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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 )�*nÙS+,Djno-¼./
0DjnoOP '' ÙÍ1õw234567D8D(Xo/012
34XoËÛw9¸U:{&vë�;<=bÊD1��)>2O
P3?>@ABCDZ�E|}ÍÍw FGHIJKLº&'©
(DMNCDOobÊËÛiMP">¾wjnoOP[QRX8ÿ
SÝ67D8D(XobÊËÛZ�,i (!"#)* * * *

!"#$%&'()*+,-./012345

!$%&'!

! "
!"#$%&'()*+,-./0$

1234! !"#$%&'()*+,-./012345
6789:+;<=>?@=ABCD,EF&'GHIBCJK
LMDNCO

5678!!"""#$%&#'(''&)* 9:;<=>!''+)+,))
* * * * ?@ABCD!-.,,P ,Q -%R

EF!STUVWXYZ[\]^_ %/%`abcd
G;CD!%'-+P -'Q %.R
H;5I!()*+,-ef0123ST-fg
!"#!$%&'()*+,-.!/012"

!JK$%&'(L*+,-MNO0$
12P4! !"h$%&'(i*+,-ef012345

6j<9k+;8lm?@lnBCD,EF&'oHIBCJK
LMDNCO

56Q8!!'''0$%&0'-''&&* 9R;S=>!''+)++)-
* * * * ?@TUCD!-.,/P -%Q -%R

EF! pTUVWXqr[\]s_ -0. tuvwx 10 y
-')k-'/k-',cd

H;CD!%'-&P .Q -'R
H;5I!(z*+,-e/012{pT-/g

$%&3456789:;<
=>?@A9;BCD!E#F$G
%4HIJKL5'()*+&'

特别报道2015年10月31日 星期六7

湖南日报记者 汤霞玲 段涵敏
通讯员 吴昊 陈波

湖南落地时间以省人大
常委会决定为准

湖南日报： 请问全面两孩政策什么时
候在湖南落地？ 符合条件的夫妇是否可以
着手备孕？

詹鸣 :�全面两孩政策是指所有夫妇,无
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的政策。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是继单独两孩
政策之后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我省正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需经过
相应法律程序， 时间以省人大常委会决定
的时间为准。 我们将积极推进全面两孩政
策尽早在湖南实施。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布之日至我省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 不符合我省现行生
育政策的夫妇已经怀孕第二个子女的，可
以生育，不要求落实补救措施。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前， 不符合
《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再生
育条件违法生育二孩，已经处理的，原处理
决定继续有效；未作处理的，将根据生育行
为发生时的政策依法处理。

取消二孩审批， 实行生育
登记服务制度

湖南日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相关
程序是否会调整？ 原有独生子女奖励政策
是否会持续？

詹鸣： 目前， 全国实行了一孩生育登
记。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 将取消二孩审
批，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具体登记办法
出台前， 符合规定条件要求再生育第二个
子女的，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新政实施前已领取《独生子女证》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自怀孕第二个
子女之日起，注销其《独生子女证》或《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 相关优待政策停止，已
经享受的优惠待遇不再追回。 我省全面两
孩政策实施前已领取《独生子女证》或《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生育的，继续按原
规定享受相关优待。

符合政策的妇女六成在35岁
以上

湖南日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高龄孕
产妇会增加，孩子就学、就医等问题也将增
加，配套措施如何跟上？

詹鸣：据测算，我省符合全面两孩政策
条件的375万对夫妇中，约60%的妇女在35
岁以上。高龄孕产妇会明显增加，生育风险
增大， 计划再生育的父母需要综合身体条
件等全面考量。 近期各大妇幼医院的咨询
量可能会增多。就学、就医等问题也会列入
各个家庭的考虑范畴，从全省层面来说，相
关的配套措施也将逐步完善。

全面两孩政策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
安康。同时，也要增加妇幼保健服务能力供
给，加强技术人员培训；做好分级诊疗；加
强咨询指导，增强孕产妇自我保健能力；完

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 会诊网络和
机制，确保急救通道畅通。总之，要采取一
切措施，确保母婴健康安全。

计划生育政策30余年来，
最大幅度调整

湖南日报：怎么解读全面两孩政策？
詹鸣： 这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

来，最大幅度的调整，是对人口发展形势的
科学判断。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
15.5%。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
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 成为世界上老
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现行生育政策实行30多年， 全国少出
生4亿人口，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难
得的“人口红利期”，党中央之所以能够下
决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就是因为有30多
年计划生育工作奠定下来低生育水平的坚
实基础。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是国家发展中带有
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意义的人口政策。
国家发展需要相应的人口规模和增长速
度，生育水平既不是越低越好，也绝不是越
高越好，必须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
可持续发展，也就要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单独两孩政策响应度并不高

湖南日报：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
题，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单独两孩政策在我省
实施情况如何？

詹鸣：到2015年9月底，全国有176万对
单独夫妻提出再生育申请。2014年出生人
口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7万， 二孩出生人数
明显增加。就具体情况来看，单独两孩目标
人群响应度并不高。我省自去年4月到今年
9月，在27.48万对目标人群中，申请办证的
只有8.7万对，占目标人群的31.6%；只生育
了5.3万余人，占申请数的62%。

长期以来， 现行生育政策与部分群众
的生育意愿之间确实存在距离， 尽管前两
年实行了单独两孩政策， 但受惠人群并不
广， 而且很明显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现
在，中央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可以讲是
实现了群众生育意愿的“最大公约数”。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湖南日报： 您刚才说这是我国计划生
育政策实施以来最大一次调整， 这是否意
味着要取消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詹鸣 ：计划生育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
的一项基本国策。 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
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人口与资源
环境的紧张关系将客观存在。新时期赋予
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新的内涵。 当前，坚
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是要实施好全面
两孩政策， 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
引导家庭有计划地安排生育，调控人口总
量、提升人口素质，促进家庭幸福和人口
均衡发展。

大龄妈妈
备孕功课不可少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汤霞玲
通讯员 李俞辰

据测算，我省符合“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妇女，约
60%在35岁以上。再生一个宝宝，要做哪些准备，特别是
高龄孕产妇，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0月30日，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年龄超过45岁的妇女，不提倡冒险生育
记者从省妇幼保健院了解到，“单独两孩”政策实施

后，该院剖宫产率有所下降。省妇幼保健院产三科护士
长徐明敏解释称：“大多数待产妇倾向于第一胎自然分
娩，为怀第二胎作准备。”

“高龄产妇比重有所增加。”省妇幼保健院大产科主
任医师游一平介绍，自实行“单独两孩”政策之后，不少
高龄育龄妇女也冒险加入了生育二胎的队伍。“高龄产
妇的生育风险较大，妊娠期并发症风险也会增高，胎儿
发育异常的几率也会增高。”

游一平提醒， 女性最佳生育时间段为35岁前，35岁
之后再生育需格外做好检查。“年龄超过45岁的妇女，我
们不提倡冒险生育。”她建议，40至45岁的育龄妇女，如
若身体健康、体质较好且迫切想要生育，在做好孕前咨
询和孕期管理的前提下， 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备孕，而
35-40岁的女性虽已属高龄产妇行列，但相对来讲风险
较40岁以上的妇女更小，可以生育二胎。

游一平提醒高龄产妇， 必须要保证孕前的基本健
康，做好营养和体重管理。同时，孕期的相关检查也要更
为细致。在怀孕前，双方都需要做一个健康检查，最好提
前3个月到医院做相关检查和评估， 如果有影响怀孕的
因素或影响妊娠的疾病，需进行相关治疗；女方准备怀
孕前3月补充小剂量叶酸。

最好在孕前做体重方面的咨询。既往有糖尿病或妊
娠期糖尿病，过度肥胖等的妇女尤其重要。此外，以前生
过畸形儿，或有遗传性疾病的，再次怀孕依然会有同样
的风险，因此必须做产前筛查；曾经有过人工终止妊娠
史的女性朋友，也需要做相关检查。

试管婴儿并非生二胎首选方式
记者了解，自“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的

高龄夫妻到医院咨询试管婴儿事宜。解冻“沉睡”的胚
胎，成为试管婴儿家庭生育二胎的希望。

生殖医学专家分析，未来试管婴儿出生数量或将有
所增加。不过，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信
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卢光琇教授表示，试管婴
儿并非生二胎的首选方式，想生两孩的高龄妈妈只有在
符合辅助生殖技术适应症的前提下，才能考虑采用试管
婴儿技术助孕。

卢光琇提醒，胚胎冷冻时间太长，会对复苏率有影
响。 与新鲜的胚胎相比， 冷冻胚胎妊娠成功率稍低。以
2013年为例， 该院共解冻了8545个胚胎， 移植了7898
个，妊娠成功率为52.98%，而鲜胎移植，妊娠成功率为
63.96%。另外，专家建议试图进行试管婴儿的家庭，还需
要着重考虑自身的生育条件问题。母体是否具备良好的
生育环境，能否让胚胎成功发育成长，非常关键。

卢光琇再次强调，女性生育最好在35岁以前，高龄
产妇要经过系统的孕前评估，在考量自身生育愿望的同
时，也要评估将来孩子出生后的健康状况。她特别提醒，
高龄产妇一定要做产前筛查，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高龄
产妇，有必要时还需接受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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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月29日， 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全面实施一
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
策。消息一出，引起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
� � � 10月30日下午， 湖南
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副

主任詹鸣第一时间回应社会
关切问题：我省正式实施“全面两
孩” 政策需经过相应法律程序，
实施时间以省人大常委会决

定的时间为准。目前，我省有
375万对夫妇符合新政，其中

约60%的妇女在35岁以上 。
即日起， 不符合我省现行生
育政策的夫妇已经怀孕第二
个子女的将不作处理。此
次新政实施后的生育高
峰预计将在两年后到
来。 另据国家卫生计生
委的消息， 实施全面
两孩政策后，提倡按政
策生育，自愿生育一个
孩子的夫妇将不再享
受独生子女优待政策。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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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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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等奖
七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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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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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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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10月 30日

第 2015296 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218 1040 1266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60 173 33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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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1版）一位衡阳市民说，这能大大减轻子
女入学成本，对推动全民素质提升、促进社会
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永州市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新闻，并以座谈会、小型学习
会、社区学习吧等形式，及时学习全会精神。市
委宣传部干部左亚军说：“作为一名宣传干部，
要把主动、积极宣传和落实全会精神，作为自
己的使命和第一任务。”

全会提出的新的发展目标与理念，在常德
市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对今后发展信
心更足、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期待。市委书记
王群说，我们要借全会东风，奋战四季度，确保
稳增长。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担当精神
和责任意识，为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

幸福的生活而奋斗。
益阳市委讲师团副主任刘益希说，全会强

调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 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背景条件下，对科学发
展观的提升和完善，为制定“十三五”规划提供
了方向指引，使我们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更加充满信心。

邵阳市委党校教师谭丁平说， 全会对民生的
关怀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把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
论是保增长、转方式、优结构，还是推动城乡协调发

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等，都是围绕民生幸福展
开的。“十三五”规划聚焦民生，我们备受鼓舞。

日子会一天过得比一天好
我省各地干部群众认为，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
新特点，描绘了未来5年国家发展蓝图，开启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篇章。

“全会提出，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
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
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怀化市委
讲师团主任王身祥说，今后随着“十三五”规划

纲要正式出台和实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一定
会不断提升，一定能够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齐
心协力、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力量，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正在出差的岳阳市委书记盛荣华旅途中
收看了新闻。他说，对中央作出的决议坚决拥
护，将组织全市干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并联
系实际，奋力打造湖南发展新增长极，建设好
“一极三宜”江湖名城。

在娄底市，全会精神引起干部群众广泛热
议，大家对国家未来将发生的喜人变化充满希
望。 退休工人李大爷谈起新的两孩政策时，高

兴地说：“放开二孩正是时候，一个孩子实在太
孤单了，儿子、儿媳赶上这个好政策，今后日子
只会越过越好，我坚决支持他们再生一个。”

张家界市各级党组织、各单位积极组织学
习全会精神，认为蓝图宏伟、振奋人心。大家表
示，要结合张家界实际，加快旅游业发展，立志
扶贫攻坚，为实现“全面小康梦”和“旅游胜地
梦”而努力奋斗。

全会闭幕消息传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土家苗寨干部群众聚在一起，认真学习、热
烈讨论全会精神。在花垣县十八洞苗寨，村民
施成付回忆起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这里与村民们促膝而谈的情景， 由衷感叹，党
的政策真是好，精准扶贫让十八洞人的日子一
天过得比一天好。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