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中心城区夫妻投靠及子女随迁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中心城区夫妻投靠及

子女随迁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局各 10

个工作日 

办

理

条

件 

1、被投靠方具有本市中心城区（含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派出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箕山派出所所辖区域）

常住户口； 

2、夫妻登记结婚满 5 年； 

3、夫妻双方或父母、子女在本市中心城区有合法的自有房屋； 

4、还需办理子女随迁落户的，随迁子女应未婚、年龄不满 20 周岁或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不满

22 周岁。 
 

申
请
人
需
要
提
供
的
材
料
及
要
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在户籍窗口领取，双方手写签名）； 

2、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结婚证为国外签发的，需提供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认证）； 

4、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5、随迁子女已满 20 周岁不满 22 周岁的，需提供未婚声明及学历证明或在校证明； 

6、随迁子女关系不明的，应提供相关证明（件）： 

（1）原始户口登记资料。 

（2）《出生医学证明》。子女与父或母在同一《户口簿》上不能反映出子女与父或母关系的，或子女

与父母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为国外签发的，需提供中国驻外使领

馆的认证，或国内有资质翻译公司的翻译件）。 

（3）人事档案履历表。无《出生医学证明》的，可提供父母双方或一方原始人事档案履历表（加盖

人事公章），或子女原始学籍档案（加盖学校公章）。 

（4）亲子鉴定。无法提供上述证明件的，需提供具备亲子鉴定资质的本市市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司

法鉴定意见书。 

（5）投靠人再婚随迁有抚养权子女的，需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加盖民政部门婚姻登记专用章），

或法院离婚判决书、子女抚养权变更文书、公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 

 

办

理

流

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调查核实后，对

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并向分局呈报； 

3、分局经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 

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时间 
 

办理地址：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2、新城区、开发区夫妻投靠及子女随迁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新城区、开发区夫妻

投靠及子女随迁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局各

10 个工作日
 

办

理

条

件 

 

1、被投靠人具有本市新城区（含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黄陂区、新洲区，其中东西湖区

常青花园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开发区（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武汉化工区，其中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箕山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常住户口； 

2、夫妻登记结婚； 

3、夫妻双方或父母、子女在新城区、开发区有合法的自有房屋； 

4、还需办理子女随迁落户的，随迁子女应未婚、年龄不满 20周岁或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

不满 22 周岁。 

 

申
请
人
需
要
提
供
的
材
料
及
要
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在户籍窗口领取，双方手写签名）； 

2、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结婚证为国外签发的，需提供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认证）； 

4、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5、随迁子女超过已满 20 周岁不满 22 周岁的，需提供未婚声明及学历证明或在校证明； 

6、随迁子女关系不明的，应提供相关证明（件）： 

（1）原始户口登记资料。 

（2）《出生医学证明》。子女与父或母在同一《户口簿》上不能反映出子女与父或母关系的，或

子女与父母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为国外签发的，需提供中国

驻外使领馆的认证，或国内有资质翻译公司的翻译件）。 

（3）人事档案履历表。无《出生医学证明》的，可提供父母双方或一方原始人事档案履历表（加

盖人事公章），或子女原始学籍档案（加盖学校公章）。 

（4）亲子鉴定。无法提供上述证明件的，需提供具备亲子鉴定资质的本市市级及以上医院出具

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5）投靠人再婚随迁有抚养权子女的，需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加盖民政部门婚姻登记专

用章），或法院离婚判决书、子女抚养权变更文书、公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 

 

办

理

流

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调查核实后，

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并向分局呈报； 

3、分局经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时间  

办理地址：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 http：//www.whga.gov.cn 



 

3、父母投靠子女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父母投靠子女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局各

10 个工作日
 

条

件 

办

理 

 

1、被投靠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 

2、投靠人男性已满 60 周岁，女性已满 55 周岁； 

3、投靠人为退休或无业人员（父母双方均退休，一人年龄达到标准，另一人可随迁入户）； 

4、投靠人在原户籍地无其他子女（原本市户籍人员除外）； 

5、投靠人或被投靠人在本市有合法的自有房屋。 

 

申
请
人
需
要
提
供
的
材
料
及
要
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在户籍窗口领取，双方手写签名）； 

2、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退休证或无业证明； 

4、投靠人原户籍地无其他子女情况证明件（包括投靠人原单位人事档案保管部门或户口所在地

社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或原本市户籍注销证明； 

5、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6、父母同时投靠或随迁的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7、父母子女关系不明的，应提供相关证明（件）： 

（1）原始户口登记资料。 

（2）被投靠人《出生医学证明》。 

（3）无《出生医学证明》的，可提供父母、子女原始人事档案履历表（加盖人事公章）。 

（4）无法提供上述证明件的，提供具备亲子鉴定资质的本市市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

书。 

 

办

理

流

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调查核实后，

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并向分局呈报； 

3、分局经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申报单

位/个人

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时间  

办理地址：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4、子女投靠父母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子女投靠父母落

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局各

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1、被投靠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 

2、子女未婚，年龄不满 20 周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不满 22 周岁； 

3、被投靠人在本市有合法的自有房屋。 

 

申
请
人
需
要
提
供
的
材
料
及
要
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在户籍窗口领取，父母手写签名）； 

2、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投靠子女已满 20 周岁不满 22 周岁的，需提供未婚声明及学历证明或在校证明； 

4、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5、父母子女关系证明： 

（1）原始户口登记资料。 

（2）投靠人《出生医学证明》。 

（3）无《出生医学证明》的，可提供父母、子女原始人事档案履历表（加盖人事公章），或子

女原始学籍档案（加盖学校公章）。 

（4）无法提供上述证明件的，提供具备亲子鉴定资质的本市市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司法鉴定

意见书。 

办
理
流
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调查核实

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并向分局呈

报； 

3、分局经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

明》。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

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时间  

办理地址：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5、国家、省、市评定的人才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国家、省、市评定的

人才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武汉市公安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7 个工作日
 

办

理

条

件 

 

1、被评定为国家“千人计划”、湖北省“百人计划”、武汉城市“城市合伙人”“黄鹤英才计

划”（含东湖新技术开发区“3551”光谷人才计划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人才聚集工程”）的

非本市户籍人员； 

2、在本市就业创业； 

3、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的，需自有产

权房屋；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条件。 

 

申
请
人
需
要
提
供
的
材
料
及
要
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在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领取，本人

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市委相关部门出具的人才认定证明；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单位缴纳城镇社会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

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缴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

户或在工作单位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办

理

流

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

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市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时间  

办理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 177 号市民之家 B12 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home.gov.cn 

 

 

 



 

6、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

高技能人才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武汉市公安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15 个工作日（不

含人才资格或职

称认定时间）
 

办

理

条

件 

 

1、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名称的人员）和高技能人才（取得高级技工、技

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范围的非本市户籍人员； 

2、在本市就业创业； 

3、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的，需自有产

权房屋；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条件。 

 

申
请
人
需
要
提
供
的
材
料
及
要
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领取，本人

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职务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

技师等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

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缴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

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办

理

流

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

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市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 

单位/ 

个人 

信息 

单位/ 

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时间 
 

办理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 177 号市民之家 B12 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home.gov.cn 

 

 



 

7、“四上企业”高管人员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四上企业”高管人

员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武汉市公安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7 个工作日 

条

件 

办

理 

 

1、申请人为市政府相关部门连续 2 年确认的“四上企业”（在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

筑业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限额以上商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非本市户籍高管班子成员； 

2、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 

3、单位连续缴纳武汉市城镇社会保险 1 年以上； 

4、“四上企业”在新城区申请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四上企业”在开发区申请落户中心城

区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5、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条件。 
 

申
请
人
需
要
提
供
的
材
料
及
要
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

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单位高管职务任职文件等证明（件）原件及复印件； 

4、单位在汉连续缴纳 1 年以上城镇社会保险凭证；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

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办

理

流

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

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市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

《批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

单位/

个人

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时间  

办理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 177 号市民之家 B12 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home.gov.cn 

 

 

 

 



 

8、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人员及其他特殊贡献者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

号人员及其他特殊贡

献者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武汉市公安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7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1、近 3 年在本市获得国家、省、市级劳动模范称号、“五一”劳动奖章的外来务

工人员，以及获得市级以上优秀农民工、市级以上见义勇为称号等特殊贡献者； 

2、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 

3、在本市就业创业； 

4、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

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

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劳动模范、劳动奖章、见义勇为证书等相关认定文件及获奖证书；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

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缴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

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

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

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

理单》； 

3、市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

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 177 号市民之家 B12 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home.gov.cn 

 

 

 



 

9、在汉就业创业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在汉就业创业博士研究

生、硕士研究生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1、具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含教育部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学历（或者学位）

的非本市户籍人员； 

2、在本市就业创业； 

3、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的，

需自有产权房屋；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条件。 

 

申请人需要 

提供的材料 

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

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学信网“教育部学历

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认证留学回国人员学历或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

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缴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原件）；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

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申

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

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分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

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

出具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10、毕业 3 年内在汉就业创业普通高校毕业生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毕业 3 年内在汉就业创

业普通高校毕业生落户 

项目编

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

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

当场办理 

办理条件 

 

1、普通高等学校毕业不满 3 年的毕业生； 

2、在本市就业创业； 

3、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

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

手写签名）； 

2、户口簿（或学生集体户常住人口登记表）、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学信网“教育部学

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原件及复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

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缴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原件）；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

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

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

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

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 

出具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11、毕业超过 3 年在汉就业创业普通高校毕业生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毕业超过 3 年在汉就

业创业普通高校毕业

生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1、普通高等学校毕业已满 3 年，本科学历（含教育部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年龄

不满 35 周岁、专科学历年龄不满 30 周岁的毕业生； 

2、在本市就业创业，就业的单位连续缴纳城镇社会保险 1 年以上，创业的正常经

营半年以上； 

3、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 

4、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

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5、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条件。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

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学信网“教育部学

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认证留学回国人员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

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单位连续缴纳 1 年以上城

镇社会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半年

以上缴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原件）；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

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

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

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

理单》； 

3、分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

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12、在汉就业创业非普通高校毕业生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在汉就业创业非普通

高校毕业生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1、非普通高校本科及研究生学历或者学位（包括：电大、函授、网络、自修、成教

等非国民教育系列学历）年龄不满 30 周岁的非本市户籍人员； 

2、在本市就业创业，就业的单位连续缴纳城镇社会保险 1 年以上，创业的正常经

营半年以上； 

3、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 

4、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

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5、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条件。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

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学信网“教育部学

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原件及复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单位连续缴纳 1 年以上城

镇社会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半年

以上缴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原件）；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

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

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

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

理单》； 

3、分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

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13、中专（技校）毕业生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中专（技校）毕业生

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

当场办理 

办理条件 

 

1、武汉地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或取得中级工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技工

学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按技工学校招生的毕业生）； 

2、外地生源毕业不满 1 年在汉就业并列入我市急需专业目录范围，本市新城区生

源毕业不满 2 年在中心城区、开发区就业的。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

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4、《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原件及复印件； 

5、《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6、技工学校毕业生需提供中级工以上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7、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

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

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

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

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14、学生（人才）集体户滞留人员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学生（人才）集体户

滞留人员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

当场办理 

办理条件 

 

武汉地区学生集体户、省就业指导中心集体户（武昌区丁字硚路 110 号、武昌

区中南二路 77 号、武昌区洪山路 8 号）滞留超过 3 年以上的人员，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的： 

1、在汉就业创业； 

2、在本市依法取得自有房屋； 

3、与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结婚。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

手写签名）； 

    2、《集体户常住人口登记表》、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学信网“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4、就业人员提供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缴纳城镇社会保险凭证；

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纳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

材料原件）； 

5、与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结婚的，需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配偶户口簿、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6、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

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

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

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批准入户通

知单》。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15、本市生源学生回原籍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本市生源学生回原籍

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

当场办理 

办理条件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1、本市生源就读外地院校毕业或退学回原籍户口在学校集体户的； 

2、本市生源毕业生户口滞留在外地出国人员管理中心回原籍的； 

 3、本市生源毕业生户口滞留在外地人才集体户或单位集体户，离职后在本市就业

创业回原籍的。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

手写签名）； 

2、集体户《常住人口登记表（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学信网“教育部学

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原件及复印件，退学需提供退学证明原件，离职的需提供单

位的离职证明原件； 

4、原迁出地派出所注销户口证明或原注销户口记录的《户口簿》原件； 

5、离职后在本市就业的需提供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创业的提供

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 

6、父母《户口簿》或自有产权房屋所有权证。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

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

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

明》。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16、公务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公务员、事业编制工

作人员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7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省、市机关录用在汉工作的公务员（含系统内部调动人员）； 

2、国家、省、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录用在汉工作的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含系统内

部调动人员）； 

3、在新城区工作申请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区工作申请落户中心城区

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

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工作证原件及复印件； 

3、招录（招聘）文件及名册，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工作证明，系统内部调动人

员还需提供市级以上主管部门出具的调动文件； 

4、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

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

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

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

理单》； 

3、分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

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17、新城区户籍人员迁入中心城区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新城区户籍人员迁入

中心城区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武汉市公安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

局 、市局各 5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1、新城区（含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黄陂区、新洲区，其中东西湖区常青花

园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的户籍人员； 

2、本人在中心城区（含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

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派出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箕

山派出所所辖区域）有自有产权房屋； 

3、本人在中心城区就业创业，就业的单位连续参加城镇社会保险 2 年以上，创业

的正常经营 2 年以上；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条件。 

 

申请人需要提交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

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自有产权房屋的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单位在中心城区连续缴纳 2 年以上的城

镇社会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连续 2 年缴税凭证

原件及复印件（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 

5、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派出所户籍

窗口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

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

单》； 

3、分局审核后，向市局呈报； 

4、市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批

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派出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18、新城区户籍人员迁入开发区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新城区户籍人员迁入

开发区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派出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落户通知单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

当场办理 

办理条件 

 

1、新城区（含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黄陂区、新洲区，其中东西湖区常青花

园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的户籍人员； 

2、申请人在开发区（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

化工区，其中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箕山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有自有产权房

屋； 

3、申请人在开发区就业创业，就业的单位连续参加城镇社会保险 2 年以上，创业

的正常经营 2 年以上；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条件。 

 

申请人需要提交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

签名）； 

2、申请人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自有产权房屋的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连续缴纳 2 年以上的城镇社会保险凭证，

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连续 2 年缴税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合

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 

5、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派出所户籍

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

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

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派出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19、开发区户籍人员迁入中心城区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开发区户籍人员迁入

中心城区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派出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

当场办理 

办理条件 

 

1、开发区（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化工区，

其中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箕山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的户籍人员； 

2、申请人在中心城区（含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

山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派出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

箕山派出所所辖区域）有自有产权房屋； 

3、同户的配偶、子女、父母可随迁。 

 

 

申请人需要提交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

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自有产权房屋的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派出所户籍

窗口申报； 

2、窗口民警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派出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20、非本市户籍人员迁入新城区、开发区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非本市户籍人员迁入

新城区、开发区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区公安分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准予迁入证明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局

各 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1、非本市户籍人员； 

2、申请人在新城区（含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黄陂区、新洲区，其中东西湖

区常青花园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开发区（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武汉化工区，其中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箕山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

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 

3、申请人在新城区、开发区就业创业，就业的单位连续参加武汉市城镇社会保险 2

年以上，创业的正常经营 2 年以上；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条件。 

 

 

申请人需要提交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

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连续缴纳 2 年以上的城镇社会保险凭证，

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连续 2 年缴税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合

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 

4、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

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5、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

调查核实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

受理单》并向分局呈报； 

3、分局经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

予迁入证明》。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派出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21、新城区、开发区农村户籍人员在城镇落户 

一次性告知书 

审批事项名称 
新城区、开发区农村

户籍人员在城镇落户 
项目编号  申请方式  

审批部门 派出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证/书名称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期限 5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1、新城区（含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黄陂区、新洲区，其中东西湖区常青花

园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开发区（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武汉化工区，其中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箕山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辖区的农

村户籍人员； 

2、本人在乡镇（街道）工作（包括自主经营）； 

3、本人在新城区、开发区乡镇（街道）有合法自有房屋。 

 

申请人需要提交的

材料及要求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

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所在用工单位、街道（社区）出具的从业证明； 

4、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向落户地所在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社区民警调查核实后，向分管所长呈报； 

3、派出所分管所长审核批准后，由户籍窗口办理。 

 

申报单位/ 

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

时间 
 

办理地址：落户地所在派出所户籍窗口           

监督电话：85399110             

办理结果网上查询地址：http：//www.whga.gov.cn 

 

附件一： 

新调整户口迁移事项办事指南 

 

一、中心城区夫妻投靠及子女随迁落户 



 

（一）办理条件 

1、被投靠方具有本市中心城区（含江岸区、江汉区、硚

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湖生态旅游风

景区，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派出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关东、铁箕山派出所所辖区域）常住户口； 

2、夫妻登记结婚满 5 年； 

3、夫妻双方或父母、子女在本市中心城区有合法的自有

房屋； 

4、还需办理子女随迁落户的，随迁子女应未婚、年龄不

满 20 周岁或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不满 22 周岁。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在

户籍窗口领取，双方手写签名）； 

2、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结婚证为国外签发的，需提供

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认证）； 

4、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5、随迁子女已满 20 周岁不满 22 周岁的，需提供未婚

声明及学历证明或在校证明； 

6、随迁子女关系不明的，应提供相关证明（件）： 

（1）原始户口登记资料。 

（2）《出生医学证明》。子女与父或母在同一《户口簿》

上不能反映出子女与父或母关系的，或子女与父母不在同一



 

《户口簿》上的，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为国外签

发的，需提供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认证，或国内有资质翻译公

司的翻译件）。 

（3）人事档案履历表。无《出生医学证明》的，可提供

父母双方或一方原始人事档案履历表（加盖人事公章），或子

女原始学籍档案（加盖学校公章）。 

（4）亲子鉴定。无法提供上述证明件的，需提供具备亲

子鉴定资质的本市市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5）投靠人再婚随迁有抚养权子女的，需提供离婚证和

离婚协议书（加盖民政部门婚姻登记专用章），或法院离婚判

决书、子女抚养权变更文书、公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

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调查核实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并向分局呈报； 

3、分局经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四）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局各 10 个工作日。 

 



 

二、新城区、开发区夫妻投靠及子女随迁落户 

（一）办理条件 

1、被投靠人具有本市新城区（含蔡甸区、江夏区、东西

湖区、黄陂区、新洲区，其中东西湖区常青花园派出所所辖

区域除外）、开发区（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武汉化工区，其中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

铁箕山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常住户口； 

2、夫妻登记结婚； 

3、夫妻双方或父母、子女在新城区、开发区有合法的自

有房屋； 

4、还需办理子女随迁落户的，随迁子女应未婚、年龄不

满 20 周岁或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不满 22 周岁。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在

户籍窗口领取，双方手写签名）； 

2、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结婚证为国外签发的，需提供

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认证）； 

4、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5、随迁子女已满 20 周岁不满 22 周岁的，需提供未婚

声明及学历证明或在校证明； 

6、随迁子女关系不明的，应提供相关证明（件）： 

（1）原始户口登记资料。 



 

（2）《出生医学证明》。子女与父或母在同一《户口簿》

上不能反映出子女与父或母关系的，或子女与父母不在同一

《户口簿》上的，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为国外签

发的，需提供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认证，或国内有资质翻译公

司的翻译件）。 

（3）人事档案履历表。无《出生医学证明》的，可提供

父母双方或一方原始人事档案履历表（加盖人事公章），或子

女原始学籍档案（加盖学校公章）。 

（4）亲子鉴定。无法提供上述证明件的，需提供具备亲

子鉴定资质的本市市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5）投靠人再婚随迁有抚养权子女的，需提供离婚证和

离婚协议书（加盖民政部门婚姻登记专用章），或法院离婚判

决书、子女抚养权变更文书、公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

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调查核实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并向分局呈报； 

3、分局经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四）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局各 10 个工作日。 

 

三、父母投靠子女落户 

（一）办理条件 

1、被投靠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 

2、投靠人男性已满 60 周岁，女性已满 55 周岁； 

3、投靠人为退休或无业人员（父母双方均退休，一人年

龄达到标准，另一人可随迁入户）； 

4、投靠人在原户籍地无其他子女（原本市户籍人员除

外）； 

5、投靠人或被投靠人在本市有合法的自有房屋。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在

户籍窗口领取，双方手写签名）； 

2、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退休证或无业证明； 

4、投靠人原户籍地无其他子女情况证明件（包括投靠人

原单位人事档案保管部门或户口所在地社区、村委会出具的

证明），或原本市户籍注销证明； 

5、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6、父母同时投靠或随迁的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7、父母子女关系不明的，应提供相关证明（件）： 

（1）原始户口登记资料。 



 

（2）被投靠人《出生医学证明》。 

（3）无《出生医学证明》的，可提供父母、子女原始人

事档案履历表（加盖人事公章）。 

（4）无法提供上述证明件的，提供具备亲子鉴定资质的

本市市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

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调查核实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并向分局呈报； 

3、分局经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四）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局各 10 个工作日。 

 

四、子女投靠父母落户 

（一）办理条件 

1、被投靠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 

2、子女未婚，年龄不满 20 周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年龄不满 22 周岁； 

3、被投靠人在本市有合法的自有房屋。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在

户籍窗口领取，父母手写签名）； 

2、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随迁子女已满 20 周岁不满 22 周岁的，需提供未婚

声明及学历证明或在校证明； 

4、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5、父母子女关系证明： 

（1）原始户口登记资料。 

（2）投靠人《出生医学证明》。 

（3）无《出生医学证明》的，可提供父母、子女原始人

事档案履历表（加盖人事公章），或子女原始学籍档案（加盖

学校公章）。 

（4）无法提供上述证明件的，提供具备亲子鉴定资质的

本市市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

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调查核实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并向分局呈报； 

3、分局经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四）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局各 10 个工作日。 

 

五、国家、省、市评定的人才落户 

（一）办理条件 

1、被评定为国家“千人计划”、湖北省“百人计划”、武汉

城市“城市合伙人”“黄鹤英才计划”（含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3551”光谷人才计划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人才聚集

工程”）的非本市户籍人员； 

2、在本市就业创业； 

3、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

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

条件。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在

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市委相关部门出具的人才认定证明；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单位缴纳城镇

社会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

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缴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市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7 个工作日。 

 

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落户 

（一）办理条件 

1、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名称的人

员）和高技能人才（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

格的人员）范围的非本市户籍人员； 

2、在本市就业创业； 

3、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

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

条件。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高级技师、

技师、高级技工等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单位缴纳社会

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

原件及复印件、缴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市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15 个工作日（不含人才资格或职称认定时间）。 

 

七、“四上企业”高管人员落户 

（一）办理条件 

1、申请人为市政府相关部门连续 2 年确认的“四上企业”

（在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及房地产开发经

营企业、限额以上商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非本

市户籍高管班子成员； 

2、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 

3、单位连续缴纳武汉市城镇社会保险 1 年以上； 

4、“四上企业”在新城区申请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

“四上企业”在开发区申请落户中心城区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5、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

条件。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单位高管职务任职文件等证明（件）原件及复印件； 

4、单位在汉连续缴纳 1 年以上城镇社会保险凭证；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市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7 个工作日。 

 

八、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人员及其他特殊贡献者落

户 

（一）办理条件 

1、近 3 年在本市获得国家、省、市级劳动模范称号、“五

一”劳动奖章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获得市级以上优秀农民工、

市级以上见义勇为称号等特殊贡献者； 

2、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 

3、在本市就业创业（含合伙人、个体工商户）； 

4、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

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劳动模范、劳动奖章、见义勇为证书等相关认定文件

及获奖证书；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创业人员提供

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缴税凭证

（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武汉市民之家公安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市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7 个工作日。 

 



 

九、在汉就业创业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落户 

（一）办理条件 

1、具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含教育部认证的留学

回国人员）学历（或者学位）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含新城区、

开发区户籍人员）； 

2、在本市就业创业（含合伙人、个体工商户）； 

3、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

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

条件。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

报告”、或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

育部认证留学回国人员学历或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创业人员提供

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缴税凭证

（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原件）；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分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10 个工作日。 

 

十、毕业 3 年内在汉就业创业普通高校毕业生落户 

（一）办理条件 

1、普通高等学校毕业不满 3 年的毕业生； 

2、在汉就业创业； 

3、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

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或学生集体户常住人口登记表）、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

报告”或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原件及

复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创业人员提供

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缴税凭证

（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原件）；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批

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当场办理。 

 

    十一、毕业超过 3 年在汉就业创业普通高校毕业生落户 

（一）办理条件 

1、普通高等学校毕业已满 3 年，本科学历（含教育部认

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年龄不满 35 周岁、专科学历年龄不满



 

30 周岁的毕业生； 

2、在本市就业创业，就业的单位连续缴纳城镇社会保险

1 年以上，创业的正常经营半年以上； 

3、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 

4、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

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5、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

条件。 

（二）需提交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

报告”或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

育部认证留学回国人员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单位连续缴纳 1 年以上城镇社会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

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半年以上缴

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份证明材料原件）；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分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10 个工作日。 

    

    十二、在汉就业创业非普通高校毕业生落户 

（一）办理条件 

1、非普通高校本科及研究生学历或者学位（包括：电大、

函授、网络、自修、成教等非国民教育系列学历）年龄不满

30 周岁的人员； 

2、在本市就业创业，就业的单位连续缴纳城镇社会保险

1 年以上，创业的正常经营半年以上； 

3、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 

4、在新城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

区就业创业落户中心城区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5、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

条件。 



 

（二）需提交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

报告”或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原件及

复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单位连续缴纳 1 年以上城镇社会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

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半年以上缴

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份证明材料原件）； 

5、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6、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分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10 个工作日。 

 

     十三、中专（技校）毕业生落户 

（一）办理条件 

1、武汉地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 

2、取得中级工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技工学校毕业

生（含技师学院按技工学校招生的毕业生）； 

3、外地生源毕业不满 1 年在汉就业并列入我市急需专

业目录范围，本市新城区生源毕业不满 2 年在中心城区、开

发区就业的。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4、《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原件； 

5、《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6、技工学校毕业生需提供中级工以上的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 

7、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批

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当场办理。 

 

    十四、 学生（人才）集体户滞留人员落户 

    （一）办理条件 

武汉地区学生集体户、省就业指导中心集体户（武昌区

丁字桥路 110 号、武昌区中南二路 77 号、武昌区洪山路 8

号）滞留超过 3年以上的人员，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 

3、在汉就业创业； 

4、在本市依法取得自有房屋； 

3、与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结婚。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集体户常住人口登记表》、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



 

认证报告”或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4、就业人员提供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缴纳城镇社会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工

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缴税凭证（合伙人还需提供股份

证明材料原件）； 

5、与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结婚的，需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

印件，配偶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批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当场办理。 

 

    十五、本市生源学生回原籍落户 

    （一）办理条件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1、本市生源就读外地院校毕业或退学回原籍户口在学



 

校集体户的； 

2、本市生源毕业生户口滞留在外地出国人员管理中心

回原籍的； 

    3、本市生源毕业生户口滞留在外地人才集体户或单位

集体户，离职后在本市就业创业回原籍的。 

（二）需提供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集体户《常住人口登记表（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3、毕业证和学历证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

报告”或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原件及

复印件，退学需提供退学证明原件，离职的需提供单位的离

职证明原件； 

4、原迁出地派出所注销户口证明或原注销户口记录的

《户口簿》原件； 

5、离职后在本市就业的需提供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原件及复印件；创业的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工商营业执照

原件及复印件（合伙人还需提供股份证明材料）； 

6、父母《户口簿》或自有产权房屋所有权证。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四）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当场办理。 

     

十六、公务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落户 

（一）办理条件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省、市机关录用在汉工作的公务员（含系统内

部调动人员）； 

2、国家、省、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录用在汉工作的事业

编制工作人员（含系统内部调动人员）； 

3、在新城区工作申请落户中心城区、开发区的，在开发

区工作申请落户中心城区的，需自有产权房屋。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分局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工作证原件及复印件； 

3、招录（招聘）文件及名册，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

工作证明，系统内部调动人员还需提供市级以上主管部门出

具的调动文件； 

4、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分局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分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批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7 个工作日。 

 

十七、新城区户籍人员迁入中心城区落户 

（一）办理条件 

1、新城区（含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黄陂区、新

洲区，其中东西湖区常青花园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的户籍

人员； 

2、申请人在中心城区（含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

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及

东西湖区常青花园派出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

箕山派出所所辖区域）有自有产权房屋； 

3、申请人在中心城区就业创业，就业的单位连续参加武



 

汉市城镇社会保险 2 年以上，创业的正常经营 2 年以上；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

条件。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自有产权房屋的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4、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单位在中心城

区连续缴纳 2 年以上的城镇社会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

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连续 2 年缴税凭证原件及

复印件（合伙人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 

5、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派出所户籍窗口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

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3、分局审核后，向市局呈报； 

4、市局审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批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局、市局各 5 个工作日。 

 

十八、新城区户籍人员迁入开发区落户 

（一）办理条件 

1、新城区（含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黄陂区、新

洲区，其中东西湖区常青花园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的户籍

人员； 

2、申请人在开发区（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化工区，其中武汉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关东、铁箕山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有自有产权房屋； 

3、申请人在开发区就业创业，就业的单位连续参加武汉

市城镇社会保险 2 年以上，创业的正常经营 2 年以上；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

条件。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申请人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自有产权房屋的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4、就业的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单位在中心城区

连续缴纳 2 年以上的城镇社会保险凭证，创业的提供工商营

业执照、连续 2 年缴税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合伙人还需提供

股权证明材料）； 



 

5、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派出所户籍窗口申报； 

2、户籍窗口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

知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核查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或《批

准入户通知单》。 

（四）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当场办理。 

 

十九、开发区户籍人员迁入中心城区落户 

（一）办理条件 

1、开发区（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武汉化工区，其中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箕

山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的户籍人员； 

2、申请人在中心城区（含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

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及

东西湖区常青花园派出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箕山

派出所所辖区域）有自有产权房屋； 

3、同户的配偶、子女、父母可随迁。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自有产权房屋的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派出所户籍窗口申报； 

2、窗口民警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 

（四）办理期限 

材料准确齐全当场办理。 

 

二十、非本市户籍人员迁入新城区、开发区落户 

（一）办理条件 

1、非本市户籍人员； 

2、申请人在新城区（含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黄

陂区、新洲区，其中东西湖区常青花园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

开发区（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武汉化工区，其中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箕山派出

所所辖区域除外）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 

3、申请人在新城区、开发区就业创业，就业的单位连续

参加武汉市城镇社会保险 2 年以上，创业的正常经营 2 年以

上； 

4、还需办理配偶、子女、父母随迁落户的，应符合投靠

条件。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明（件）原件及复印件； 

3、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连续缴纳 2 年

以上的城镇社会保险凭证，创业人员提供本人为法定代表人

的工商营业执照、连续 2 年缴税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合伙人

还需提供股权证明材料）； 

4、在自有房屋落户的，提供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合法租住房屋的，应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

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由窗口民警网上核定地址； 

5、有符合投靠条件的随迁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出具《户口材料补正告知

书》；提交材料齐全的，经调查核实后，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申报户口受理单》

并向分局呈报； 

3、分局经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批准通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四）办理期限 

派出所、分局各 10 个工作日。 



 

 

二十一、新城区、开发区农村户籍人员在城镇落户 

（一）办理条件 

1、新城区（含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黄陂区、新

洲区，其中东西湖区常青花园派出所所辖区域除外）、开发区

（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

化工区，其中武汉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铁箕山派出所所辖

区域除外）辖区的农村户籍人员； 

2、申请人在乡镇（街道）工作（包括自主经营）； 

3、申请人在新城区、开发区乡镇（街道）有合法自有房

屋。 

（二）需提供的材料 

1、《申报户口登记表》（可在武汉公安网上警局下载或到

户籍窗口领取，本人手写签名）； 

2、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所在用工单位、街道（社区）出具的从业证明； 

4、合法自有房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三）办理流程 

1、申请人持需提供的材料，并填写《申报户口登记表》，

向落户地所在派出所申报； 

2、派出所社区民警调查核实后，向分管所长呈报； 

3、派出所分管所长审核批准后，由户籍窗口办理。 

（四）办理期限 



 

5 个工作日。 
 



 

户口迁移政策有关内容认定范围 

 

一、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的范围 

合法稳定就业，是指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

录用（聘用），或者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招收

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在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并持有

工商执照等。 

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是指在城镇范围内公民实

际居住具有合法所有权的房屋或在当地房管部门办理租赁

登记备案的房屋；在农村范围内因继承、受赠等能够证明合

法拥有该房屋使用权且经常居住的房屋。 

二、自有房屋和自有产权房屋的范围 

自有房屋，是指本人及其配偶、父母或子女依法取得所

有权的住房，含商品房、还建房、经济适用房、集体土地合

法自建房等住宅用途房产。 

自有产权房屋，是指本人及其配偶取得合法所有权证的

住房。所有权证含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证。 

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大学的范围 

全日制大学，是指普通高等院校。非全日制大学，是指

电大、函授、网络、自修、成教等非国民教育系列的高等院

校。 

四、非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范围 

非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包括非全日制本科和非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等。 

五、在汉连续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范围 

连续参加城镇社会保险，是指申办之日前由单位不间断

缴纳（含补缴）。在汉连续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含中央、省直在

汉单位向省人社部门缴纳社保，其就业人员社保须由单位缴

纳。 

六、“四上企业”高管班子成员的范围 

 “四上企业”，是指统计部门每年根据企业营业收入、从

业人数等标准评审认定的企业，具体包括：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

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2、资质等级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是指有总承

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3、限额以上商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

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

法人单位。 

4、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

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

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物业管理、



 

房地产中介服务等行业）；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或年

末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企业高管班子成员，是指企业董事长（董事）、监事，以

及公司管理层中担任重要职务、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掌握公

司重要信息的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七、高技能人才的范围 

高技能人才，是指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能够进行

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员，主要包括技能劳动

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证明

证件：人社部印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职业资格证书》），核发机关为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或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证书注有职业资格等级。 

八、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范围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是指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名称的

人员。具体范围如下： 

序号 系列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名称 

1 高等学校教师 教授 副教授 

2 社会科学研究 研究员 副研究员 

3 自然科学研究 研究员 副研究员 

4 卫生技术人员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药师 副主任药师 



 

主任护师 副主任护师 

主任技师 副主任技师 

5 工程技术人员 正高职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6 农业技术人员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正高职高级农艺师 

高级农业师、高级畜牧

师、高级兽医师 

7 新闻专业人员 
高级记者 主任记者 

高级编辑 主任编辑 

8 出版专业人员 编审 副编审 

9 图书资料专业 

（含：群众文化） 

研究馆员 副研究馆员 

10 文物博物专业 研究馆员 副研究馆员 

11 档案专业人员 研究馆员 副研究馆员 

12 工艺美术专业 高级工艺美术师 

13 技工学校教师 
正高职高级讲师 高级讲师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 

14 体育教练员 国家级教练 高级教练 

15 翻译专业 译审 副译审 

16 广播电视播音 播音指导 主任播音员 

17 海关专业人员 高级关务监督 

18 会计专业 正高职高级会计师 高级会计师 

19 统计专业 正高职高级统计师 高级统计师 

20 经济专业人员 正高职高级经济师 高级经济师 

21 实验技术人员 高级实验师 

22 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正高职高级讲师 高级讲师 

23 
中小学教师 

（含幼儿园） 

正高级教师 

（2014 年前无） 

高级教师（2014 年前称 

“中学高级教师”） 



 

24 艺术专业 

一级编剧 二级编剧 

一级作曲 二级作曲 

一级导演 二级导演 

一级演员 二级演员 

一级演奏员 二级演奏员 

一级指挥 二级指挥 

一级美术师 二级美术师 

一级舞美设计师 二级舞美设计师 

 主任舞台技师 

 电影放映主任技师 

25 公证员 一级公证员 二级公证员 

26 律师 一级律师 二级律师 

27 船舶技术人员 
高级船长、高级轮机长、高级电机员、高级报务

员、高级引航员 

28 
民用航空飞行技术

人员 

一级飞行员、一级领航员、一级飞行通讯员、一

级飞行机械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