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集体户口管理服务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人才集体户口管理服务 

 

二、经办依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人才集体户口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83号） 

 

三、经办内容 

出具同意挂靠人才集体户证明 

 

四、经办规程 

(一)受理条件 

（1）符合本市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受理条件，且人事档案在杭州人才市场管理； 

（2）符合本市公安部门规定的进杭落户条件或市内集体户口迁移条件； 

（3）工作单位无集体户口，且本人不具备独立立户或亲属投靠等落户条件。 

（二）所需材料 

（1）户口挂靠当事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杭州市房产档案馆（上城区开元路 40号）出具的在杭（包括杭州市主城区、萧山区、余

杭区、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无房证明（《杭州市区住房情况查询记录》）原件，其中已购房未交付的

须另提供《购房合同》，已婚人员须提供结婚证书和配偶、子女在杭无房证明； 

（3）本市公安部门规定的进杭落户申请（审批）材料（按本市公安部门要求提供，可参考附件

1）（市内迁移人员无需提供）； 

（4）杭州市区集体户口《常住人口登记卡》原件（市外迁入人员无需提供）。 

（三）经办流程 

户口挂靠当事人人事档案到达杭州人才市场后, 提交经办所需材料 → 材料初审，符合人才市

场集体户口挂靠受理条件的，办理集体户口挂靠手续，出具《同意挂靠人才集体户证明 》；不符合

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  → 持《同意挂靠人才集体户证明 》和公安部门规定的落户申请材料去相

应派出所申请落户（需经市（区）公安机关进杭落户审批人员，应持公安部门规定的落户审批材料

到相应公安机关办理户口准迁审批手续 ）  

（四）注意事项 

（1）进杭落户申请由公安部门负责审核审批，本市场出具的《同意挂靠人才集体户证明 》，仅

作为同意户口挂靠人才集体户的意思表达，并不代表公安部门落户审核审批意见； 

（2）落户申请（审批）材料由公安部门负责审核审查，杭州人才市场材料初审仅作为集体户挂

靠受理之依据，并不代表公安部门材料审核审查意见，申请人员应严格按照本市公安部门的要求提



交相关申请（审批）材料，如有不齐全或不正确，请按公安部门的要求及时补正； 

（3）杭州人才市场人才集体户，不受理随迁子女和配偶、子女、夫妻和父母投靠等人员的户口

挂靠；不受理原杭州市区家庭户口的挂靠； 

（4）符合进杭落户条件人员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落户：本人（配偶、子女）在杭合法固定住所、

有家庭户的亲友处、工作单位集体户等； 

（5）根据人社厅发〔2015〕183号文件规定，人才集体户口是指户籍随同本人人事档案存放在

县级以上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上的流动人员户口，对工作单位无集体户口，且本人不具

备独立立户或亲属投靠等落户条件的存档人员提供过渡性质的集体户口管理服务。当工作单位设立

集体户口或本人具备独立立户、亲属投靠等落户条件后或人事档案从杭州人才市场转出，应及时将

户口从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中迁出。公安机关将定期会同杭州人才市场组织相关政府部

门联合开展集体户清理工作，将具备户口迁出条件的流动人员户口从人才市场集体户迁出。 

 

五、附件 

附件1：部分人才进杭落户申请（审批）材料清单 

（本清单根据本市公安部门的相关政策和要求摘录整理，仅供参考，如有出入和变化，请以本市

公安部门现行规定要求为准，具体可咨询本市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 



1、 申请（审批）材料一： 

申请人员类别 材料名称 备 注 

全日制应届普通高校研究生 

 ①毕业证书 

 ②报到证 

 ③户口迁移证( 或户口簿、户籍

证明)  、有效身份证 

《户口迁移证》上的迁往地址须为

杭州市，应届毕业生政策截止到

当年的12月31日止 

全日制历届普通高校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年龄50周岁以

下，博士研究生年龄55周岁

以下） 

①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中国

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②户口簿（或户口迁移证、户籍

证明）、有效身份证 

持有《户口迁移证》的，《户口迁

移证》上的迁往地址须为杭州市 

全日制应届普通高校本科、专

科生 

（在杭（不含富阳区、临安市、

桐庐县、建德市、淳安县）落

实工作单位，与单位签订劳动

（聘用）合同（签约期须一年

以上，并在职）且现由该单位

缴纳社会保险） 

①毕业证书 

②经人力社保就业主管部门盖章

接收的《报到证》 

③户口迁移证( 或户口簿、户籍

证明)  、有效身份证 

④与现在杭工作单位签订的签约

期在一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

同 

⑤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用人单位

为当事人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即

《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

人专用）》 

 

①《户口迁移证》上的迁往地址须

为杭州市，应届毕业生政策截止

到当年的12月31日止 

②需通过就业调整（改派）的应届

普通高校毕业生，须先办妥就业调

整（改派）手续，《报到证》须经

人力社保就业主管部门改签；《户

口迁移证》迁往地址不是杭州市以

及所载内容有涂改、修改的，须回

原户口迁出地派出所重新打印出

具 

③参保证明须在办理落户当月开

具并加盖公章，证明上显示的当

前缴费状态为已参保或已缴，且

当前参保单位名称、现《劳动（聘

用）合同》签约单位名称、《报到

证》上的就业单位名称须一致， 

④在杭州市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

以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本人须

为法定代表人，如是五证合一只需

提供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须有效营

业期限内）代替④、⑤两项申请材

料 

 

 



 

申请人员类别 材料名称 备 注 

全日制历届普通高校本科生 

（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

年龄45周岁以下；2、在杭（不

含富阳区、临安市、桐庐县、

建德市、淳安县）落实工作单

位，与单位签订劳动（聘用）

合同（签约期须一年以上，并

在职）且现由该单位缴纳社会

保险；3、符合在杭居住1年

及以上并连续缴纳 1年及以

上社会保险（不含补缴）的条

件） 

①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中国

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②户口簿（或户口迁移证、户籍

证明）、有效身份证 

③与现在杭工作单位签订的签约

期在一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

同 

④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用人单位

为当事人正常缴纳的 1年及以上

社会保险证明（即《浙江省社会

保险参保证明（个人专用）》（不

含补缴） 

⑤在杭州城区申领的有效《浙江

省居住证》、《浙江省临时居住

证》、《浙江省人才居住证》 

①专升本及未取得学位证书的必

须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

报告》 

②持有《户口迁移证》的，《户口

迁移证》上的迁往地址须为杭州市 

③连续缴纳 1年及以上社会保险

（不含补缴），是指从公安部门受

理之日起往前推 2年内在杭州市

区连续缴纳12个月以上的社保，

且当前为已参保状态（自办理之

月起往前允许有 3个月及以下的

未到账），期间有1个月以上（不

含1个月）补缴记录的，从最后1

次补缴记录的次月开始计算期限 

④参保证明须在办理落户当月开

具并加盖公章，证明上显示的当

前参保单位名称与现《劳动（聘用）

合同》签约单位名称须一致 

⑤在杭居住时间的认定,凭当事

人在杭州城区申领的有效《浙江省

居住证》、《浙江省临时居住证》、

《浙江省人才居住证》或“浙江省

流动人口居住信息管理系统”登记

的城区居住信息(中断 30天及以

上，从新登记之日起计算) 

⑥在杭州市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

可用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本人

须为法定代表人，如是五证合一只

需提供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须有效

营业期限内）代替③、④两项申请

材料） 

 



 

申请人员类别 材料名称 备 注 

全日制历届普通高校紧缺专

业专科生 

（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

年龄35周岁以下；2、在杭（不

含富阳区、临安市、桐庐县、

建德市、淳安县）落实工作单

位，与单位签订劳动（聘用）

合同（签约期须一年以上，并

在职）且现由该单位缴纳社会

保险；3、符合在杭居住1年

及以上并连续缴纳 1年及以

上社会保险（不含补缴）的条

件） 

①毕业证书 

②户口簿（或户口迁移证、户籍

证明）、有效身份证 

③与现在杭工作单位签订的签约

期在一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

同 

④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用人单位

为当事人正常缴纳的 1年及以上

社会保险证明（即《浙江省社会

保险参保证明（个人专用）》（不

含补缴） 

⑤在杭州城区申领的有效《浙江

省居住证》、《浙江省临时居住

证》、《浙江省人才居住证》 

①持有《户口迁移证》的，《户口

迁移证》上的迁往地址须为杭州市 

②连续缴纳 1年及以上社会保险

（不含补缴），是指从公安部门受

理之日起往前推 2年内在杭州市

区连续缴纳12个月以上的社保，

且当前为已参保状态（自办理之

月起往前允许有 3个月及以下的

未到账），期间有1个月以上（不

含1个月）补缴记录的，从最后1

次补缴记录的次月开始计算期限 

③参保证明须在办理落户当月开

具并加盖公章，证明上显示的当

前参保单位名称与现《劳动（聘用）

合同》签约单位名称须一致 

④在杭居住时间的认定,凭当事

人在杭州城区申领的有效《浙江省

居住证》、《浙江省临时居住证》、

《浙江省人才居住证》或“浙江省

流动人口居住信息管理系统”登记

的城区居住信息(中断 30天及以

上，从新登记之日起计算) 

⑤紧缺专业专科生是指毕业证书

上的所学专业名称与本市公布的

紧缺专业目录名称一致人员（详

见附件2） 

⑥在杭州市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

可用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本人

须为法定代表人，如是五证合一只

需提供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须有效

营业期限内）代替③、④两项申请

材料） 

 



 

申请人员类别 材料名称 备 注 

中级职称人员 

（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

年龄45周岁以下；2、在杭（不

含富阳区、临安市、桐庐县、

建德市、淳安县）落实工作单

位，与单位签订劳动（聘用）

合同（签约期须一年以上，并

在职）且现由该单位缴纳社会

保险；3、符合在杭居住1年

及以上并连续缴纳 1年及以

上社会保险（不含补缴）的条

件） 

①毕业证书 

②户口簿或户籍证明、有效身份

证 

 ③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④与现在杭工作单位签订的签约

期在一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

同 

⑤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用人单位

为当事人正常缴纳的 1年及以上

社会保险证明（即《浙江省社会

保险参保证明（个人专用）》（不

含补缴） 

⑥在杭州城区申领的有效《浙江

省居住证》、《浙江省临时居住

证》、《浙江省人才居住证》 

①连续缴纳 1年及以上社会保险

（不含补缴），是指从公安部门受

理之日起往前推 2年内在杭州市

区连续缴纳12个月以上的社保，

且当前为已参保状态（自办理之

月起往前允许有 3个月及以下的

未到账），期间有1个月以上（不

含1个月）补缴记录的，从最后1

次补缴记录的次月开始计算期限 

②参保证明须在办理落户当月开

具并加盖公章，证明上显示的当

前参保单位名称与现《劳动（聘用）

合同》签约单位名称须一致 

③在杭居住时间的认定,凭当事

人在杭州城区申领的有效《浙江省

居住证》、《浙江省临时居住证》、

《浙江省人才居住证》或“浙江省

流动人口居住信息管理系统”登记

的城区居住信息(中断 30天及以

上，从新登记之日起计算) 

④所获中级职称如需相应的佐证

材料，请按公安部门的要求提供 

高级职称人员 

（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

副高职称年龄50周岁以下，

正高职称年龄55周岁以下；

2、在杭（不含富阳区、临安

市、桐庐县、建德市、淳安县）

落实工作单位，与单位签订劳

动（聘用）合同（签约期须一

年以上，并在职）且现由该单

位缴纳社会保险） 

①毕业证书 

②户口簿或户籍证明、有效身份

证 

 ③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④与现在杭工作单位签订的签约

期在一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

同 

⑤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用人单位

为当事人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即

《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

人专用）》 

①参保证明须在办理落户当月开

具并加盖公章，证明上显示的当

前缴费状态为已参保已到账，且

当前参保单位名称与现《劳动（聘

用）合同》签约单位名称须一致 

 ②所获高级职称如需相应的佐证

材料，请按公安部门的要求提供 

留学回国人员 

（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

本科及以上学历；2、本科年

龄45周岁以下，硕士年龄50

周岁以下，博士年龄55周岁

以下；3、经省或市人力社保

部门办理《留学回国人员工作

证》） 

①学历及学位证书 

②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③户口簿或户籍证明、有效身份

证 

④驻留国使、领馆教育处《留学

回国人员证明》 

⑤《留学回国人员工作证》 

《杭州市留学回国人员工作证》由

杭州市专家与留学人员服务中心

（中河中路 238号杭州市人力社

保综合大楼2号楼7楼）办理 



2、申请（审批）材料二： 

①落户在本人合法固定住所的，需提供住房所有权证或使用权相应凭证（房屋有共有权人的，

需同时提供共有权人身份证及同意落户证明）；落户在亲友家庭户的，需出具亲友同意落户证明（所

有房屋产权人及户主签字同意）及其房产证、户口簿；落户在单位集体户的，出具单位同意落户证

明及集体户口簿首页；落户在人才市场集体户的，出具人才市场同意落户证明； 

②落户在集体户或亲友家庭户的，还需提供在杭（包括杭州市主城区、萧山区、余杭区、大江

东产业集聚区）无房证明（《杭州市区住房情况查询记录》），其中已购房未交付的须另提供《购房合

同》，已婚人员须提供结婚证书和配偶、子女在杭无房证明。 

③需经市（区）公安机关进杭落户审批人员（持《户口迁移证》的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除外），

需提交《进杭落户审批表》（一式两份），《进杭落户审批表》可到公安户籍窗口领取或自行到“平安

杭州-杭州市公安局”网页搜索下载，（本科学历人员需用人单位盖章，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无需盖

章，可在窗口直接填表）。 

※以上申请（审批）材料均须提交原件审核，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历学位认证报告、报到

证、职称证书、劳动（聘用）合同、户口簿、身份证、住房所有权证、居住证、留学回国人员工作

证等原件提交审核后须退还的申请材料一般需同时提交复印件。 

 

附件2：杭州市全日制历届普通高校专科毕业生紧缺专业目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软件工程（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与维护、计算机及应用、计

算机信息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工程、信息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与信息处理、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艺术设计、环

境保护、环境治理工程、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规划、通信工程、通讯技术、通讯与信息技术、通

讯与网络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材料、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加工、药学、药

物制剂、自动化、电气自动化、电气技术与自动化、工业电气自动化、机械设备及自动化、仪表及

自动化、工业自动化、工业与民用建筑、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建筑学、建筑工程、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工程、生物医药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机电一体化、应用电子技术、电子工程、电气技

术、精细化工、化学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机械模具、高级护理、国际贸易、

市场营销、现代物流。2016年9月新增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环境工程

技术、城镇规划、城乡规划、通信技术、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

化、建筑工程技术、市政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国际贸易实务、电子商务、动漫设计、数字

媒体艺术设计、服装设计与工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电梯工程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等

21个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