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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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都藏族人口与流动藏族人信息

　　根据成都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成都市全市户籍人口为 11426985人，有成都市区
户籍藏族人口30000多人。成都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称，2013年中，成都市有流动人口400万左
右。3中央统战部七局副局长仁真洛色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黄维忠合作撰写《从在内地的藏族流动人口状
况看汉藏民族关系——以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状况为例》中显示，据“内地藏族流动人口研究课题组”
消息，每年大约有100万流动人口来自西藏和其他四省藏区（2012年），常年无户籍常驻性藏族流动人
口在15-20万左右。4

    根据成都市2015年民族宗教工作年鉴显示，成都市现有少数民族成份55个、少数民族常驻人口
20.8万，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0.9%。其中藏、彝、回、羌人口均在万人以上，具有“大分散、小聚居”
特点。2015年来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年均 300余万人次，民族地区各类驻蓉办事机构100余个。5

　　由于藏区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惠民的支持，包括华西医院、成都363医院等与四川甘
孜、阿坝、西藏的卫生机构通过建立合作机制，这些医院成为藏族医疗合作的定点医院，藏族居民在这
些医院看病就可以直接享受医疗保险的报销政策，农牧民可以享受到65%的医药费报销比例，城镇职工可
以报销 75-80%的比例。由于部分藏族自治州县与成都市定点医院实行联网结算制度，简化了医疗报销的
程序，因此到成都看病的藏人是流动藏人中的重要部分。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徐君教授在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一处挂职副处长期
间曾经发布《藏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性研究—以到成都就医的藏族为分析对象》一文中指出，2012年，
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工作汇报材料显示，2008年 1月至 2012年 6月期间，成都市共接待藏族就医人
员达到11.2万人次，363医院2012年接待藏族患者人数占据全院接待患者总人数的40%。

1. 国家民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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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cfgs.seac.gov.cn/art/2012/8/28/art_3433_164536.html　 
2. 国家民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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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cfgs.seac.gov.cn/art/2012/8/28/art_3433_164535.html 

3. 天府早报：流动人口成为成都生育“主力军”，　
http://morning.scol.com.cn/new/html/tfzb/20140215/tfzb685952.html 　
4.《中国藏学》：从在内地的藏族流动人口状况看汉藏民族关系——以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状况为
例，2012年第 2期（总第 101期）

5. 成都市民族宗教局：成都市2015年民族宗教工作年
鉴，http://www.cdmzzj.gov.cn/htm/detail_3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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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都的藏族人居住和活动特点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武侯区、金牛区，同时成都郊区的双流、都
江堰、大邑、崇州也有一定分布，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社区。1954年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迁
入武侯祠浆洗街社区，形成了以少数民族居住的社群。1956年，西藏自治区在武侯祠横街 3号设立了驻
成都办事处，1979年，甘孜藏族自治州也在浆洗街设立驻成都办事处，这些都为成都的武侯祠形成了以
藏族居住的社区创造了一定条件。

　　2016年 1－6月期间，成都市协尔特文化传播中心对在成都市的藏族流动人口进行了随机调查，并收
回了90份有效的问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就在成都的流动藏族人口所面临的城市融入所面临的问
题进行了整理，同时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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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针对少数民族编写便民手册和
提供热线服务的内容，我们重新编辑了此便民手册，以供读者参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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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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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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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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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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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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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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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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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chuan.scol.com.cn/fffy/201606/546281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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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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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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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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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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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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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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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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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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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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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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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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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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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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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族自治州医疗保险管理局文件

甘医保〔2010〕65号

                                                        关于做好医疗保险经办管理服务工作

相关事宜的通知

州级各参保单位：

为切实加强医疗保险经办管理，让广大参保人员享有合理基本医疗保障，根据医疗保险政策调整变化情
况和医疗保险工作发展需要，为了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现就各参保单位做好医疗保险经办管理
服务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家和省要求，结合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情况，我州提高了参保人员医疗保障水平（包括提高医
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封顶限额和提高门诊特殊疾病待遇），并调整了相关待遇报销结算办法，具体调整
文件通知附后，请各单位对本单位参保人员做好待遇调整情况宣传工作，

二、为规范门诊个人帐户的管理和使用，我州对每位参保人员都发放了社会保障卡，为方便参保人员正
确学习使用社会保障卡，我们制定了社会保障卡使用指南（附后），请各单位做好宣传。

三、为有效缓解参保患者医疗费用“垫付难”和“报销周期长”的问题，我州在全州范围内实施了城镇
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无障碍即时结算服务工作。凡是甘孜州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生病住院，凭
《医疗保险证》（或《社会保障卡》和身份证）到已建立住院联网结算的定点医院就诊住院，出院时只
需结清个人负担费用，应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充医疗保险和公务员医疗补助（企业职工医疗补助）
支付的费用，由联网结算的定点医院直接与医保经办机构结算。凡是参加甘孜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建立了个人门诊账户并发放了社会保障卡的参保人员，凭社会保障卡到已建立个人门诊账户联网刷
卡结算的定点医院、诊所或零售药店门诊就医或购药，均可刷卡消费个人门诊账户费用，应由个人门诊
账户支付的费用由定点医院、诊所或零售药店直接与医保经办机构结算。针对部份县定点医疗机构尚未
联网结算住院医疗费用的实际，州级参保人员在未联网结算县级定点医院就医发生住院医疗费用的，个
人先全额垫支出院后及时到就医所在县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待遇报销。具体联网结算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名
单附后，请各单位做好宣传。

四、为保证参保人员门诊个人账户按时足额划拨到位和在联网结算医疗服务机构顺利结算医疗费用，各
单位务必做到按时缴纳医疗保险费和及时办理系统分账业务。



五、各参保单位务必于每年12月 10日至次年1月10日按时认真做好工资基数申报工作。纳入机构改革
单位申报工资基数之前先到社保大厅基金征缴窗口咨询具体办理程序后再申报。

六、为充分发挥单位的经办管理职能，协助医保经办机构加强对参保人员的就医管理，州医保局将实施
异地就医协查制度，定期将各单位参保患者异地就医基本信息交单位核查，各单位医保经办人员应严格
认真协助做好具体核查工作，真实反映本单位参保人员就医信息。

以上事宜，请各参保单位结合实际切实做好相应政策宣传工作，确保每一位参保人员都能够及时知晓，
并按要求做好具体业务经办工作，因工作失职导致本单位参保人员不能及时合理享受基本医疗待遇的后
果自负。为便于医疗保险各类信息及时传达到各参保单位，以后州医保会定期将各类信息公布到互联网
公共邮箱中（邮箱地址:gzybwj@163.com，登陆密码六个零：000000），请各单位经办人员定期登陆邮箱
查询。

特此通知！

附：相关文件通知及宣传资料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做好 医疗保险 工作 通知                     

  甘孜州医疗保险管理局              2010年 12月 28日

十一、甘孜州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大学生）目前联网结算定点医疗服务机构
名单10

医院名称 级别 地 址 结算范围
州内定点医院（12家）
甘孜州人民医院 二甲 康定县炉城镇 住院、门诊
甘孜卫校附院 二乙 康定县姑咱镇 住院、门诊
甘孜州藏医院 未定级 康定县姑咱镇 住院、门诊
康定县人民医院 二乙 康定县炉城镇 住院、门诊
泸定县人民医院 二乙 泸定县泸桥镇 住院、门诊
丹巴县中医院 未定级 丹巴县城 住院、门诊
丹巴县计生指导站 未定级 丹巴县城 住院、门诊
雅江县人民医院 二乙 雅江县城 住院、门诊
巴塘县人民医院 二乙 巴塘县城 住院、门诊
甘孜县人民医院 二乙 甘孜县城 住院、门诊
道孚县人民医院 二乙 道孚县城 住院
得荣县人民医院 二乙 得荣县城 住院、门诊
州外异地定点医院（12家）
成都363医院 二甲 成都市倒桑树街 108号 住院
四川省林业中心医院 二甲 成都市人民北路白马寺街 10号 住院
成都市新华人民医院 二甲 成都市双桥路 180号 住院
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 二甲 成都市双流县东升镇西北街 149号 住院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三乙 温江区柳城镇西街 33号 住院
成都市老年病医院 二乙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路 56号 住院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二甲 邛崃市南环路 99号 住院

10.甘孜州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定点医院名单公布:  
http://lyx.scun.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85 

http://lyx.scun.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85


解放军三十七医院 二甲 雅安市魏家岗 18号 住院
雅安市精神病医院 二乙 雅安市金凤路 5号 住院
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甲 遂宁市船山区油房街 22号 住院
射洪县中医院 二甲 射洪县太和镇迎春路 48号 住院
蓬溪县中医院·骨科医院 二乙 蓬溪县东街 30号 住院
州内定点诊所或药店（34

家）
康定县佳美大药房连锁二店 康定县炉城镇新市前街 23—24号 门诊购药
康定县佳美大药房连锁一店 康定县沿河西路 10号 门诊购药
康定县佳美大药房连锁三店 康定县炉城镇农贸大楼 1号 门诊购药
四川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泸定益生堂店

泸定县泸桥镇成武路 68号
门诊购药

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康
定济生成店

康定县西大街94号
门诊购药

康定县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康定二店

康定炉城镇沿河西路 42号
门诊购药

四川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泸定金成一店

泸定县泸桥镇红军路 189号
门诊购药

四川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康定五分店

康定县向阳街 26号
门诊购药

康定县医药公司同泰店 康定县东大街 82号 门诊购药
康定县医药公司同泰二店 康定县西市前街 57号 门诊购药
康定县康贝大药房四分店 康定县沿河东路 48号 门诊购药
甘孜州藏医院水井门诊 康定县炉城南路 23 门诊购药
太极大药房泸定健康药店 泸定县广场旁 门诊购药
康定县佳美大药房连锁姑咱
店

康定县姑咱镇
门诊购药

四川科创大药房泸定长征分
店

泸定县泸桥镇长征大道
门诊购药

泸定县利民药店 泸定县泸桥镇沙坝新区 门诊购药
罗义堂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康定县北三巷 3幢 1单元 1号 门诊医疗购药
康贝药房中西成店 康定县西市前街 57号 门诊购药
康定县炉城镇稻子坝村卫生
站

康定县炉城镇稻子坝村
门诊医疗购药

太极大药房仁心店药店 康定县炉城镇稻子坝村 门诊购药
甘孜州人民医院门诊便民大
药房

康定县西大街94号
门诊购药

四川康贝大药房康定康立店 康定县姑咱镇鱼通路 16号 门诊购药
泸定县开湘药店 泸定县新华书店隔 门诊购药
康贝大药房泸定金成五店 泸定磨西镇 门诊购药
康贝大药店海螺店 泸定磨西镇 门诊购药
四川康贝大药房道孚县金康
大药房

道孚县解放南街 16号
门诊购药

道孚县同仁堂大药房 道孚县解放西街 86号 门诊购药
四川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炉霍利民药店

炉霍新都镇商业街
门诊购药

炉霍县医药公司 炉霍县商业街 133号 门诊购药
四川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炉霍渝源店

炉霍县步行街渝源药店
门诊购药

甘孜州乡城县康复药房 乡城乡巴拉南路 门诊购药
四川康贝大药房乡城沁源堂
店

乡城乡巴拉南路 47号
门诊购药

乡城县康贝大药房百姓店 乡城乡巴拉南路 门诊购药
四川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丹巴县团结街 132号 门诊购药



司丹巴向丽店
州外异地定点诊所或药店

（1家）

双流县蓉康大药店
双流县东升街道三强东路二段
94.96号

门诊购药

注：以后会定期将各类信息公布到互联网公共邮箱中，请定期登陆邮箱查询。（邮箱地
址:gzybwj@163.com，登陆密码六个零：000000）。（康定县医保局电话：2834991）

十二、甘孜州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定点医院名单公布

为使广大参保人员准确了解掌握异地定点医院名单，便于选择合理就医，根据异地定点医院等次变
更和新增情况，现将我州在成都等地确定的54家定点医院名单公布如下：

（一）成都市内（30家）

医院名称 级别 地 址 联系电话 专科特长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三甲 成都市国学巷 37号 028-85422301 综合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
院

三甲 成都市人民南路 3段 20
号

028-85568677 妇科、儿科

四川省人民医院 三甲 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 34
号

028-87394300 综合医院

成都军区总医院 三甲 成都市天回镇 028-86570211 综合医院
解放军 452医院 三甲 成都市九眼桥工农院街 1

号
028-85399452-
97228

综合医院

四川省中医院 三甲 成都市十二桥街 39号 028-87769902-3249 中西医结合
四川省肿瘤医院 三甲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55

号
028-85420396 肿瘤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

三乙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51
号

028-85236490 中西医结合

四川省骨科医院 三甲 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 132
号

028-87014160 骨科

成都363医院 二甲 成都市倒桑树街 108号 028-85581974 腹腔镜、伽
马刀

四川省林业中心医院 二甲 成都市人民北路白马寺街
10号

028-89034102 综合医院

成都市第九人民医院 二甲 成都市包家巷 77号 028-86139197 妇产科
成都市新华人民医院 二甲 成都市双桥路 180号 028-68004208 心血管、糖

尿病
成都市传染病医院
传染病医院结核病分
院

二甲 成都市净居寺路 18号
成都市鼓楼北二街 60号

028-84512175
028-86621551

传染病
结核病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医
院

二乙 成都市广福桥街 16号 028-88823756 综合医院

四川康骨医院 二乙 成都市二环路西一段 106
号

028-87034019 小针刀

成都锦江妇幼保健院
成都锦江妇产科医院

二乙 成都市三官堂街 3号（总
院）
成都市新光华街 11号
（分院）

028-8452082
028-86657639

妇科、产科

成都市锦江区中医医 二乙 成都市海椒市街 6号 028-81331953 针灸、推拿



院
成都市青羊区中医医
院

二乙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村街 11
号

028-87365170 风湿、类风湿

省交通厅公路局成都
医院

一级 成都市洗面桥横街 30号 028-85555278-8005 综合医院

成都市康桥医院 一级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5
号

028-85540546 眼科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二乙 太升南路大墙东街 152号 028-86789414-8000 肛肠专科
成都锦华医院 二乙 高新开发区芳草元通一巷

9号
028-85187469 综合医院

成都市心血管病医院 二甲 成都市过街楼街 51号 028-66913637 心血管病
四川长城肾脏病医院 二乙 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 3号 028-85174125 肾脏病
成都第一精神卫生防
治院

二乙 成都市锦江区皇经楼 028-85912920 精神病

四川省红十字肿瘤医
院

二甲 成都市燃灯寺路九号 028-85063895 适形刀

成都现代医院 二甲 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路 4号 028-88091726 骨科（断指再
植）

成都市成华区第六人
民医院

二乙 成都市东虹路中段第三居
民小区

028-84713532 综合医院

成都蜀都乳腺医院 二乙 成都市八宝街 130号 028-88155555 乳腺专科

（二）其他地区（24家）

医院名称 级别 地  址 联系电话 专科特长
省交通厅公路局医院 二甲 四川省郫县犀浦恒山大道 028-87852705 综合医院
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 二甲 成都市双流县东升镇西北

街 149号
028-85774107 综合医院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三乙 温江区柳城镇西街 33号 028-82724718 综合医院
成都市老年病医院 二乙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路 56

号
028-82740840 老年病

温江区人民医院 二乙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东路 22
号

028-82723753 综合医院

新津县人民医院 二甲 新津县五津西路 149号 028-82550744-8084 综合医院
新津县中医院 二乙 新津县模范街97号 028-86352255 中西医结合
大邑县人民医院 二甲 大邑县晋原镇北街 323号 028-88222682 综合医院
邛崃市人民医院 二甲 邛崃市南环路 99号 028-88791755 综合医院
邛崃市中医医院 二甲 邛崃市西街 59号 028-88764111 综合医院
雅安市人民医院 三甲 雅安市城后路 58号 0835-2862089 综合医院
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甲 雅安市雨城区南山路 48

号
0835-2622958 综合医院

雅安市精神病医院 二乙 雅安市金凤路 5号 0835-2221607 精神病
雅安市中医院 二乙 雅安市雨城区沿江路 4号 0835-2224037 中西医结合
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甲 遂宁市船山区油房街 22

号
0825-2213589 综合医院

石棉县人民医院 二甲 石棉县人民路 3号 0835-8860348 综合医院
阿坝军分区医院

二甲
马尔康县阿坝均分区大院
内

0837-2828120 包虫病治疗

新津县精神病医院 一级 新津县花源镇（兴乐）长
乐街 73号

028-82410372 精神病

解放军三十七医院 二甲 雅安市魏家岗 18号 0835-2619504 综合医院
雅安职业技术学校附
院

二乙 雅安市雨城区育才路 132
号

0835-2222560 综合医院



射洪县中医院 二甲 射洪县太和镇迎春路 48
号

0825-6662225 中西医结合

蓬溪县中医院·骨科
医院

二乙 蓬溪县东街 30号 0825-5428220 中西医结合

川西医院 二乙 雅安市康藏790号 0835-2615511 综合医院
雅安市红十字医院 二乙 雅安市雨城区沙湾路 80

号
0835-2824766 综合医院

注：1、居住地没有确定定点医院的，必须到当地社保部门确定的区（镇）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2、城镇居民住院医疗费用凭本人医疗保险证和身份证可直接在以下医院结算：州内各县人民医院、州级

各医院、四川省林业中心医院、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市老年病医院。

3、 州本级参保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除外）住院医疗费用凭本人医疗保险证或社会保障卡和身份证
可直接在以下医院结算：州级各医院、康定县医院、甘孜卫校附 院、康定县姑咱人民医院、甘孜监狱医
院、四川省林业中心医院、成都市新华人民医院、省交通厅公路局成都医院、成都市老年病医院、成都
市第五人民医院、双流 县第一人民医院、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射洪县中医院、蓬溪县中医院、邛崃市

人民医院、邛崃市中医医院和石棉县人民医院。

                                          甘孜州医疗保险管理局宣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十日

十三、阿坝州在成都、郫县、都江堰等地确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11

序号 医院名称 级别 序号 医院名称 级别

1 四川省人民医院 三级甲 33 锦江区妇幼保健院（含区中医院） 二级

2 四川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肿瘤医院）三级甲 34
成都市老年病医院（温江区）（与成都
五医院合并）

二级

3 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甲 35 成都市西区医院 二级

4 四川省林业中心医院 二级 36 郫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

5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三级甲 37 郫县中医院 二级甲

6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三级甲 38 成都锦华医院 二级

7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三级甲 39 西南兵工成都医院（郫县） 二级乙

8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省中医
院）

三级甲 40 成都现代医院(武候区长益路 4号) 二级

9 成都市中医院 二级甲 41 省交通厅公路局医院(犀浦犀团路 500号)二级

10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泸州市） 三级甲 42 成都锦华医院(神仙树北路元通一巷 9号)二级

11 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院（泸州市） 三级乙 43 成都九星医院(二环路东三段 19号) 二级

12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南充市） 三级甲 44 成都康福医院(二环路西一段 15号) 一级

11. 茂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阿坝州在成都、郫县、都江堰等地确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http://www.maoxian.gov.cn/wsbs/smbs/ylws/201308/t20130820_924545.html 

http://www.maoxian.gov.cn/wsbs/smbs/ylws/201308/t20130820_924545.html


13 成都军区机关医院 二级甲 45 成都友谊医院 二级

14 中国航空工业成都363医院 二级 46 成都福音耳鼻喉专科医院 二级

15 成都军区总医院 二级 47 四川结石病医院 一级

16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48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17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49 都江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18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甲 50 都江堰市中医院 二级乙

19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级甲 51 都江堰市红十字会医院 二级

20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温江区） 三级甲 52 阿坝州林业中心医院 一级甲

21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三级 53 四 0五医院（都江堰市） 一级

22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三级 54 都江堰岷江局职工医院 一级

23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 三级 55 都江堰市幸福镇公立卫生院 一级

24
成都市第九人民医院（市妇产科医
院）

二级甲 56 都江堰糖尿病专科医院(三官桥街) 一级

25
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
院）

二级乙 57 都江堰嘉昊眼科医院(都江堰市景环路) 二级

26 成都心血管病医院 二级 58 都江堰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医院） 一级

27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二级甲 59 都江堰市骨伤专科医院（限骨伤专科） 二级

28 成都市结核病防治院 二级 60 都江堰鹏程疼痛专科医院 一级

29 四川天祥骨科医院 二级 61 都江堰市解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30 四川康骨医院（奥斯的康骨医院) 二级 62 都江堰市平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31 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 二级 63 都江堰市观风社区卫生服务二站 一级

32 解放军 452医院（空军成都医院） 三级 64 都江堰市金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备注：1、以上医院不包括挂靠的医院和门诊部； 　 　 　

2、成都五城区、郫县、都江堰以外，各地的公立医院或当地医保部门确定的定点医院均作为定点医院。

2013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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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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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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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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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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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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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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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