200
营业时间：10：00-21：00

53.土桥清真饭店
地址：成都武侯区双楠小区双元街 107号
联系电话：028-89805226

54.清真饭店（信息园西路店）
地址：金牛区信息园西路

55.清真回族饭馆
地址：成都金牛区金科北路（从一环路往成温立桥方向走，泰康酒店往前走点就到）

彭州清真寺   （金彭西路）

56.清真牛肉馆
地址：近郊彭州市团结街 4号

57.正红清真牛肉馆
地址：彭州团结街 314号
联系电话：13550116379

58.斌师饭馆
地址：彭州天彭镇天府南路 7号
联系电话：15882247352

59.微微清真饭店
地址：彭州市龙兴北路附近
联系电话：028-67409569

60.清真回族餐馆
地址：彭州市金彭西路 5号

五、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清真牛羊肉供应点
　
1.皇城清真寺牛羊肉供应点  电话：028—6127422；



2.西华门街金家坝牛羊肉供应点；

3.多子巷牛羊肉供应点。

六、流动人口在成都申请居住证的程序

2016年 1月 1日起，成都市“暂住证”取消，《成都市居住证管理实施办法》正式开始执行。办理居住
证后，外地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更多，与此同时，相应的办理流程有所变化。7

根据最新《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
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另外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
育服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出入境证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机动车登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报
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授予职业资格；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和其他计划生育证明材料；国家规定的其
他便利。

　1、来蓉人员在蓉滞留 24小时以上的，应当由本人或者用工单位、房屋出租人及中介机构按照《四川
省流动人口信息登记办法》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居（村）民委员会申报居住登记；

　　2、流动人口自办理居住登记之日起至申领居住证之日止，连续居住满 6个月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居住地详址受理机构审核后，可以发给《成都市居住证》：

　　（1）在我市连续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满 6个月，符合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录用（聘
用），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招收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持有工商营业执照或《成都市工
商灵活就业（营业）辅导证》等条件之一的；

　　（2）拥有合法产权的住房；办理了租赁登记备案的住房；用人单位或就读学校提供的宿舍等；

　　（3）在全日制小学、中学、中等职业教育或普通高等学校取得学籍并就读的；

　　（4）符合本市人才落户规定尚未迁移户口的；

　　（5）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具有本市户籍的。

　　申报居住登记

　　申领人在申领居住证之前，需先申报居住登记。申报居住登记满 6个月后方可申领居住证。

　　办理材料：

　　1、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2、以下居住地住址证明之一：房屋所有权证明（未取得产权证的出具购房合同）、房屋租赁登记备
案凭证、房屋租赁合同、单位出具的住宿证明、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原件）。

　　申报方式：

　　1、现场申报：携带申报材料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进行申报。

　　2、采集点申报：携带申报材料到社区、居（村）民委员会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点进行申报。

　　3、网络自主申报：自行通过微信、PC、APP等，登陆四川省流动人口信息登记系统如实填报相关信
息进行申报。 申报网址：http://scldrk.com:9080/login.jsp

　　注意事项：

7. 搜狐网：2016年成都市居住证这样办, http://mt.sohu.com/20160229/n438893050.shtml 　

http://mt.sohu.com/20160229/n438893050.shtml


　　1、来蓉人员申报居住登记是法定义务和申领居住证的基础。

　　2、采集点申报和网络自主申报的居住登记信息，经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审核通过后，申报信息进入系
统方可生效。

　　申报居住登记满 6个月后申领居住证

　　申请人到居住地所在派出所现场提交办理材料、填写申领表，申领居住证，审核通过后领取《领证
通知单》。

　　办理材料：

　　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提供与下列条件相对应的办理材料。

　　1、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办理成都市居住证，提供以下材料：

　　（1）申领人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2）本人近期相片（白底 1寸 1张）；

　　（3）近 6个月连续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的清单（原件）；

　　（4）下列证明材料之一：劳动合同、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成都市工商灵活就业（营
业）辅导证》（原件和复印件）；

　　（5）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下列相应材料：

　　a.居住在亲友家中的，提供房主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同时提供房屋
所有权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b.居住在租赁住房的，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和复印件），同时提供下列三种证明材料之一：房
屋所有权证明、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房主与派出所签订的治安责任书（原件和复印件）。

　　c.居住在单位内部的，提供单位出具的住宿证明（原件）。

　　2、符合合法稳定住所办理成都市居住证，提供以下材料：

　　（1）申领人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2）本人近期相片（白底 1寸 1张）；

　　（3）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下列相应材料：

　　a.居住在自有住房的，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和复印件）；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提供由房
屋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买卖合同摘要》原件或提供《成都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含《成都市房产买卖
协议》）、契税完税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b.居住在租赁住房的，提供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原件和复印件）。

　　c.居住在单位内部的，提供单位出具的住宿证明、单位的房屋所有权证、劳动合同（原件和复印
件）。

　　d.居住在学校的，提供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原件），同时提供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或学校出
具的学籍证明（原件）。

　　3、符合连续就读办理成都市居住证，提供以下材料：

　　（1）申领人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2）本人近期相片（白底 1寸 1张）；

　　（3）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或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原件）；



　　（4）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下列相应材料：

　　a.居住在亲友家中的，提供：房主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明
（原件和复印件）。

　　b.居住在租赁住房的，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和复印件），同时提供下列三种证明材料之一：房
屋所有权证明、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房主与派出所签订的治安责任书（原件和复印件）。

　　c.居住在学校的，提供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原件）。

　　4、符合本市人才落户规定办理成都市居住证，提供以下材料：

　　（1）申领人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2）本人近期相片（白底 1寸 1张）；

　　（3）居住地区（市）县公安办证中心出具的符合本市人才落户条件的《居住证申领表》（原件）；

　　（4）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下列相应材料：

　　a.居住在亲友家中的，提供：房主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明
（原件和复印件）。

　　b.居住在租赁住房的，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和复印件），同时提供下列三种证明材料之一：房
屋所有权证明、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房主与派出所签订的治安责任书（原件和复印件）。

　　c.居住在单位内部的，提供单位出具的住宿证明（原件）。

　　5、符合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具有本市户籍办理成都市居住证，提供以下材料：

　　（1）申领人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2）本人近期相片（白底 1寸 1张）；

　　（3）具有本市户籍直系亲属的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和复印件）；

　　（4）居民户口簿、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等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5）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下列相应材料：

　　a.居住在亲友家中的，提供：房主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明
（原件和复印件）。

　　b.居住在租赁住房的，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和复印件），同时提供下列三种证明材料之一：房
屋所有权证明、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房主与派出所签订的治安责任书（原件和复印件）。

　　c.居住在单位内部的，提供单位出具的住宿证明（原件）。

　　办理流程：

　　1、流动人口持申请材料到居住地所在派出所填写《成都市居住证申领表》；

　　2、将《成都市居住证申领表》连同办理材料递交给派出所前台民警受理并审核；

　　3、派出所前台民警审核合格后录入信息，打印领证通知单交申请人。审核不合格，由受理人员当面
告知申请人不合格原因。

　　·办理地点：流动人口居住地详址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办理时限：资料齐全当场办理



　　·收费标准：首次申领实行免费办理

　　·收费依据：川发改价格[2010]1231号

　　·获取材料：《领证通知单》

　　4、领取居住证

　　申领人在领取《领证通知单》15日后，持《领证通知单》到派出所领取居住证。

　

七、11个省份居民可在四川省内申请异地办理身份证

四川将从7月1日起，全面启动天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等试点省(市)
及吉林、山东省籍群众的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工作，四川省群众也可在上述 11个外省市申请居民身份证
异地受理。试点省市外的省市区异地办证工作，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只要对方条件成熟，
即与其开展异地办证。8

具体方案如下：

受理点设置

每个县级公安机关设置一个全国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甘孜、阿坝、凉山受理点设置由州公安局根据实
际需要确定)。

受理对象、范围及所需材料

1、受理对象。在四川省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的外省人员。

2、受理范围。居民身份证到期换领、损坏换领、丢失补领业务。

3、所需材料。

①在省内办理了居住证的，持居住证办理;

②在四川省警务综合平台(一标三实模块)登记为实有人口的，持本人《居民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办理;

③在省内没有办理居住证,也没有做实有人口登记的，办理时除持本人《居民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外，
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在四川省就业的，需提供聘用合同、工作证等相关材料;

在四川省就学的，需提供学生证、学籍证明等相关材料;

在四川省居住的，需提供租房合同、房产证明等相关材料。

另外，申请换领证件的除提供以上相应材料外，还需提供原居民身份证。

不予受理的对象

1、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

2、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因异地制证系统无法制作少数民族文字证件，暂不受理；

3、与公安机关登记信息不一致的、因相貌特征发生较大变化且居民身份证未登记指纹信息难以确认身份
的、系统无照片的、公民身份号码重错号的；

4、不良信用记录人员。包括伪造、变造、买卖、冒领、骗领、冒用居民户口薄、居民身份证、护照、驾

8. 四川在线：7月1日起 四川与 11个省份可异地办理身份证,
http://sichuan.scol.com.cn/fffy/201606/546281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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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证和买卖、使用伪造的居民户口薄、居民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国家机关证件及国家信用信息共享
交换平台推送的不良信用记录人员。

申办流程

1、办证申请。申请人持居民户口簿、居住证等相关材料，到实际就业、就学、居住地公安机关指定的居
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办理手续，填写《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

2、采集信息。申请人交验居民户口簿或居住证等材料，民警审核通过的，现场采集人像和指纹信息。委
托速递部门代为领取投递的，受理时需采集投递信息。

3、缴纳工本费。按照有效期满换领 20元，损坏换领、丢失补领 40元的标准缴纳工本费；同时领取公安
机关发放的《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

4、证件领取时间及方式。公安机关自公民提交《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制证
并发放居民身份证。受理点领取的，申请人凭领证回执到异地受理点核验并领取证件;委托速递部门代为
领取投递的，申请人应在收到居民身份证30日内，就近到受理点进行居民身份证核验。

属换领证件的，领取新证时应当交回旧证。

经过沟通协商确定，川籍居民也可以在上述 11个外省市申请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具体申请条件、所需
材料及申办流程见当地公安机关宣传材料。

八、警察在什么条件下被允许检查公民身份证9

【问题 1】警察可以随意查验公民身份证吗？

答：并不可以。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

（一）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

（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

（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

（四）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
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

（五）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问题 2】遇到警察查验身份证，我没有带怎么办？

答：建议大家随身携带身份证，如果没有带，你也可以提供机动车驾驶证、护照等有效证件证明身份，
也可以报出自己的公民身份号码、姓名等信息，供民警查验。，现在很多地方警察都配备由“警务通”，
在你报出身份证号码后，警察可以查询。

【问题 3】遇到警察执法不规范，如何维护自己合法权利？

答：公民除了可拨打 110投诉，亦可拨打 12389对民警违法违纪进行举报。

9. 公安部：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须出示执法证件, 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6-
06/16/content_38676948.htm  

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6-06/16/content_386769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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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如果拒绝配合警察查验身份，我会被强行“带走”吗？

答：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拒绝接受查证的确有可能面临处理。具体情形包括：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如暴力抗拒人民警察依法查验居 民身份证的，可以妨碍公务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构
成治安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对于有违法犯罪嫌疑而身份仍然不明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
对其 继续盘问，盘问时间为 24小时；对于在管制现场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等。

九、外省居民在成都申请护照、入台证的程序

自从2013年 8月 1日开始，在成都的外省居民也可以在成都申请护照、入台证了，详情如下10：

 1 哪些外省居民可在成都申办出入境证件？

  1、成都市户籍人员的外省户籍配偶、未满 16周岁的子女。

  2、非成都市户籍的就业和就学人员及其配偶、未满 16周岁的子女。

  （说明：以上2类人员，只能在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

  3、60周岁（含）以上的外省居民可以在包括成都市在内的我省暂（居）住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就近提
交普通护照、赴台出入境证件及签注申请。

  4、外省居民可在我省暂（居）住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就近提交交换补发普通护照、赴台出入境证件及
签注申请。

  附：符合条件的我省居民，可在我省暂（居）住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就近提交普通护照、赴台出入境
证件及签注、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团队旅游签注申请。

  2 申办出入境证件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享受上述政策的居民申请相关出入境证件需提交以下材料：

  1、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户口簿；

  2、就业人员需提交社保部门出具的在就业地连续一年以上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

  3、就学人员需提交全日制教育机构出具的在校证明；

  4、配偶、子女需提交居住地公安机关出具的居住满 6个月（含）以上的证明（包括居住证、暂住证
等），如户口簿不能证明亲属关系，则需提交其它相关材料（结婚证、出生证等）；

  5、申请赴台出入境证件及签注的，还需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材料。

十、成都办理护照和通行证的公安部门出入境大厅地址

1.成都市出入境接待中心：成都市青羊区人民西路 2号（天府广场四川省科技馆西侧）咨询电话：
86407769

2.锦江区出入境接待大厅：锦江区大慈寺路 48号（原锦江区政府所在地） 咨询电话：84550530

3.锦江区双桂路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锦江区牛市口路99号，咨询电话：62128756

10. 成都晚报:今日起外省人可在成都申办护照啦,2013年 8月 1日，http://www.cdwb.com.cn/html/2013-
08/01/content_1896610.htm 　

http://www.cdwb.com.cn/html/2013-08/01/content_1896610.htm
http://www.cdwb.com.cn/html/2013-08/01/content_1896610.htm


4.锦江区合江亭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锦江区义学巷 69号，咨询电话：81476282

5.青羊区出入境接待大厅：青羊区北较场西路 3号（宁夏街路口）咨询电话：86115271

6.青羊区光华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青羊区青羊大道 12号，咨询电话：86117035

7.青羊区草堂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青羊区青羊横街 9号，咨询电话：81477535

8.金牛区出入境接待大厅：金牛区交大路 178号附5号（金牛公安分局侧）咨询电话：86798015

9.金牛区西华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金牛区华丰路 333号，咨询电话：62016110/87594110

10.金牛区九里堤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金牛区星河路 88号，咨询电话：87617616

11.成华区出入境接待大厅：成华区秀苑路 16号（成华公安分局侧）咨询电话：86406455

12.成华区圣灯寺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成华区建设北路三段 81号，咨询电话：62691809

13.成华区双桥子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成华区经华北路95号，咨询电话：62691759

14.武侯区出入境接待大厅：武侯区武科西五路 360号武侯区新政务中心二层三区，咨询电话：028-
96166

15.武侯区南站地区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武侯区棕树北街 3号，咨询电话：85227185

16.武侯区工业园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57号，咨询电话：85363132

17.武侯区簇桥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武侯区福锦路二段 237号，咨询电话：85013126

18.高新区出入境接待大厅：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号，咨询电话：85178253

19.高新区西区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高新区天骄西路 1号，咨询电话：87958925

20.天府新区出入境接待大厅：天府大道南段 1632号天府新区政务中心左侧楼，咨询电话：86409519

21.天府新区正兴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天府新区正兴镇秦皇寺西街，咨询电话：68381996

22.龙泉驿区出入境接待大厅：龙泉驿区北泉路 777号政务中心一楼 A区，咨询电话：84882862

23.青白江出入境接待大厅：青白江区便民路 6号区政务大厅，咨询电话：83680028

24.新都区出入境接待大厅；新都区育英路 188号政务大厅 A区，咨询电话：83932922

25.温江区出入境接待大厅：温江区南江路 116号，咨询电话：82711742

26.双流区出入境接待大厅：双流区东升街道洪江路 49号，咨询电话：85807093

27.都江堰市出入境接待大厅：都江堰市壹街区政务中心，咨询电话：61929039

28.彭州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彭州市天彭镇朝阳北路 58号（彭州市公安局大门侧）， 咨询电话：
83875614

29.邛崃市出入境接待大厅：邛崃市临邛镇凤凰大道 688号，咨询电话：88740681

30.崇州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崇州市崇阳镇世纪大道 1000号崇州市政务中心，咨询电话：82211260

31.金堂县出入境接待大厅：金堂县赵镇迎宾大道一段 388号政府综合大楼， 咨询电话：84925031

32.郫县出入境接待大厅：郫县郫筒镇何公路 2号电信大楼 1楼郫县政务中心 A区， 咨询电话：87886669

33.大邑县出入境接待大厅：大邑县大邑大道 379号政务服务中心 A区， 咨询电话：88212133



34.蒲江县出入境接待大厅：蒲江县合山镇桫椤路上段 73号附10号 ，咨询电话：88551201

35.新津县出入境接待大厅：新津县五津镇正西街 43号新津县公安局大门旁，咨询电话：82530370

十一、成都居住不到半年暂时办不到居住证如何办理入学申请

　　成都市专门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进行了“松绑”，可以凭登记证明办理入学申请。

　　政策背景：

　　2016年 1月 1日，《成都市居住证管理实施办法》正式实施。按照成都2016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申请的规定，必须要求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成都市居住证》或《成
都市临时居住证》。有两类人员的随迁子女入学申请将受居住证的影响：

　　一是成都本市人户分离人员因不适用《办法》不能办理居住证;

　　二是部分来蓉人员因办理居住证登记不满 6个月，按《办法》规定暂时无法取得居住证。

　　为了帮助上述两类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成都市教育局发布了补充通知，以《居住登记证明》代
替居住证，办理申请。但是，适合暂时“松绑”政策的人群，并不包含中心城区之间的人户分离人员、
区(市)县域内的人户分离人员。

　　2016年，符合情况的人员可按照《办法》规定，在实际居住地派出所申报居住登记，凭派出所出具
的《居住登记证明》，同时提交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为其随迁子女办理入学申请。

　　以后还会松绑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松绑”政策，只限于2016年。从2017年起，随迁子女入学，将严格按照规定
办理，需出示成都市居住证。

　　2017年起，成都将严格执行国务院、省、市政府相关规定，各区(市)县要及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
督促辖区内来蓉人员及时到公安派出所办理居住证，积极稳妥做好来蓉人员及市内人户分离人员随迁子
女在成都接受义务教育的服务工作。

　　提示

　　随迁子女入学申请应带哪些材料?

　　2016年，进城务工人员为其子女申请入学，应于5月的工作日向居住地所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定地点
提出入学申请，填报《成都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申请表》，并出示下列证明材料的原件，提交
复印件：

　　(1)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成都市居住证》或《成都市临时居住证》。

　　(2)申请人及子女的原籍户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其法定监护关系的有效证明。

　　(3)申请子女在本市中心城区就读的，须提供持证人与中心城区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
或申请人在中心城区内办理的工商营业执照(含纳税或免于纳税相关证明)。

　　(4)持《成都市居住证》申请人需提供截止 5月 31日，已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2个月的证
明(且申请入学当月处于持续缴纳状态);持《成都市临时居住证》申请人需提供截止 5月 31日，已在本市
累计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2个月的证明(缴费累计时间在申请入学登记前 24个月内，且申请入学当月及之
前 3个月处于持续缴纳状态)。

　　(5)截止 5月 31日，申请人已在该区(市)县连续居住满一年的相关证明。



十二、2016 成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条件

1、常住户口不在本市中心城区，即不在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都高新区、成都天府新区，
而到中心城区居住务工的人员

2、常住户口在本市中心而到本市非中心城区居住务工的人员

3、常住户口非在本市中心城区跨区（市）县居住务工的人员

2016年，进城务工人员为其子女申请入学(以下简称申请人)，需出示下列证明材料的原件，提交复印件。

1.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成都市居住证》或《成都市临时居住证》;

2.申请人及其子女同一户籍的原籍户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其法定监护关系的有效证明;

3.申请子女在本市中心城区就读的，须提供申请人与中心城区内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或
申请人在中心城区内办理的工商营业执照(含纳税或免于纳税相关证明);申请子女在本市郊区(市)县就读
的，须提供其与该区(市)县内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或申请人在该区(市)县办理的工商营
业执照(含纳税或免于纳税相关证明)。

4.持《成都市居住证》申请人需提供截止 5月 31日，已在本市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2个月的证明
(且申请入学当月处于持续缴纳状态);持《成都市临时居住证》申请人需提供截止 5月 31日，已在本市依
法累计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2个月的证明(缴费累计时间在申请入学登记前 24个月内，且申请入学当月及
之前 3个月处于持续缴纳状态)。

5.截止 5月 31日，申请人已在该区(市)县连续居住满一年的相关证明;

　　各区(市)县是否需要出台实施细则?

　　答:根据本《指导意见》要求，各区(市)县应该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区域内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的具体实施细则，在坚持《指导意见》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基础上，各区(市)县在解决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具体做法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请申请人注意当地的具体细则规定。

　　家长在办理过程中有疑问可以向哪里咨询?

　　答:家长咨询可以通过网络、微博、电话等途径咨询相关问题。网络可以登录成都市教育局及区(市)
县教育局官方网站查询、下载相关政策;微博可以关注成都市教育局及区(市)县教育局的官方微博咨询;
电话可以电话咨询区(市)县教育局、成都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房管局、市工商局相关问
题。

十三、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11

　第一条    为统一规范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办理流程，根据《流动就业人员
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09〕191号）和《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的办法》（人社部发〔2015〕80号），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以下简称
参保人员）流动就业时跨制度、跨统筹地区转移接续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的业务经办。

　　第三条    本规程所称经办机构是指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本规程所称参保（合）凭证是各
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监制要求填写和打印的凭证（附件1）。

　　第四条    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流动前，参保人员或其所在用人单位到基本医疗保险关系所在地
（以下简称“转出地”）经办机构办理中止参保手续，并按规定提供居民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
开具参保（合）凭证。

11. 人社部：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 
http://www.mohrss.gov.cn/gkml/xxgk/201606/t20160630_242630.html 

http://www.mohrss.gov.cn/gkml/xxgk/201606/t20160630_242630.html


　　转出地经办机构应核实参保人在本地的缴费年限和缴费情况，核算个人账户资金，生成并出具参保
（合）凭证；对有欠费的参保人员，告知欠费情况并提醒其及时补缴。

　　转出地经办机构应保留其参保信息，以备核查。参保人遗失参保（合）凭证，转出地经办机构应予
补办。

　　第五条    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流动就业后，按规定参加转入地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或其新就
业的用人单位向转入地经办机构提出转移申请并提供参保（合）凭证，填写《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表》（附件2，以下简称《申请表》），并按规定提供居民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转入地经办机构受理申请后，对符合当地转移接续条件的，应在受理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与转出地
经办机构联系，生成并发出《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附件3，以下简称《联系函》）。

　　第六条    转出地经办机构在收到《联系函》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以下转移手续：

　　1.终止参保人员在本地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2.按规定处理个人账户，需办理个人账户余额划转手续的，划转时需标明转移人员姓名和社会保障
号。

　　3.生成并核对《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类型变更信息表》（附件4，以下简称《信息表》），并提供
给转入地经办机构。

　　4.转出地经办机构将参保人员有关信息转出后，仍需将该信息保留备份。

　　《联系函》信息不全或有误的，应及时联系转入地经办机构，转入地经办机构应予以配合更正或说
明情况。不符合转移条件的，转出地经办机构应通知转入地经办机构。

　　第七条    转入地经办机构在收到《信息表》和个人账户余额后的15个工作日内办结以下接续手续：

　　1.核对《信息表》列具的信息及转移的个人账户金额。

　　2.将转移的个人账户金额计入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

　　3.根据《信息表》及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提供的材料，补充完善相关信息。

　　4.将办结情况通知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

　　5.《信息表》按照社保档案管理规定存档备案。

　　参保（合）凭证、《信息表》或个人账户金额有误的，转入地经办机构应及时联系转出地经办机构，
转出地经办机构应予以配合更正或说明情况。

　　第八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基本医疗保障参保（合）凭证样张、标准格式和填写要求》
（附件1），并将凭证样张公布在部网站上，各地经办机构按照标准打印。

　　第九条    各统筹地区经办人员可以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址（http://www.mohrss.gov.cn）
查询全国县级以上经办机构的邮寄地址、联系电话和传真号码，下载各地行政区划代码。经办机构联系
方式发生变化，要及时通过系统变更或直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确保部网站上
公布的县级以上经办机构信息的准确性。

　　第十条    关系转移接续函、表等材料应以纸质方式通过信函邮寄。为便于及时办理手续，经办机
构间尚未实现信息系统互联的，可先通过传真方式传送相关材料；已经实现信息系统互联的，可先通过
信息系统交换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有关信息。

　　第十一条    进城落户农民和流动就业人员参加新农合或城镇（城乡）居民等基本医疗保险的信息
应连续计入新参保地业务档案，保证参保记录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十二条    本规程从2016年 9月1日起实施。原《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
经办规程（试行）》（人社险中心函〔2010〕58号）同时废止。



十四、《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办验程序12

一、办证程序

（一）办理对象

外出育龄妇女（18—49岁）。

（二）办理地点

外出育龄妇女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与计划生育办公室。

（三）所需材料

本人居民身份证；已婚的，还应提供结婚证。

（四）收费标准

免费办理。

二、验证程序

成年育龄妇女应当自到达现居住地之日起 30日内提交婚育证明。既可向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
街道办事处提交，也可通过村（居）委会向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交。

十五、流动人口一孩生育服务登记13

1了解办理条件

申请人在办理前了解办理条件和相关要求。

·办理条件：

夫妻双方或女方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异地居住符合户籍地一孩生育政策的流动已婚育龄夫妻，
可申请办理流动人口一孩生育服务登记。

2准备办理材料

申请人提前准备办理所需相关材料。

·办理材料：

1、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

2、结婚证；

3、女方的婚育证明和男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材料；  

4、申请时出示现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一月以上的居住证明或与现居住地一致的《居住
证》。 

3现场办理

12. 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办验程序 ,
http://www.cdwjw.gov.cn/art/2015/10/12/art_62_17004.html 
13. 成都市人民政府网：流动人口一孩生育服务登记,http://www.chengdu.gov.cn/servicelist/sy04/　 

http://www.chengdu.gov.cn/servicelist/sy04/
http://www.cdwjw.gov.cn/art/2015/10/12/art_62_17004.html


申请人到现居住地乡（镇、街道）人口计生部门现场办理。

·办理程序：

1、申请人向现居住地乡（镇、街道）人口计生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材料；

2、受理机构向申请人户籍地核实其婚育信息；

3、受理机构根据核实反馈信息，符合条件的，给予办理一孩生育服务登记；对不符合的，作出不予登记
的书面决定并告知其理由。

·办理机构：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街道）人口计生部门。夫妻双方现居住地不一致的，原则上在女
方现居住地乡（镇、街道）人口计生部门办理。

·联系地址和电话：由各区（市）县统一公布辖区内所有办理机构、地址及电话。

·办理时限：

1、提交信息核查时限：成都市内流动的3个工作日，成都市外流入的5个工作日；

2、核查信息反馈时限：成都市内流动的10个工作日，成都市外流入的15个工作日；

3、登记办理时限：收到核查反馈信息后即时办理。

·收费标准：免费办理

·法定依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

附件一：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增加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
试点工作单位的通知

河北、内蒙古、广东、四川、新疆等省、自治区民（宗）委（厅）：

　　去年12月全国城市民族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各地纷纷主动采取行动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特别是针对
目前问题较为突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不少地方都提出“以人为本，真情服务，规范管
理，扎实推进”的目标，制定了具体措施。为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实践，总结推
进各地好的做法和经验，我委从今年7月开始，组织开展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
点工作，共选定了云南、广西等七个省区。根据工作需要，现增加你们五个省区作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单位，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少数民族向城市迁移和流动，以及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目前在
一些大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众多，在创业就业、儿童就学、法律援助、语言服务、精神文化
需求及基于民族特点的特殊需要等方面，还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由于相应的服务和管理跟不上，导致
一些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甚至出现一些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进一步把握城市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的特点和需求，加强相关公共服务和管理体系建设，是当前做好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积累对不同地区
和类型民族工作分类指导的工作经验，是推动全面落实我国民族政策、加强和创新民族工作领域社会管
理工作的重要抓手。

　　二、试点范围

　　根据各地相关工作开展的情况，统筹考虑各地方的工作基础和试点布局的代表性，经沟通和研究，
我委确定在唐山、呼和浩特、深圳、成都、乌鲁木齐 5市开展试点工作。

　　三、具体任务

　　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统筹兼顾、综合



规划，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发挥各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合力，切实提高服务管理水平，针对流动少数
民族群众的特殊困难和需要，积极给予引导和帮助。可从以下一些方面着手（只提供作参考，各地可根
据本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及需求自行确定）：

　　（一）建立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信息系统。

　　（二）开展少数民族创业、就业培训。

　　（三）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现状及需求调查。

　　（四）编印适应当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需求的服务手册。

　　（五）开办少数民族法律援助机构或法律服务窗口。

　　（六）保障少数民族特殊需要。

　　（七）开展流动少数民族急难救助。

　　（八）开展汉语普通话培训。

　　（九）支持民族传统节日活动。

　　（十）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宣传活动。

　　四、工作要求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是当前城市民族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切实
加强领导，抓好落实，务求实效。试点地区要建立由主要领导负责抓总的工作机制，民族工作部门要负
责做好相关组织协调工作；省级民族工作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城市的支持和指导，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
试点工作要结合本地实际，突出特色，大胆探索，注重积累成功经验。试点地区要抓紧制定工作实施方
案，并于11月 31日前报送我委。

　　五、试点经费补助

　　我委将安排每个试点城市10万元补助经费，并将与试点地区民族工作部门建立联系机制，加强沟通
交流，定期对试点进展情况进行评估，指导开展相关工作，加强能力建设，做好服务工作。对于试点地
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将及时总结，并加以推广示范。

　　特此通知。

　　国家民委办公厅

　　二○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