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分申报受理时间 6月3日至7月31日（积分每年只申报一次）

积分申报地点 居住地区（市）县政务服务中心积分受理窗口

积分结果公开时间 9月15日，登录“成都市居住证积分公众服务平台”，
点击“个人中心”可查询

积分入户
名单公示时间

积分入户
正式名单公布时间

积分入户受理时间 11月30日前（逾期未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

9月30日（可在“成都市居住证积分公众服务平台”查询）

9月25日（如有异议，可向人口服务管理办书面申请复核、
实名举报或投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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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冯浕）2019
年度居住证积分（包括积分入
户）将于6月3日正式开始集中
受理了！5月23日，天府早报
记者从成都公安微户政平台获
悉，成都市2019年度居住证积
分申报即将开始预约啦，今年
积分申报受理时间为6月3日
至7月31日，需要特别提醒的
是，积分每年只申报一次哦，错
过就只有等明年了。

据介绍，为减少现场等候
时间，从5月25日起，成都市各
区（市）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居
住证积分受理窗口开通居住证
积分申报预约服务，可以登录

“成都市居住证积分公众服务
平台”，点击“个人中心”注册登

录后就可以进行预约了。居住
地区（市）县政务服务中心积分
受理窗口可以进行积分申报，

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地就是居
住的房屋所在地，要与居住证
地址一致。

9月 15日登录“成都市居
住证积分公众服务平台”，点
击“个人中心”就可以查询积

分结果。9月25日，依据年度
居住证积分入户指标计划，按
照积分高低顺序排位确定入
户名单后在成都市居住证积
分公众服务平台”进行公示，
公示期5日，如有异议，可向人
口服务管理办书面申请复核、
实名举报或投拆。9 月 30 日
可在“成都市居住证积分公众
服务平台”查询积分入户正式
名单。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积分
入户受理时间为 11 月 30 日
前，按照公安机关公布的入户
须知提供相应材料，到各区
（市）县公安办证中心办理入
户手续，逾期未办理的视为
自动放弃。

成都市2019年度居住证积分申报即将开始预约啦

6月3日起受理申报
一年只能申报一次

5 月 23 日，记者从成都
市人社局获悉，根据《成都市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办法》规定及部分市属事业
单位用人需求，按照“公开、
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成
都市委政研室等30家主管部
门的所属 121 个事业单位和
成都大学等3家市直属事业
单位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550名。网上报名时
间为5月28日 9：00至 6月 3
日17：00。

据悉，招聘的550名工作
人员中，成都市教育局等14家
部门的所属事业单位面向成
都市应征入伍的退役大学生
士兵或经组织选派服务成都
市城乡基层的大学生志愿者
定向招聘管理岗位工作人员
40名。本次公开招聘进入事
业单位的为编制内正式工作
人员，招聘的工作人员按国家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及

相关规定，实行事业单位聘用
制管理。

考生可登录成都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个
人服务—>人事考试栏和市级
各招聘单位主管部门官网查
看招聘公告内容及招聘条件
岗位表。

考生可登录成都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个
人服务—>人事考试—>成都人
事考试网—>网上报名—>缴
费。 （据四川在线）

报名考试时间为：
网上报名：5月28日9：00

至6月3日17：00
网上缴费：5月28日9：00

至6月4日17：00
准考证打印：6月19日至

6月22日
公共科目笔试时间：6月

22 日 9：00-12：00(专业科目
笔试时间详见准考证)

5月23日，成都“天府市民
云”APP《推出个人住房信息查
询记录》打印服务。成都市民
买房、落户、入学、申请保障性
住房、租房提取公积金等，下载
天府市民云APP，通过慧眼实
名认证(需上传身份证证件照)，
点击“房屋管理服务”—“个人
房屋信息”—“个人住房信息查
询打印”，将查询结果为“无房
屋查询记录”的电子证明保存
至图片，即可作为“无房证明”
使用，效力与线下自主查询机
打印完全一致。

据悉，此前，针对市民对房
屋信息类电子证明的强烈需
求，成都市住建局携手天府市
民云对APP内“房屋管理服务”
进行全面升级，一次性推出与
个人住房信息相关的多项查询
服务和电子证明，让信息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半天时间，就
有超过十万的成都市民参与体

验。
此外，自天府市民云房屋

管理服务升级后，市民反馈这
些问题较为集中，“天府市民
云”对此进行统一解答：

1、名下有房产，但“个人住
房信息查询”却显示无法查询？

答：因功能上线初期体验
市民较多，系统负荷过重，导致
部分市民无法正常查询。现已
对系统进行扩容升级，解决了
该问题，如对查询结果有疑问，
可致电 028-86280436 进行咨
询。

2.哪些个人房产信息可
查？

答：查询范围为(1)已办理
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登记证
书的房屋；(2)已办理商品房合
同备案的房屋。

3.房屋共有人是否双方都
可以显示信息？房产证有名字
就会显示吗？是否显示占比？

答：《个人住房信息查询记
录》主要反映个人名下房产的
已登记和备案的所有房产情
况，只展示房屋坐落、取得方
式、面积、用途等基本信息；《房
屋信息查询记录》则反映该套
房屋的详情，含房屋所有权信
息(含份额)、买受人信息、出卖
人信息、房屋抵押情况、限制登
记情况等。

4.查询房源信息时需输入
业务件号和产权账号，产权证
应该怎么查询？

答：产权证号和业务件号
的获取，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1)查看自己持有的房屋所有
权证或不动产登记证书；(2)通
过天府市民云——“房屋管理
服务”——“个人房屋信息”功
能，打印该房屋的《房屋信息查
询记录》，查询结果上展示了业
务件号和产权证书编号。

（据四川在线）

公招

成都市属事业单位公招550人
5月28 日起报名

证明

成都“无房证明”
可在“天府市民云”APP 下载打印

6月 1日起，小型汽车驾
驶证异地申领，开始全国“一
证通考”。这是记者23日从
公安部交管局获悉的。

新政实施后，小型汽车驾
驶证所有业务实现全国“一证
通办”，内地居民持居民身份
证，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市既
可以新申请考领驾驶证，也可
以补领、换领、审验驾驶证，无
需返回户籍地，无需提交居
住、暂住等各类证明。

据估算，这项新政每年将
惠及新考领驾驶证1200多万
人，补换领和审验驾驶证370
多万人次，仅交通费一项就可

为群众节省200多亿元。
近年来，公安部不断放宽

驾驶证异地申领条件。2018
年6月，开始推行小型汽车驾
驶证省内异地通考。目前，已
有54万人省内异地考领驾驶
证，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此次，公安部进一步放宽
小型汽车驾驶证异地申领条
件，推行全国“一证通考”。申
请人可以持本人居民身份证
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市直接
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C类），
不再需要提交居住证或居住
登记凭证，进一步便利群众就
近、自主考试领证。（新华社）

在多空对峙的格局下，近期
国际油价以宽幅震荡为主。本
计价期一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
负向开启，随后由负转正并小幅
波动，根据变化率水平测算，并
考虑到近期汇率的波动情况，预
计5月27日24时国内汽、柴油
或迎来上调，预计每吨上调110
元左右，折合92号汽油、0号柴
油每升上调约0.09元。

近段时间，中东地区地缘
局势紧张对油价形成利好。近
期，美国宣布全面禁止伊朗石
油出口，并加大对伊朗“极限施
压”力度。作为回应，伊朗威胁
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关
系持续紧张。

上周美国原油、成品油库
存全线上涨对油价形成利空。
19日在沙特吉达召开的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联合部长级监督委
员会会议也未就下半年是否延
长减产给出明确信号。会议声
明称，将继续关注石油库存等
因素，以在6月的部长级会议
上就减产协议的执行提出建
议。受多空消息交织影响，近
期油价呈现宽幅震荡局面。

据悉，今年以来国内成品
油价已经经历了7次上涨。数
据显示，本计价期一揽子原油
价格变化率以-1.37%的负值开
启，随后由负转正，并维持小幅
波动。5月22日一揽子原油价

格变化率为0.48%。考虑到国
际原油均价小幅上涨，预计5
月27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
开启时，国内汽、柴油价将迎来
上调，预计每吨上调 110 元左
右，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
升上调约0.09元。

卓创资讯分析师张瑾怡认
为，距离调价窗口开启仍有2
个多工作日，原油价格或将继
续呈现窄幅波动的态势，尽管
有可能出现下滑，但预计难以
出现大跌的现象。因此，原油
变化率对应的调整幅度仍有继
续扩大的可能，本轮国内成品
油零售限价大概率迎来上调。

（沈婷婷 综合新华社）

驾照

小汽车驾照可全国“通考”
补领换领无需返回户籍地

油价

汽柴油价上调概率大
92号汽油每升预计涨 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