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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在
本省行政区域内实施一方是独生子
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人口政策关乎国计民生， 其现
状、动向历来备受关注。自去年11月
中央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以来，民众对“单独两孩”乃至整个
计生工作的关注持续升温。 湖南是
人口总量大省，2013年末，人口总量
已达到7218万人， 在全国各省区市
中位列第7， 世界上每100人中就有
一个湖南人。 对我省的计生工作而
言，“单独两孩” 的到来既是严峻的
挑战，也是转型发展的机遇。那么，
今年我省将如何积极应对， 使这一
利好政策真正惠及百姓呢？

不必要的担心：
科学决策打消疑虑

“单独两孩”政策好是好，怕就
怕扎堆生。就湖南而言，“十二五”期
间， 年均出生人口将达100万人左
右， 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中等偏上
县的人口。很多人担心 ,“单独两孩”
一放开，人口会不会陡增，会不会导
致教育、医疗等服务大打折扣。这里
告诉大家，只要不盲目抢生，不必有
太多顾虑。

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前，我
省就充分开展了相关调查测算、风
险评估等准备工作。那么，如何界定
“独生子女”和“两孩”呢？以小张为
例，如要认定为独生子女，他就必须
是父母生育或合法收养的唯一子
女，即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同
母异父、父母收养的兄弟姐妹，或与
父母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但
如果小张有兄弟姐妹， 均在他生育
子女前不幸去世，或者，兄弟姐妹为
父母离异后一方合法所生， 另一方
单独抚养小张且未再婚也未生育
（收养）子女，小张可视为独生子女。
同时， 如果小张是由社会福利机构
抚养长大，没有兄弟姐妹，亦可视为
独生子女。“两孩”不等于“二胎”，依
据的是人数而不是胎数， 如果小张

第一胎生了双（多）胞胎，就不能享
受“单独两孩”政策。

依照以上界定，据测算，目前我
省符合“单独”条件且有意愿有生育
能力的育龄妇女大约27.48万人。而
“想生”不一定“会生”，住房、抚养成
本、不孕不育、时间精力等压力都在
影响大家的最终决定。 我们预计，生
育政策调整后， 如果第一年有30%的
再生育， 全省人口出生率将提升近1
个千分点；第二年有50%的再生育，提
升2个千分点左右；第三年有20%的再
生育，提升0.7个千分点左右。即使3年
内我省的“单独两孩”都生下来，既不
会大幅提高我省人口出生率，也不会
形成严重的生育堆积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的医疗、教
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 ，
均 是 以 2020年 总 人 口 7500万 人 、
2040年前后总人口峰值7700万左右
作为基数制定的，这样看来，大家就
更不必有太多担心了。当然，我们鼓
励大家根据自身年龄和“一孩”出生
时间，合理安排生育间隔，实行错峰
生育，以获得更优质的服务资源。

不缺席的关怀：
优质服务惠及全程

尽管 “单独两孩” 已在各地启
动，要求大同小异，但个别细节还是
略有不同。比如，北京、天津等地设
置了生育间隔，我省就不分地区、不
分年龄、不设间隔，一次执行到位。

5月5日，我省首张“单独两孩”
再生育证发放到了长沙夫妇黄大
卫、廖欣手中。目前，省里已推出一
系列便民服务措施方便大家办证 ，
包括：网上可下载申请表、全面公开
服务事项、一次性告知、即来即审、
限时办结、特事特办 ,并推广网上办
证，真是又快又省心。

当然， 证办好了， 关怀仍需继
续。“单独两孩” 尽管只涉及部分家
庭，折射的却是整个民生。比如：你
什么都准备好了，却不一定怀得上；
怀上了，不一定健康；很健康，又不
一定有能力养好，等等。这些问题，

几乎所有家庭都要面对。
针对怀孕难问题，去年，我省在

娄底市成功试点计划生育爱心助孕
特别行动 , 帮助70对不孕症夫妇成
功妊娠。今年试点地区扩大到长沙、
株洲、湘潭、邵阳、永州、娄底6市。目
前，户籍在以上试点地区的夫妇（女
方49周岁以下），曾经生育现无存活
子女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可免费享受相关助孕技术服
务， 其他一般不孕症家庭可享受优
惠服务。

针对优生难问题，近年来，我省
大力实施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项目，仅去年，就为92.6万名符合
生育政策的计划怀孕夫妇免费提供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1303.6万项次，对
6740对高危人群夫妇进行了免费优
生遗传检测。今年，我省已安排1.08
亿元专项经费（包括国家专项资金），
继续推进这一项目。 特别是对于申
请再生育中年龄偏大的“单独”夫妇，
将给予优先服务，重点指导。

针对计生家庭的扶助问题，我省
将着力推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奖励
扶助政策的落实， 目前已下拨24016
万元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农村部分计
生家庭奖励扶助。同时，将兑现城镇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重点做好计生特
殊困难家庭、“失独夫妇”、 计生手术
并发症人员扶助和社会关怀。

不放松的国策：
计划生育常抓不懈

这次中央启动实施“单独两孩”
政策， 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
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 是国家人口
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 但 “调整完
善” 并不意味着放松或削弱计划生
育工作。今年，省里的计划生育工作
将继续保持“三个不变”。

一是基本国策地位不变。 基于
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人口众
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 人口对于
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压力不会改
变、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
会改变，中央和省里反复强调，必须
长期坚持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
国策不动摇。这方面，省里已制定严
格控制政策外生育的有力措施，如
抓好育龄妇女孕情监测、 避孕节育
措施落实、 违法生育责任追究等计

划生育日常管理，有效防止“搭车生
育”等违法生育行为。

二是一把手负总责制度不变 。
在最近召开的全省计划生育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上，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
指出，我省作为中部的人口大省，必
须始终绷紧计划生育工作这根弦 ，
党政一把手作为计划生育第一责任
人的制度要继续执行， 计划生育领
导小组的制度也要继续坚持， 以保
证工作的力度不减。

三是 “一票否决” 问责机制不
变。 省里将继续加强对计划生育工
作的目标管理和考核评估， 认真落
实计划生育责任， 对计划生育工作
不力的党委政府，将继续实行“一票
否决”，保持计划生育工作常抓不懈
的态势。

“单独两孩 ”政策可谓 “牵一发
而动全身”，需要也必须有一整套政
策举措来保障， 我省的计生工作任
重而道远。 而随着各项利好政策的
逐步推出和实施， 必将有更多的家
庭真正受益，幸福在春天里。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郭佳）

■链接

方便“单独夫妇”及时办证
我省人口计生部门推出5项便

民举措，使“单独夫妇”能及时办理
《再生育证》：

1、全面公开服务事项。县乡两
级人口计生部门（机构）把再生育审
批的条件、程序、时限及需要提交的
全部证明材料进行公开， 让群众了
解办证流程。

2、一次性告知。对申请办理生
育二孩所需提供的材料进行一次性
告知，实行首接负责制。

3、即来即审。乡镇（街道）计生
办收到当事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后 ，
当即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符合规
定进行审查。

4、限时办结。对符合办理条件
且材料齐全、 符合规定的， 依法在
30个工作日内及时审批，延期审批
的，不能超过40个工作日。

5、特事特办。申请人因特殊原
因无法亲自办理计划生育相关证件
的，可委托他人代办；对有特殊困难
的群众， 乡镇或街道计生办工作人
员可以上门办理。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胡玉辉 沈礼）通过一个移动
终端，可以查询一条鱼生长的水质环
境、生长周期、健康特征、流通环节；
通过红外线监控，医生可以随时远程
掌控病人输液时瓶内液体留存量。省
经信委今天发布推广的11个物联网
应用解决方案，将使人们在生产生活
中充分体验到数字生活带来的便捷。

这次发布的11个物联网应用解
决方案分别是：大型工程机械物联网
应用解决方案、工业电气设备生命周
期智能管理系统、矿井通风系统智能
监控技术、生产型企业运营管控一体
化解决方案、现代水产业全产业链物
联网应用技术、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溯

源解决方案、低温奶销售物联网应用
方案、智能医疗系统、远程医疗服务
平台应用技术、民爆行业物联网安全
监管平台、交通行业施工企业质量管
理物联网应用方案。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介绍，我省
将在工业、农业、交通、环保、物流、电
网、家居、安防、医疗等领域实施物联
网典型应用示范工程。加快发展物联
网设备制造、 物联网应用及研究服
务、物流信息技术应用服务等物联网
产业。到2015年，全省将培育30家物
联网骨干企业， 打造智能工程机械、
智能交通、数字医疗、智能电网等特
色产业集群。到2017年，全省物联网
产业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

本报5月15日讯（通讯员 张少利
记者 胡宇芬）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日前与第二炮兵司令部军务部签订定
向培养直招士官协议， 成为二炮定向
培养直招士官在湘惟一试点高校。此
次招录名额150名，其中导弹维修专业
100名，应用电子技术专业50名，计划
有5名女生。据悉,11年来该院已累计向
部队输送专业技术士官1400余人。

凡参加湖南省2014年全国普通
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普通高中应届
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0周岁（截至今

年8月31日），未婚，政治、身体符合征
集义务兵条件的，均可在今年高考志
愿填报时，在专科提前批次一志愿填
报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经体检、
政审、面试合格后，依据高考考分择
优录取。定向培养直招士官学制3年，
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身体复检和政
治复审合格，由兵役机关办理直招士
官入伍手续，享受现役士官的相关待
遇。详情可查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网站（WWW.CAVTC.CN）或咨询
电话:0731-85473610

“随手策长沙”
大型拍客活动启动

时间：现在起至6月中旬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龙文泱）今天，“随手策长沙”

大型拍客活动启动， 向广大网友征集带有浓郁“长沙味
道”的照片，共同见证“长沙城变”。

此次活动由华声在线、 三湘都市报携手长沙市委宣
传部网宣办、长沙市城管执法局、湖南日报社新闻影像中
心及湖南图片库共同发起。现在起至6月中旬，在活动官
方微信、微博、网站，上传本人拍摄、反映长沙美好一面的
照片，配上犀利评语即可。

■链接
参与方式：
1、关注并拍图私信“华声在线（微信号hszs_voc）”、

“三湘都市报（微信号sxdsb96258）” 微信公众账号
2、登录新浪、腾讯微博发话题#随手策长沙#，上传

图片并@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
3、登录华声在线“随手策长沙”专题（http://zt.

voc.com.cn/Topic/ssccs/）上传图片参与互动

5月15日上午，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登仁桥社区，志愿
者在为残疾人及社区老人义务理发。当日，由社区干部、党
员、楼栋组长和辖区志愿者共同组织的“好人好事理事会”
成立。 本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熊维成 摄影报道

我省发布推广
11个物联网应用方案

2017年，全省物联网产业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乔伊蕾）
今天，省纪委官方网站三湘风纪网发
布消息，邵阳市近日通过开展明查暗
访，通报了一批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
调查情况。

市房改办、市经信委个别办公室
的去向牌标注办公，办公室却无人办
公；市经信委个别办公室工作人员关
门办公；市质监局、大祥区行政中心
少数办公室的去向牌缺失； 市商务
局、市国税局、市城管局少数科室去
向牌无标识，或标识不准确、不规范。
责成市质监局、市商务局、市城管局、
市国税局、大祥区行政中心对办公室
去向牌缺失或标识不规范的问题立
即进行整改；责成市经信委对关门办
公的人员提出严肃批评。

4月29日11时15分， 市规划局规
划执法监察大队陈亮上班时间在办
公室开着空调睡觉；16时33分， 市人
社局统计信息科邹跃方上班时间利
用电脑听音乐；16时45分， 市环境保
护研究所实习生曾华文登录QQ私
聊。责成市规划局对规划执法监察大
队陈亮进行诫勉谈话，并取消其年度

评先评优资格。责成市人社局对统计
信息科邹跃方进行诫勉谈话，并取消
其年度评先评优资格。责成市环境保
护研究所取消曾华文的实习资格。

4月29日14时20分， 邵阳市高速
公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司机朱大雄
私驾公车湘EE0086停在兴威海鲜楼
门口处理私事。 责成邵阳市高速公路
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对司机朱大雄进行
批评教育，并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

5月1日9时15分， 邵阳市腾达公
路建设有限公司司机龚力波私驾公
车湘EA7676从邵阳南高速入口上高
速开往邵阳县白仓镇。责成市公路局
对邵阳市腾达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司
机龚力波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其在
本单位作出公开检讨。

5月3日11时15分，新邵县政府办
公车湘E20020从新邵县城出发开往
邵阳。途中司机彭裕将车停放在一偏
僻马路旁，将前后车牌拆卸后换上4S
店临时广告牌后，继续往邵阳方向行
驶，于11时45分将车停放在市住房公
积金中心院内。责成新邵县政府办对
司机彭裕予以辞退。

邵阳市明查暗访整顿干部作风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岳鹏）记者今天从湖南人才市场获悉，
继上周末举行的龙头企业招聘会之
后， 本周又有一场大型人才交流会登
场。5月17日， 全省知名实力企业大型
人才交流会将在省展览馆举行，160
家知名企业将提供岗位3600多个。

此次招聘会预计将有160余家省
内知名实力企业参会， 涉及工程机
械、电子电气、节能环保、新能源、新

材料、食品轻纺、房地产、计算机、家
装、生物医药、金融贸易等近20个行
业，提供各类岗位3600余个。其中远
大集团、蓝思科技、运达集团、威胜集
团、凯天环保、华自科技、兰天集团、
德尔家居等知名企业将大规模招聘
人才。 湖南人才市场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招聘会对中高级人才需求较
大， 超过100家企业都推出了不同数
量的中高级岗位。

160家知名企业周末集中招聘
3600多个岗位虚位以待

二炮将在湘招收150名士官

热点话题谈心录

全面深化改革促发展之十七

从“单独两孩”说起
———我省如何逐步完善生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