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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敏）今
天， 省人口计生委举行新闻通气会称，我
省已出台 《湖南省人口计生委关于方便
群众办证的通知》（简称《通知》） 和《湖南
省方便群众办理一孩生育证及流动人口
婚育证明的操作细则 》 （简称 《操作细
则》），我省境内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和户
籍地均可办理上述两证。

省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詹鸣表
示，今后，如出现推诿、拖延或无正当理由
拒不按规定为群众办证的情况，将追究有
关单位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首问责任制， 群众不再需
要两地跑

“群众在哪个点提出办证申请，就由该
接待窗口负责按程序办理到底。 ”詹鸣说，
群众办证中反映最集中、矛盾最突出的，是
《一孩生育证》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今
后，各村、社区居委会，设有人口计生办证

窗口的政务大厅为办理上述两证的受理单
位，湘籍入粤流动人口可以在广州市、东莞
市、深圳市的3个我省驻粤联络站跨省办理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各级人口计生部门
和服务机构在接待群众办证办事或受理咨
询信件、 电话时， 应按照首问责任制的要
求，由受理工作人员按程序办理，确保群众
不再户籍地、居住地两地“折腾”。

同时，通过网站、办事窗口、宣传资料
等载体，向社会公开有关计划生育证件证
明的办理依据、条件、程序、时限、需提交
证明材料的目录、申请表式样、是否收费、
服务承诺、联系方式等信息，使群众了解
相关内容、办事流程和咨询方式。

材料不齐一次性告知，群
众最多跑两次

《通知》特别指出，对当事人材料不齐
全或不符合法定格式的，必须一次性书面
告知当事人需补齐的全部材料及法定格
式，避免因告知不清让当事人多跑 “冤
枉路”。 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 ，要说明
不予办理的理由， 并做好解释工作，群
众最多跑两次。

对有特殊困难的群众， 发挥社区、村
（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主动上门办理，探
索实行全程办事代理服务机制，由计生专
干帮助群众代办《一孩生育证》。

特殊情况可凭承诺登记

若流动育龄夫妻因长期或多次、多地
流动，导致无法证明婚育状况、信息核实
确实存在困难等特殊情况，可实行特事特
办，现居住地街道（乡镇）人口计生行政部
门可依据当事人的承诺，为其办理《一孩
生育证》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对于通
过承诺办理的个案，承诺书应定期集中到
县市区人口计生部门汇总，上传到统一信
息系统，以便基层查询。

詹鸣解释， 为了引导育龄夫妇说真
话，《一孩生育证》承诺书中特别提到：“如
果本次生育是因本人欺骗导致的违法生
育，愿意按照《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规定的最高倍率缴纳社会抚养费。 ”

限时办结，“准生证” 办理
时间缩短22天

《通知》要求，各地要按照规定的办证

程序、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办理时限予
以办理，不得擅自增加工作环节和证明证
件，不得推诿拖延。 户籍地对于现居住地
提交的办证协查信息要在规定期限内核
实并回复，现居住地要根据户籍地核准的
办证信息及时制证发证。 对证明材料齐
全、婚育状况清晰的对象，应当尽量缩短
办证时间。

据介绍，办证机构或服务窗口收到申
请材料之日起，常住人口的《一孩生育证》
办理时间最多为5个工作日。 流动人口在
现居住地办理《一孩生育证》的时间最多
为15个工作日，具体包括：现居住地收到
申请后1个工作日内向户籍地提交信息，
户籍地核实信息时间最多10个工作日（省
内流动人口为5个工作日， 跨省流动人口
为10个工作日），收到回复信息后4个工作
日内办理好证件，比以前缩短了22天。

“12356”热线接受群众投诉

詹鸣介绍 ， 省人口计生委已通过
“12356”阳光计生热线等渠道，受理群众
咨询和投诉，及时处理群众诉求。

据悉， 元旦后全省将开展明察暗访，
督促基层落实便民措施。

本报12月27日讯（记者 田甜 段
涵敏 通讯员 李凡奇 刘军）12月26日
上午， 在深圳市工作的郴州姑娘李梅
在湖南驻粤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联络站
深圳分站，拿到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这距她提出申请仅4天。 据悉，我省和
广东省协作， 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联
络站为前沿窗口的婚育证明办理试点
工作， 已为2000余湘籍入粤流动人口
解决办理婚育证明的燃眉之急。

目前， 我省跨省流出人口约891
万人，其中入粤流动人口达660万人。
湖南驻粤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联络站
深圳分站站长谌鸿方介绍，原本湘籍
入粤流动人口在广东办理婚育证明，

需要在广东提交申请，并把申请材料
寄回户籍所在地，婚育证明办好以后
再从户籍所在地寄回广东。 一来一回
要半个月时间，而且容易发生邮件丢
失的情况，十分不便。

从今年7月起，我省在广州市越秀
区矿泉街道 、东莞市长安镇 、深圳市
罗湖区东湖街道建联络站，湘籍入粤
流动人口只需在联络站提交申请，联
络站就可通过软件，把申请从电脑上
传回给户籍地的户籍相关管理部门，
资料经确认有效后，联络站便可获委
托，直接开具婚育证明。 7个工作日内
就可办好婚育证明，加急件当天可办
妥。

12月27日， 嘉禾县民政工作人员在石桥敬老院发放新棉被。 最近， 该县为乡镇敬老
院集中供养的312名农村五保老人换发保暖生活用品,让老人们在温馨中度过寒冬。

黄春涛 郭锋平 摄影报道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张文静） 国家
发改委近日印发了 《关于认
真做好 2013年春运工作的通
知》， 通知指出 ， 2013年春运
从1月26日开始至3月6日结束，
共计40天。 初步预测， 春运期
间 全 国 旅 客 发 送 量 将 达 到
34.07亿人次 ， 比上年春运实
际完成增长8.6%， 其中铁路约
2.25亿人次， 增长4.6%； 道路
约31.04亿人次 ， 增长9%； 水
运约4308万人次 ， 增长1.5%；
民 航 约 3550 万 人 次 ， 增 长
5.2%。 总体看， 2013年春运工
作任务仍十分艰巨。

记者今天从广铁集团获
悉，按照“能力充分保障、优先
集中办理、所有渠道发售、预售
期一放到底” 的要求， 广铁自
2012年12月31日起学生票预售
期一放到底，窗口预售期设置65
天，最远可发售至2013年3月3日
的学生往、返程车票。 互联网售
票、电话订票和普通窗口（含代
售点） 的预售期保持一致。 互
联网学生票预售期发生变化
时，具体以铁道部客户服务网
站（www.12306.cn）公布为准。

广铁集团温馨提示， 如对
学生票预售期有疑问， 请拨打
客服电话12306进行咨询。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胡宇芬 贺佳 通讯员 龙群）
今天召开的全省科普工作会
上， 发布了新鲜出炉的 《2011
年 湖 南 省 科 普 统 计 分 析 报
告》。 报告显示， 与四川、 重
庆、 湖北、 江西和上海相比，
我省科普人员总数仅次于四
川 ， 但中级职称以上或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普人员比
例仅为4成， 排在最后。 我省
举办科普专题活动3470次， 仅
高于重庆市， 367万人次参加，
仅为上海市的62%。

据统计， 我省科普人员中
85%为兼职 ， 女性达到 3成 ，
农村科普人员占4成。2011年底
全省共有科普场馆53个， 非场
馆科普基地2043个。 科普讲座
是我省科普活动的最主要形
式，而科普专题展览的参观人
次是所有科普活动中最多的，
去年达到700多万人次 。 政府
拨款占到全省科普经费来源

的7成多， 社会捐赠仅占1%。
报告还为我省各市州的科

普家底及科普宣传与活动排
了队。 从科普人员看， 郴州市
人数最多， 超过2万人， 益阳
市人数最少， 不足1000人； 中
级职称以上或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的科普人员占比 ， 湘潭
最高， 娄底最低。 从科普场地
看 ， 邵阳市的科技馆建筑面
积最大 ， 但株洲市科技馆的
参观人次最多 。 从科普经费
看， 长沙市筹集额最多， 接近
900万元， 自治州最少 ， 低于
100万元 。 在科普传媒方面 ，
报告选取了科普图书 、 期刊
种类数和电视台播出科普节
目时间两个指标进行对比 ，
郴州市两个指标均排在全省
首 位 。 从 科 普 活 动 看 ,我 省
2011年科技活动周期间郴州举
办的科普专题活动次数和参
与人数均为最多 ， 益阳均为
最少。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郭剑虹 熊耘卉）
记 者 从 今 天 举 行 的 省 侨 联
“亲情中华” 总结表彰会上获
悉， 在今年的 “亲情中华” 第
十三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
赛中， 我省共有148名学生获
奖。 中国侨联副主席王永乐、
省政协副主席王晓琴出席表
彰会。

今年来 ， 省侨联开展的
“亲情中华 ” 活动内容丰富 ，
全年共有5次组团出访， 分赴
澳大利亚等地演出 ， 为弘扬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独具
特色的湖湘文化 ， 以及对外

宣传湖南作出了积极贡献 。
其中 “亲情中华·魅力湖南—
2012泰国湖南民间文化艺术
节”， 是全国侨联系统首次在
海外举办的文化艺术节，吸引
了我省10多个民间群众文化艺
术团体400多名演员参加。作为
省侨联开展 “亲情中华 ”活动
的重要内容，以“快乐作文·快
乐成长”为主题的“亲情中华”
第十三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
大赛湖南赛区征文活动，自今
年2月在长沙怡雅中学启动以
来 ， 全省各市州侨联积极组
织学生参与 ， 仅常德市就征
得学生作文100余篇。

2013年春运从1月26日至3月6日

铁路年底放开2013年
寒假学生票预售期
12月31日起最远可售2013年3月3日学

生往、 返程火车票

最新科普统计分析报告显示

我省科普专题活动
参加人次仅为上海6成

“亲情中华”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湖南148名学生获奖

流动人口办“准生证”不再两地“折腾”
我省出台细则缩短办证时间， 方便群众办证

信息联网 异地办理

湘籍入粤流动人口
一周内可办妥婚育证明

� � � � （上接1版①）
毛泽东同志曾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

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
当小学生的精神， 是一定不能做 ， 也一定做不好
的。”指的就是这些同志。

省委的约法九章，主题是求真务实，落脚点是人
民群众，突破点在用心。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
事、用心成事，在工作中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才能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那些说滥了的废话、摆大了的排场 、做惯了的
套路，必须要改变了！

（紧接1版②） 听取和审议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省人大财经
委、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人大农业委、省人大环资
委关于省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有关人事事项。

主任会议对提请第33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有关
议程进行了研究，还对立法工作和有关贯彻实施献
血法情况和实施办法情况的审议意见进行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