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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准生生证证都都能能办办，，谁谁都都不不给给办办
一孕妇和家人先后在曲阜兖州济南跑了十几趟，至今未办成

22日下午，记者就流动人口
办理准生证的问题咨询了山东省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处
一位刘姓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
方便群众办理准生证，去年12月
底，省人口计生委专门颁发了《山
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
方便群众办理<计划生育服务手
册>的实施意见》。

这位负责人介绍，“计划生育
服务手册”就是俗称的准生证，意
见明确规定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的
申领坚持“首接责任制”，“当事人
现居住地或一方户籍所在地均为
办理《手册》的责任单位，群众首
次到哪个单位申办，就由该单位
负责到底。”

按照这一规定，曲阜、兖州和
济南三地的计生部门都可以为吴
伟、张梅办理准生证。

23日，记者从张梅处得知，她
发布的长微博引起了山东省人口
计生委的注意，已经有工作人员
和她联系，表示他们在曲阜、兖州
和济南三地都可以办理准生证，
不论他们选择在哪个城市办理，
人口计生委都会做好办理准生证
的监督工作。本报记者 张泰来

本报济南10月23日讯 日
前，山东省纪委对潍坊市寒亭区
委原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孙德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

了立案检查。
经查，孙德奎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
物；收受礼品礼金；违规买卖股

票；参加赌博。
孙 德 奎 的 上 述 行 为 构 成

严重违纪违法，涉嫌犯罪。依
据《 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审议
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孙德
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
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潍潍坊坊市市寒寒亭亭区区委委原原书书记记孙孙德德奎奎被被““双双开开””
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巨额钱物，违规买卖股票并参加赌博

“为了这个准生证，我哭了很多次，每次去办或者打电话，都被气得直哆嗦……”10月17日，在济南居
住生活、户口在兖州的张梅发布了这样的长微博。今年7月底怀孕后，张梅和丈夫吴伟及他们的亲属在曲
阜、兖州、济南三地跑了十几趟也没办成准生证。而根据规定，两个人在户籍地和现居住地都可以办理。10
月21日，记者跟随吴伟、张梅开车从济南到曲阜，再到兖州，最后回济南，全程了解了两个人办理准生证的
遭遇。

本报记者 张泰来

省人口计生委：

三地都能办理

将进行监督

孕妇张梅：

“原以为简单的事，没想到这么难”

今年24岁的张梅是兖州
人，老公吴伟来自曲阜。2011
年7月，两人在曲阜民政部门登
记结婚。婚后，吴伟在济南一
家单位上班，张梅研究生毕业
后没找工作，想先要个孩子。

今年7月底，张梅怀孕了。
办理准生证的事情提上了两
个人的日程。

吴伟的户口在曲阜，张梅
的则在兖州。两人不仅去了济
南居住地所在的居委会，各自
的父母也咨询了曲阜和兖州

的居委会，“原来以为简单的
事，没想到会这么难。两个多
月跑了十几趟，还是没有结
果。”张梅说，吴伟母亲在曲阜
办证时，一位姓王的妇女主任
给出办理条件：交一万元押
金，找三个村里“老户”担保，
不然不给办。张梅的母亲在兖
州跑了4趟同样没办成。

发微博前，张梅和丈夫也曾
回曲阜咨询办理准生证，“跟居
委会妇女主任闹得很不愉快，想
在网上发泄一下情绪。”

曲阜大庄居委会：

交万元押金并找担保，却无相关规定

21日7点左右，吴伟和张梅
开车从济南出发，9点左右，记
者跟随两个人到了曲阜鲁城
街道办事处大庄居委会，向负
责计生工作的妇女主任王主
任提出办理要求。

“担保了吗？填个表担保
去，有什么事俺如果找不到你
的话，谁给你签字俺好找谁负
责任。”王主任说。

吴伟接着问起收一万元
押金和提供担保的依据是什
么，王主任称，“一个村街有一
个村街的规定”，别拿其他地
方的规定来比，想在这儿办就
得服从这里的管理。

尽管吴伟多次表示，想看
一下收取押金的规定，但王主
任一直没有出示，最后干脆说
没有相关规定。

“收钱不是目的，是为了
促进工作。”王主任说，吴伟、张
梅不在当地住，换个电话就找不
着了，不找人担保不好管理。

王主任坚持办准生证必
须交押金、找担保。至于押金
的用途，王主任称，其中2000
元是管理费，另外8000元是押
金，两人的计生关系转走了，
押金可以退还。

王主任还举了其他人办
证例子说一直是这么管理的，

“一万块钱太多，可以少点，你
知道就行了。”

两人打算离开时，鲁城街
道办事处计生办一位吴姓负
责人赶了过来。这位负责人
称，张梅和吴伟现在不在曲阜
常住，应到兖州女方户籍所在
地办理准生证。

兖州文东社区：

未明确说不能办，建议把户口迁曲阜

上午11点30分左右，吴伟、
张梅又驱车从曲阜赶到兖州
鼓楼街道办事处文东社区。

主管计生工作的妇女主
任储主任不在，一位工作人员提
供了她的手机号码。电话中，储
主任听说吴伟、张梅在曲阜结
婚，在济南有房子，抱怨说张梅
母亲之前没把情况给她说清楚。
她分析称，曲阜不给办证因为张
梅提了在济南有房的事。“你要
不提，一点事都没有。”

“你把户口起到你对象那
儿去。”储主任说，兖州(办准生
证)的办法是居住地管理，不好
给张梅办证。

“是不是就不能在咱这儿
办了？”张梅问。储主任没有明
确说不可以，只是说吴伟、张
梅在济南居住，应该济南办
理。如果是在兖州办，后续的
管理工作复杂，“不是盖个章、
一天两天的事儿，查体啊、上
环啊都很麻烦。”最后，储主任
还是建议张梅迁移户口。

在文东社区所属的鼓楼
街道办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至
于在兖州能否办理，工作人员
没有明确回复，只是登记了两
人的信息，“先回去吧，我们跟
居委会协商一下，一周之内给
你答复。”

济南洪楼北居委会：

可以办但太麻烦，不如回老家办

吴伟和张梅的房子在花
园路，属山大路街道办管辖，
吴伟之前曾到洪楼北社区居
委会申请过。“计生办工作人
员态度挺好，说可以在这里
办，但户口不在这不能管理。”

下午3点多，吴伟和张梅
从兖州赶到了济南洪楼北居
委 会 ，计 生 办 一 个 人 也 没
有。下午4点30分左右，吴伟
打通电话，工作人员说，这
周 忙 着 做 经 济 普 查 ，没 有
空，月初和月末提交申请都
可以，因为是下月初才往上
报，让吴伟不要着急，“下周
一再见面详谈。”

23日9点40分左右，记者
再次来到洪楼北居委会，两名
计生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办理
流动人口准生证，但不负责管
理，建议回户籍所在地办。

“你的计划生育关系还在
老家，依然归户籍所在地管
理。”最后的建议还是“回老
家办理”。记者提出，现居住
地居委会可以代管。两名工
作人员称，虽然可以但很麻
烦，要先回老家办理流动人
口生育证明，再把关系落在
工作单位所在地居委会，一
时半会办不出来。

(吴伟、张梅均为化名)

不同情况下

准生证如何办？

申办人可以自由选择男女一
方户籍地、现居住地或女方单位
属地办理。对于已经纳入计划生
育管理系统的夫妻，持夫妻双方
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原件及
三张二寸近期夫妻合影照片，到
管理地办理。

对于未纳入计划生育管理系
统的，首次接受申请的乡镇 (街
道)计生部门应予以受理，自受理
之日起的7个工作日内，审验、核
实当事人双方户籍所在地(或单
位)开具的婚育证明，并及时通知
其管理地。管理地在接受通报起7

个工作日之内，核查相关证明材
料，对该育龄妇女建档管理，并反
馈首接地，由首接地查询管理系
统后办理准生证。

长期流动、无单位出具婚育
状况证明材料的，首接单位可根
据育龄夫妻婚育状况承诺书予以
办理《手册》，并与育龄夫妻签订

《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协议》，同时
将办理《手册》情况及签订的协
议，通过网络或以函件的形式通
报管理地。

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大中
型企业已婚女职工和职工家属办
理《手册》的，属单位管理的由单
位办理，移交地方管理的由单位
所属地乡镇(街道)办理。

21日，曲阜大庄居委会妇女主任王主任说，办准生证必须交
一万元押金，找三个老户担保。 视频截图

吴伟和张梅21日为办理准生证驱车辗转三地示意图

9点左右到达
不交押金不找担保不能办

11点30分到达
建议迁户口

早上7点出发

下午3点多到达
建议回老家办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的背后，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意识出了问题；而其深刻根源在于权力的傲慢
和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的散漫。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当下，本报推出“纠风行动”系列报道，以三个版
面开篇，既曝光那些浸透“四风”的违规行为，也褒扬改进作风、真正服务百姓的举措，期冀以此，真正让为民、爱
民、务实、高效的清风吹拂到公众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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