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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山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将原条例中第十一条“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

子女”第一款第二项“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修改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据此，我省又出台了实施细则，本报将细则原文刊登，供适用对象和广大读者学习参考。

山西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细则
（节 选）

为在全省稳妥扎实有序地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根据"山西

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山西省单独两孩

政策实施方案&$晋政函)

2014
*

17号'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

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 >

的通知 &$国卫指导发 )

2014
*

1

号'及相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实

施细则+

一"适用对象及条件
我省单独两孩政策适用对

象应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
( 夫妻双方或一方为山西

省户籍人口-

2
(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

3
( 夫妻双方只有一个子

女.

二"独生子女的界定
独生子女是指夫妻生育或

合法收养的唯一子女!即没有同

父同母/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

兄弟姐妹 $包括收养的兄弟姐

妹'! 或曾有兄弟姐妹但兄弟姐

妹均死亡且没有生育或收养子

女的.

三"再生育审批
双方或女方为山西省户籍

的单独夫妻!应当到女方户籍所

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

事处申请办理%再生育服务证#.

男方为山西省户籍人口!女方为

其他省$区(市'户籍人口的!可

以到男方户籍所在地乡 $镇'人

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申请办理

%再生育服务证#.

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的!

由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批

发证-夫妻一方或双方为非农业

人口的!由设区的市级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审批发证.

具体办理程序(所需证明材

料(办理时限按照%山西省生育

服 务 证 管 理 办 法 # $晋 人 口 发

0

2011
*

14号'的规定执行!该办

法第七条规定的1其他需要提供

的证明材料2主要是指独生子女

和其父母婚育情况的证明材料

等.

审批再生育时!申请人的父

母是否办理过%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不是界定1独生子女2的必

要条件.

申请人符合两种以上再生

育审批情形的!只按一种情形予

以审批.

1
/ 申请人父母无法补办

或未办理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 &! 属于事实上的独生子女

或唯一子女的 !需申请人父母

户籍所在地或现居住地村 $社

区 /居 委 会 '和 所 在 单 位 出 具

生育子女情况的证明 !并经乡

$镇 ' 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审核认定 . 按照再生育审批程

序允许其再生育 !但不作为独

生 子 女 父 母 奖 励 扶 助 对 象 的

认定条件 .

2
/申请人曾有兄弟姐妹!但

兄弟姐妹均死亡且没有生育或

收养子女的!须提供公安/民政

等相关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材

料. 同时!应提供死亡的兄弟姐

妹的婚育证明材料.

四"政策衔接
$一'我省单独两孩政策的

实施时间为山西省第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修改 %条

例&/公布施行的时间 !即 2014

年5月29日.

$二' 在2013年11月 12

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 &'发布之前,单独夫妻

违法生育的!依照生育行为发生

时的政策予以处理.

$三'在%决定&发布之后到

2014年 5月 29日%条例&修改

之前!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妻

已怀孕但尚未生育的!应当办理

%再生育服务证&-已生育但未处

理的!按照%条例&第五十三条第

二款进行处理!不再给予其他处

理.

$四'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单

独夫妻! 自愿放弃再生育的!依

申请发放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享受%条例&规定的奖励政

策.

$五'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的单独夫妻可以申请再

生育! 自批准再生育之日起!收

回并注销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 停止其正在享受的独生子

女及其父母的各项优待和奖励-

在 2014年 5月 29日%条例&修

改之前已享受的独生子女及其

父母的各项优待和奖励不再收

回!之后享受的应当收回.

$六'技术服务与独生子女

病残儿鉴定的问题.

1
/ 对于符合条件的单独夫

妻再生育的!享受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

2
/ 单独夫妻以再生育为目

的申请独生子女病残儿鉴定/并

进入鉴定程序的!不需继续进行

鉴定-已鉴定为不符合再生育条

件的!也可以申请再生育.

$七'单独夫妻再生育子女

的!按%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国务院令 619号' 等规定

享受产假.

五"责任追究
$一'不符合%条例&规定的

再生育条件!申请人以不正当手

段取得%再生育服务证&的!审批

发证机关应当撤销%再生育服务

证&!已生育的!按照%条例&规定

的违法生育行为处理.

$二'单独夫妻遗弃子女或

者送养子女后!以1身边子女数

符合再生育条件2为理由而申请

再生育的!不再批准其再生育申

请.

$三'审批发证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违法违规发放%再生育服

务证&的!依据%条例&等有关规

定处理.

$四'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

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

要胎儿性别鉴定或选择性别人

工终止妊娠的!按%山西省禁止

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

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 &

$省 人 民 政 府 令 第 192号 '处

理.

本实施 细 则 自 2014年 5

月29日起施行! 由山西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省卫计委“单独两孩”政策答记者问
日前!山西日报记者

采访了省卫计委有关同

志 !就 %山西省人口和计

划生育条例&的修改和相

关政策的实施!作了权威

解读.

问!当前启动实施单独两孩
政策对我省人口发展有何意义#

答!

当前，我省实施单独两

孩政策条件成熟，时机有利，合

乎民意，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

化、缓解劳动力减少矛盾、促进

人口性别平衡，有利于强化家庭

功能、降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

促进家庭发展，有利于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

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

问!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我
省会不会形成生育堆积问题#

答!

根据对全省符合单独两

孩政策条件家庭的调查摸底及

对现有独生子女婚育现状分析

测算，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实

施，在2020年之前，全省累计多

出生约 18.96万 -23.8万人，平

均每年多出生2.7万-3.4万人，

不会形成生育堆积问题，山西人

口出生率能稳定在 12‰以下，

自然增长率能稳定在 6.5‰以

下，能够完成既定的人口发展规

划，对入托、入学、就医等公共资

源配置也不会造成大的冲击。

问!此次山西对%山西省人
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下称 %条
例&(作了哪些修改#

答!

此次修改《条例》的主要

目的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只将

《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

“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修

改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

其他条款暂未修改。

问!我省单独两孩政策具体
适合于哪些人群)能简单介绍一
下吗#

答!

我省单独两孩政策适用

对象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夫

妻双方或一方为山西省户籍人

口；2、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3、

夫妻双方只有一个子女。

一般来讲，独生子女是指夫

妻生育或合法收养的唯一子女，

即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同

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包括收养的

兄弟姐妹），或曾有兄弟姐妹但

兄弟姐妹均死亡且没有生育或

收养子女的。

问! 父母只生育了一个子
女)但父母未办理或丢失*损毁
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该子
女是独生子女吗#该子女可以申
请生育第二个孩子吗#

答：是独生子女，可以申请
生育第二个孩子，申请时需要进

行独生子女认定，即由申请人父

母户籍所在地或现居住地村（社

区、居委会）和所在单位出具生

育子女情况的证明，并经乡（镇）

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认

定。

问!如果我符合单独两孩条
件)如何进行再生育审批#

答!

双方均为山西省户籍的

单独夫妻，应当到女方户籍所在

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

处申请办理《再生育服务证》。男

方为山西省户籍人口，女方为其

他省（区、市）户籍人口的，可以

到男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

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申请办理《再

生育服务证》。

问!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妻申
请再生育时需要携带哪些材料#

答!

需携带夫妻双方的再生

育申请、身份证、户口本、结婚

证、婚育证明、一方是独生子女

的证明材料，以及夫妻近期合影

照片等。

问!对于单独两孩政策实施
前后)对单独夫妻的再生育行为
如何处理#

答 !

在 2013年 11月 12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发布之前，单独

夫妻违法生育的，依照生育行

为发生时的政策予以处理。在

《决定》发布之后到 2014年 5

月 29日《条例》修改之前，符

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妻已怀

孕但尚未生育的，应当办理

《再生育服务证》；已生育但未

处理的，按照《条例》第五十三

条第二款进行处理，不再给予

其他处理。

问!对于单独两孩政策实施
前后)对单独夫妻的奖励政策有
何变化#

答!

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的单独夫妻可以申请再

生育，自批准再生育之日起，收

回并注销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停止其正在享受的独生子

女及其父母的各项优待和奖励；

在2014年5月29日《条例》修

改之前已享受的独生子女及其

父母的各项优待和奖励不再收

回，之后享受的应当收回。

问!对于申请人以不正当手
段取得%再生育服务证&的行为
如何处理#

答!

不符合《条例》规定的再

生育条件，申请人以不正当手段

取得《再生育服务证》的，审批发

证机关应当撤销《再生育服务

证》，已生育的，按照《条例》规定

的违法生育行为处理。

问!为什么现阶段不能实施
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答!

国家卫生计生委

组织的大量的研究论证

表明，如果现阶段就实施

普遍两孩政策，短期内将

引起出生人口大幅波动，

出现较严重的出生堆积，给各项

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

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等部门和研究

机构独立开展的相关研究也证

明了这一点。

问!针对此次调整完善生育
政策)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是认为
计划生育工作要放松了)请问是
这样吗#

答!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不

等于放松计划生育工作。我们

既要强调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更要强调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

策。当前，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

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

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人口

出生的压力更大，计生工作任

务更重，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继续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坚持

计划生育党政一把手负总责，

坚持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

制，严格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

决制，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各项

政策，加强计划生育服务和管

理，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

投入到位、落实到位。

'山西日报记者 秦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