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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缸就是云阳人心中的兵马俑
晒文化晒美景晒出了家乡自信
4版

重庆第一都市报

权威报道 主流新闻

今日12版 总第8368期 2019年3月27日 星期三 己亥年二月廿一 今日天气 阵雨转阴 15℃～20℃ 重庆晨报公众号 晨报微博 @重庆晨报 新闻热线966966

下月起，申领出入境证件实行
“全国通办”
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景然）昨日，记
者从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获悉，自 4 月 1 日起，中
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
证等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
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申办手续与
户籍地一致。
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将同步于 4 月 1 日上
线，市民可登录服务网站、国家移民管理局 APP 等预约申
请办证、办理往来港澳台旅游签注、查询证件进度、出入
境记录等。平台将为市民提供 24 小时网上服
务，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
。

答疑
1 申办手续有哪些？

要点

三个
“都能办”

一年可节省 200 亿元

据估算，2019 年将有 2100 万以上人次异地申办出
入境证件，今后还将逐年大幅增长。
“全国通办”的实施，
仅交通费一项第一年度即可为群众节省 200 亿元以上。

故事

重庆还有哪些
“全国通办”
？

答：举个例子，比如本地户籍成年人申办护照只需要身份
证，那就在异地也一样。对未成年人，
本市规定，
户籍十六周岁以
下，申请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应当由监护人（父母任意一方）或者
由监护人委托他人陪同申请。需提交的材料包括：
未成年人的身
份证（未办理身份证则提交户口簿）；监护人身份证；监护关系证
明，如出生医学证明或户口簿等监护关系证明（在户政部门已登
记或曾提交过监护关系证明的免提交此证明材料）。

全国各地都能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一出入境
管理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
申请材料与户籍地一致。
内地居民都能办，即不受户籍地、居住地等条件限
制，
内地居民均可在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
出国出境证件都能办，即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
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都可在异地申办。

数据

相关

他为办护照
丹东重庆往返两趟

家住重庆的张先生因为工作原因，长期在
辽宁丹东出差。2013 年 6 月，他接到单位通知
——一个月后，要随公司高管到国外考察。当
时，
他还没有护照，
马上买了回重庆的火车票，
坐
了 3 天的火车回到家乡。回家后第二天，
张先生
一大早就到辖区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部门排队，
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终于排到他，可当他掏出
证件时，
才发现户口本落在了辽宁丹东……
“这一趟往返火车，真的把我折腾惨了。”将
近两周的时间，张先生都是在火车上度
过。等把户口本取回来，
“哦嗬，周末，办
证大厅放假了。
”

2 费用多少？

答：
新的收费标准如下：
1.普通护照：
由每本 200 元降为每本 160 元。
2.出入境通行证：一次出入境有效由每证 20 元降为 15 元，
多次出入境有效由每证 100 元降为每证 80 元。
3.各类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
①往来港澳通行证，由每证 100 元降为 80 元。
②前往港澳通行证，由每证 50 元降为 40 元。
③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一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 元降为 15
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40 元降为 30 元；
短期（不超过一年）多次
有效签注由每件 100 元降为 80 元；
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两年以下
（含两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150 元降为 120 元；
两年以上三年
以下（不含三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 元降为 160 元；长期
（三年以上，
含三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300 元降为240 元。
4.台湾通行证：
①往来台湾通行证收费标准，电子通行证由每证 100 元降
为 80 元，
一次有效通行证由每证 20 元降为 15 元。
②大陆居民前往台湾签注，一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 元降为
15 元，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100 元降为 80 元。
5.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电子通行证由每证 250 元降
为 200 元，一次有效通行证由每证 50 元降为 40 元。
6.台湾同胞定居证：
由每证 10 元降为每证 8 元。

3 需要多长时间？

异地缴纳交通违法罚款
除了营业网点外，还可在“重庆交巡警”微信公
众号、
“ 重庆交巡警”支付宝城市服务号和重庆交管
智慧处理终端或工商银行、农行、农商行、邮政储蓄
银行代收点及其网上银行缴纳。
异地车检、异地转籍登记
2018 年 9 月 1 日起，
车管部门全面推行小型汽车、
货车和中型客车跨省异地检验，实现全国范围“通
检”
。申请人可以在机动车登记地以外的省份直接检
验，
申领检验合格标志，
无需办理委托检验手续。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南京、苏州、杭州、重庆等 15
个城市将试点机动车转籍档案资料电子化传递。需
要异地转籍的：一是转籍档案网上转递。二是转籍
验车一次完成。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车辆
管理所申请。
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
重庆范围内，对在省（区）内异地申领小型汽车
驾驶证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直接申请，无需
再提交居住证或暂住登记凭证。
异地转移公积金
目前，在省外有公积金账户的，要在重庆办理
公积金转移接续，主城区工作的职工可到位于重庆
主城的 4 个办事处，远郊区县工作的职工可到本区
县公积金分中心，重庆的各远郊区县都设有公积金
分中心。
异地医保结算
不论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的参保人，都可
按规定在重庆市外住院就医结算时，刷重庆的社保
卡，享有重庆基本医保、职工大额医疗、居民大病医
保等费用报销一单式结算，执行的基本原则为“就医
地医保目录，
参保地报销政策”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景然

答：异地办理护照、通行证时间是 20 天，在自助签注机持证
加注团队旅游
签注是立等可
取。

吴王夫差矛
深夜坐车来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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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江之星”
啥样？
拆开让你看个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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