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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首席记者 王

树天） 1月21日下午，我区
召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政策新闻
发布会，会上，自治区教育厅
基础教育处处长曹轶明对
《实施意见》进行解读。按照
《实施意见》，我区将为校外
培训机构戴上“紧箍咒”，依
法实施审批登记制度，推行
亮证办学，规范培训内容、
广告宣传、收费管理，切实
保障培训者权益。

按照《实施意见》相关
规定，我区校外培训机构设
立的审批登记实行先证后
照，必须先取得办学许可证
后，方可登记办理营业执照
（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开展培训。已取得办学许可
证和营业执照的，如不符合
设置标准，应当按标准要求
责令限期予以整改，整改不
到位的依法吊销办学许可
证。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登记
实行属地管理，旗县（市、
区）教育部门负责审批颁发
办学许可证，未经教育部门
批准，任何校外培训机构不
得以家教、咨询、文化传播
等名义面向中小学生开展
培训业务。严格坚持一点一

证，校外培训机构在同一
县域内设立分支机构或培
训点的，均须经过批准；跨
县域设立分支机构或培训
点的，需到分支机构或培
训点所在地旗县（市、区）
教育部门审批。

规范校外培训，首先要
推行亮证办学。校外培训机
构要在办学场所显著位置公
示《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证书》、办学类别、层次、招
生对象、培训项目、培训内
容、教师信息等。要严格实
行收费公示制度。校外培训
机构开展学科知识培训的
内容、班次、招生对象、进
度、上课时间等要向所在地
旗县（市、区）教育部门备案
并向社会公布；培训内容不
得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
准，培训班次必须与招生
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培训
进度不得超过所在旗县
（市、区）中小学同期进度。
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时间不
得与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
间相冲突，培训结束时间不
得晚于20：30，不得留作业。
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举
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
试、竞赛及进行排名，严禁
举办、受托举办或变相举办
与入学挂钩的选拔性考试、

测试、竞赛或排位赛等。不得
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小学化
（课程）教育。

校外培训机构应实事
求是地制定招生简章、制作
招生广告，向审批机关备案
并向社会公示。严禁发布虚
假信息或以考“状元”等名
号吸引生源。宣传广告不得
误导学生、家长或引发歧
义；不得对升学、通过考试
获得合格证书、培训效果做
出保证性承诺。

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
执行国家关于财务与资产管
理的规定，收费时段与教学
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
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
的费用。培训机构收费项目
及标准应当向社会公示，不
得在公示的项目和标准外收
取其他费用，不得使用模糊
标价等使人误解的标价内容
及方式诱导受教育者，不得
在标明的收费项目外另行加
收费用，自觉接受价格和税
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在新闻发布会上，自
治区教育厅副厅长窦贵君
告诉记者：“市民、媒体工
作者都可以对照《实施意
见》上的内容，对校外培训
机构进行监督，发现落实
不到位的地方，可以向当
地教育部门进行举报。”

美丽课堂
1月21日，化妆师在玉泉区五塔北街社区向居民传授化妆技巧。当日，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五塔北街社区联合呼和浩特市社工宝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了“爱生活 爱美丽”女

性美妆培训体验课，邀请专业化妆师向女性居民传授各种化妆技巧和不同场合的妆容礼

仪等，提高社区女性审美观，塑造良好的气质和形象。 摄影/本报记者 牛天甲

1月21日，记者从自治
区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了解到，截至2017年底，全
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4.26%，较2014年提高了
2.9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
数高出1.91个百分点。2016
年我区“农转城”人口
85953人，2017年“农转城”
人口98142人，农牧业转移
人口落户城镇数量与我区
推进新型城镇建设目标还
有差距。为了加快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引导人口合理
有序流动、促进劳动力充分
自由流动，更好地适应自治
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城镇落
户限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已于2019年1
月10日发布施行。此次出台
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调整
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城镇落
户限制、畅通落户通道，为
农牧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
人口落户城镇创造了宽松

的政策环境。自治区公安厅
的领导还对广大群众关心
的内容进行了解读。

呈现4个亮点

一是为农牧业转移人
口、退出部队现役的农村
牧区籍义务兵和士官落户
城镇取消了居住年限的限
制。这里所说的不受“居住
年限限制”是新增内容。

二是全面放开高校毕
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
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
落户限制。也就是说，这部
分人在落户时不再受合法
稳定住所、合法稳定就业、
参加城市社会保险、居住
年限等其他条件的限制。
这既消除了他们在不同地
区、不同类型单位之间流
动就业的户籍政策障碍，
也为企业事业单位吸引人
才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是全面放开了其他
常住人口落户城镇的限

制。这项政策将居住期限
由原来的3年缩短至现在
的6个月，同时，扩大了随
迁范围，增加了“子女和夫
妻双方父母”。

四是呼包鄂城市群实
行户口通迁制度。鼓励推进
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城
市群户籍同城化，促进这3个
城市间人口的自由流动。

农牧民落户城镇有了

第三通道

推进农牧业转移人口
落户城镇，是推进以人为
核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
要任务。《实施意见》中，农
牧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有
三条通道：一是凭合法稳
定住所（含租赁）条件落
户，二是凭合法稳定就业
条件落户，三是凭在城镇
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的居
住年限条件落户。

凭合法稳定住所条件
或合法稳定就业条件落户

城镇的户口迁移政策早已
实行，但因部分房屋没有
产权手续、许多出租房屋
未在房管部门进行租赁登
记备案，以及个别城市对

“合法稳定就业”范围确定
不合理等原因，部分农牧
业转移人口凭“合法稳定
住所（含租赁）”或“合法稳
定就业”条件在城镇落户
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
《实施意见》增设了第三条
通道，即凭“在城镇连续居
住6个月以上”的居住年限
条件可落户城镇。

三条通道基本覆盖了
所有在城镇居住生活有落户
需求的农牧业转移人口。也
就是说，在城镇居住生活的
农牧业转移人口只要愿意落
户，总有一条通道能满足、实
现他们落户城镇的愿望。

可落在单位或社区集

体户

在申请落户城镇需提

供的材料手续方面，农牧
业转移人口办理迁移落户
城镇，首先需要向管辖公
安派出所提出书面落户申
请、提供迁移人的户口簿
原件。凭合法稳定住所条
件落户的，同时提供房屋
产权归属证明或房屋租赁
合同；凭合法稳定就业条
件申请落户的，同时提供
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
同或工商执照；凭“在城镇
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条件
申请落户的，同时提供居住
证或居住年限证明。如果有
随迁人员，比如配偶、子女
等，不在同一户的要同时提
供能够证明随迁人员亲属
关系的相关证明材料，如结
婚证、子女出生证。如在同
一户则不需提供。

随着政府部门信息共
享工作的推进，通过部门
共享信息能够证明的手续
材料，公安机关将及时取
消，不需申请人提供。

在申请迁移落户流程

方面，我区从2016年开始，
本盟市内迁移户口就实现
了派出所“一站式”办理，申
请人直接向迁入地管辖派
出所提交上述材料，即可办
结户口迁移、落户城镇。公
安机关不再开具准迁证和
迁移证，申请人也不必在迁
入地和迁出地往返跑路。

目前，全区公安机关
正在升级改造人口信息管
理系统，待升级改造完成
后，我区将推行自治区内
户口迁移“一站式”办理。

在解决迁移落户住址
问题方面，农牧业转移人
口在城镇有自有合法所有
权房屋的，办理户口迁移
后，户口登记在房屋地址上
即可；没有自有房屋或无法
在实际居住地址上登记户
口的（如租房），目前全区城
市、城镇派出所都设立了社
区集体户。农牧业转移人口
办理户口迁移后，可以在单
位集体户或现住地社区集
体户上落户。

我区户籍新政：让人口流动合理有序 让劳动力流动充分自由
文/首席记者 刘晓君

我区出台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实施意见：亮证办学

（上接1版）三是推进健康
内蒙古建设。以建设健康
城市、健康旗县等“健康
细胞”为基础，加大健康
内蒙古推进力度。四是推
进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推进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落实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职责和功能定
位，推进紧密型医疗体建
设，加强家庭医生团队建
设。五是推进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持续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建立
完善的药品供应保障制

度，配合做好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六是加强重大疾
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工作。
坚持“预防为主”工作方
针，持续推进重大疾病预
防控制八大行动，努力使
人民群众不得病、少得
病、晚得病、不得大病。七
是推进医疗服务高质量
发展。促进公立医院科学
发展，突出抓好旗县级医
疗机构能力建设，加强医
疗质量管理与评价。八是
推进蒙医药中医药振兴
发展。以传承为根基，以

创新为动力，振兴蒙医药
中医药发展，并积极促进
蒙医药中医药文化新发
展。九是促进人口均衡发
展与健康老龄化。贯彻
落实人口均衡发展的政
策措施，进一步提升妇
幼卫生健康服务能力，
加快推进健康老龄化工
作。十是推进卫生健康
依法治理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加强卫生健康法
治建设，加快综合监管
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社
会治理氛围。

健康内蒙古建设：今年重点实施十大工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