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儿出国 也需要办护照
出入境管理局来本报接热线，局长为市民答疑解惑

生活日报11月18日讯 18日
上午，由生活日报、齐鲁晚报与济
南市公安局联合举办的“有事您
说话——— 公安局长接热线，身边
事为您办”活动继续进行。济南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李军针
对读者和网友的出入境业务问
题，进行了详细的答复。

上午9时30分许，接听热线正
式开始，李军和出入境管理局的
民警便忙碌了起来。

“我准备出国旅游，孩子6岁
了，可以一起办护照吗？还是需要
别的手续？”一位市民打进热线询
问。

“只要是出国，就需要按照规
定办理护照，不管年龄大小。”李
军介绍，就在今年，曾经有出生2
个月的新生儿，被父母带去国外
打疫苗。为了办理护照，父母带着
2个月的孩子，带着户口簿、身份
证等材料，来到出入境办理大厅

采集信息，“成人除了照相外，还
需要采集指纹信息，16周岁以下
的未成年人，可以不用采集指
纹。”当时给这名2个月的娃娃拍
证件照时，因为孩子年龄太小，光
是采集头像信息就颇费了一番工
夫。

上午10时许，一位市民打进
热线称：“我父亲是烟台户口，已
经在济南住了3年多了，最近想去
台湾自由行，不知道老人能不能
在济南办理相关证件。”

自去年8月28日起，济南公安
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始受理大陆居
民赴台湾自由行申请。据李军介
绍，现在不仅济南市户籍居民可
以在济南市出入境管理局申请大
陆居民赴台湾自由行，在济南居
住的省内其他城市居民符合条件
的也可以申请。

“省内其他城市居民只要符
合异地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
行证的条件，例如居住人员提交
居住地公安机关出具的居住6个
月(含)以上的证明；就业人员需提
交社保部门出具的在就业地连续
一年以上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
等，就可以申请个人旅游签注。”
李军解释道。

今年10月1日，《旅游法》
施行，全国各地的旅游产品涨声
一片，出境游的价格也翻起了跟
头，而且游客锐减。根据济南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统计的数
字，10月份办理出境证件的市民
明显减少。

“今年1月到9月，济南共办理
出境证件21万余份，这与2102年
的办理总量持平。除了2月包含农
历新年，其他每个月的办理量都在
2万份以上。”出入境管理局受理
科科长张震介绍，而在10月，济南
的证件办理量仅为1 . 7万余份。

据介绍，出境证件主要包括
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
湾通行证。根据出入境部门的经
验，绝大部分居民一般都会在出
境前的短时间内办理证件，还有
一部分居民办证是长线备用，这

样的居民占总量的15%左右。所
以，对比1-9月和10月份的办证
量来看，出境游的市民确实是明
显减少了。

“根据我们的统计，出境游
游客减少了至少一半。”省城一
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
之前的购物低价团取消，剩下的
都是价格比较高的品质团，所以
以前这个时节比较热销的东南亚
游现在冷清了许多。

“我知道护照的有效期是10
年，不过要是没有明确的出国意
向，我不愿意先办一个护照。”11
月15日，在出入境管理局的业务
大厅，市民高先生曾告诉记者，国
庆节之后出境游的价格偏高，使他
放弃了原本出国的计划。而15日
之所以来办理护照，是他接到了
12月要出国考察的任务。

18日的热线接听过程中，不
少在济南工作而户籍为外地的读
者询问，能否在济南办理护照？
具体应该准备哪些手续？

济南市出入境管理局受理科
科长张震回复称，非济南户籍，
也可以在济南办理护照等出入境
证件。根据具体情况，又分为省
内户籍和省外户籍两种。

省内户籍人员在济南办理出
入境证件，申办证件的种类包括
普通护照、港澳通行证签注、往
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

除正常提交身份证、户口簿
外，就业人员需提交在济南连续一
年以上的社保证明；16周岁以上
的就学人员，需要提供就读院校出
具的在学证明；济南户籍居民的配
偶和未满16周岁的子女，只需要
提交亲属关系证明就可以。如果只
是在济南居住的自由职业者，需要
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6个月(含)以
上的居住证或暂住证。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办结。
如果是省外户籍，在济南只

能申办普通护照和往来台湾通行
证及签注，不能办理港澳通行证
及签注。

除正常提交身份证、户口簿
外，在济就业人员需提交一年以上
的社保证明，如果是上大学，需要
提供就读院校出具的在学证明。济
南户籍人员的配偶和未满16周岁
的子女，需要提交亲属关系证明。
如果是就业、就学人员的配偶和未
满16周岁的子女，除了提交亲属
关系证明外，还需要提交居住地公
安机关出具的居住6个月以上的
证明(包括居住证、暂住证等)。

在济居住人员，需要提供公安
机关出具的居住6个月以上的证
明(包括居住证、暂住证等)，60周
岁以上的可以首次申请，60周岁
以下的只能换、补发。

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
内 办 结 ( 其 中 核 查 期 不 包 括 在
内)。

18日，记者从济南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局获悉，目前济南市常住外国
人员4000多名，每年临时入境境外人
员10余万人次，涉及125个国家。

出入境管理局除了管理中国公民
因私出国事务之外，同时承担着管理
外国人入出境、居留事务。据了解，对
于外国人的管理分为多个方面，其中
包括住宿登记、签证管理、签证后续管
理以及出境管理等。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济南市目前

有常住外国人4000多名，主要来自巴
基斯坦、非洲国家、韩国、日本等地。在
济的外国人主要是贸易、留学和外企
员工等。

根据出入境管理法规定，外国人
在中国境内旅馆住宿的，旅馆应当按
照旅馆业治安管理的有关规定为其办
理住宿登记，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
送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外国人在旅
馆以外的其他住所居住或者住宿的，
应当在入住后24小时内由本人或者留
宿人，向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登记。

在管理的同时，济南市出入境管理局
积极为来济外国人提供优质服务，实行了
一系列方便外籍人员出入境、在济投资、
经商、工作、生活和居住的优惠举措。

11月18日，济南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局再次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措
施，其中部分措施极大地方便了在济
南的台胞。

1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签注按需申
领。凡需在我市停留的台胞，只要已办
妥住宿登记，均可来出入境管理局申
请来往大陆签注。

2 .为台胞换发五年有效台胞证。
证件换发不必再到北京、上海等地，不
管在济台胞还是外地台胞，只要已办
妥住宿登记并提供相关材料，均可在
济申请换发五年有效台胞证。

3 .外国人再次申请签证和居、停
留证件可代办。未满16周岁或已满60
周岁的，以及因疾病等原因行动不便
的外国人如需再次申请签证或居、停
留证件，可委托亲属、邀请单位或者个
人等代办。

4 .各分局受理的申请材料集中收
集报送。出入境管理局委托快递公司
每周一、三、五到市区内各受理点收取
出入境证件申请材料并立即送达市局
出入境管理局，以提高材料流转速度，
进而提高办证效率。

□记者 殷宝龙 吴永功 实习生 陈曦

《旅游法》出台后办护照的少了
10月份济南办理的出境证件仅1 . 7万余份

外地户籍也能在济办护照
但提交的材料和办理的时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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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实录

护照丢失或改名后如何补办
18日，一位市民打来电话咨

询，护照丢失了需要登报申明吗？可
以补办吗？

出入境管理局民警介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普通护照签
发管理工作规范》的有关规定，对于
护照丢失的，不需要登报申明，可以
补办。到出入境部门带齐证件，直接
办理即可。

同时，也有市民来电询问护照
补办的事宜。一位市民更改了姓名，
问询是否需要补办护照。民警介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的有
关规定，护照资料页内容发生变化
的可以换发新的护照。除正常提交
的材料外，还需要提交资料页内容
发生变化的证明材料或相关说明，
并提交原来的护照。

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是否可代办
18日的热线接听活动中，有市

民询问，如果曾办理港澳通行证，现
在需要办理再次签注，是否能代办？
需要多长时间？

民警答复，根据《往来港澳通行
证和签注受理、审批、签发管理工作
规范》，在同一受理部门、持用同一

本往来港澳通行证再次申请同一事
由签注的人员，可以由委托人代为
申请，但不包括商务签注异地申请。

对于符合自助机办理再次签注
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
结。对于在前台由民警受理的，自受
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结。

受台湾邀请赴台活动如何办证
有市民来电询问受台湾邀请赴

台活动，应该如何办理证件的问题。
民警答复：根据《大陆居民往来

台湾通行证、签注审批签发管理工作
规范》之规定，大陆居民应邀赴台访
问，需提交以下材料：1、填写完整的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申请审批
表》并贴有经质检平台检测合格的照
片一张；2、交验身份证和户口簿，并

提交复印件；3、提交国务院台办“赴
台批件”原件，或经省、自治区、直辖
市政府台办确认盖章的复印件；4、交
验台湾地区出具的入台许可证，并提
交复印件；5、若在非常住户口所在地
申请，需提交工作证明，交验暂住证
原件并提交复印件；6、需要代办的由
省(市)台办出具代办函，被委托人交
验身份证并提交复印件。

如何查询办证进度，是否可加急
有好几位市民不知道如何查询

办证进度的事宜，同时询问是否能
加急办理？

民警答复，可以拨打回执单左
下角的办证进度查询电话0531-
85123158或85123555进行查询。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普通护照签发管理工作规

范》，公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在提交相应证明材料后可以申请加
急办理：1、出国奔丧、探望危重
病人的；2、出国留学日期临近
的；3、前往国入境许可或者签证
有效期即将届满的；4、省级公安
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紧
急事由。

出入境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人接听热线。 记者 陈文进 摄

18日上午，济南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李军来本报接听热线，为市民答疑解惑。 记者 陈文进 摄

出入境管理局接热线
身边事为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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