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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时，徐继万的儿子
徐睿大学毕业，毕业后在青岛
工作并与女友同居，随后女友
意外怀孕，在徐家人的支持
下，徐睿女友于2011年9月20日
生下一个女孩，三人很快回到
聊城阳谷县老家。

2013年，在给“孙女”落户
时，徐继万才知道，独子徐睿
由于不到年龄，属于非婚生
育，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才能
落户。

“当时我们了解到，只要
交钱就行。”11月9日下午，徐
继万接受采访说，当时有人告
诉他们，不仅能让孙女落户，
而且以后还能再办二孩证。

2013年3月，徐继万将东拼西凑
的15201元交到了镇计生办，随
后儿子徐睿办理结婚证，孙女
也落了户。

但是，2013年12月，当徐继
万和儿子、儿媳拿着镇计生办
开具的证明去办理二孩《生育
证》时，却被阳谷县卫计局的
工作人员告知，无法办理。

徐继万当时非常不解：镇
上都开了证明，怎么到了县里
就通不过呢？“我儿子是独生
子，儿媳是农村户口，而且头
胎还是女儿，从哪点说都应该
批给我二胎啊。”

时值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不久，国家公布了单独二孩政

策，各省也在紧锣密鼓制定具
体落地方案。

县卫计局人员告诉徐继
万，由于1989年12月出生的徐
睿，在生育女儿时不符合法定
结婚年龄，因为这一条，无法
办理二孩。随后徐家人多次找
到县卫计局，但始终无果。

徐继万说，因为之前觉得
“肯定”能办下二孩证，儿媳已
经怀孕大约1个月，但没想到
中间横生变故，不得已，“只能
先让儿媳把肚子里的孩子打
掉。”

之后，徐继万在同镇另一
个村民支持下，于2014年11月
将阳谷县卫计局一纸诉状告

上法庭，认为后者不批准自己
儿子二孩属于“严重的行政不
作为”。

“当时觉得自己占理，而
且托人打听了，觉得一定能
赢，才告了卫计局。”徐继万
表示，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自
己败诉。随后，徐继万不服，
又提起上诉，结果上级法院
维持了原判。

“儿子本来不支持我打官
司的，而且后来他也不想再生
了。”徐继万说，但自己始终感
觉憋屈，并全权代理了儿子的
官司：“为啥别的条件都符合，
只凭一条计生条例的规定就
不让我们生二孩？”

全面二孩何时落地？国家卫计
委曾表示全国人大修法通过之日
是该政策生效之时。近日，国家卫
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再次回应称，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从今年3

月份就进入工作状态，并表示期盼
能赶上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底
的审议。

在近日国新办举办的政策吹
风会上，有记者问能否通报一下计
划生育法修订进度，是否已经完成
了草案；并询问该草案能否赶上12

月底全国人大审议以及明年1月1日
能否落地。

王培安回应，卫计委早就为修
法做准备。他表示，修法的小组从
今年3月份就正式进入工作状态。

“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提出了修
订的方案。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
大法工委和教科文卫委也高度重
视、积极支持，在工作层面我们已
经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协商，修法
的方案正在按程序进行。”

王培安最后补充，“我们的想
法和你刚才提出的期盼是一致的，
正在抓紧推动相关工作。”

据新京报

卫计委：

期盼元旦施行
全面二孩政策

近期，广东省卫生计生委相关
负责人也表示，修订后的《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施行之日，就是“全面
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之时，各省不
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

目前，广东正积极推进政策实
施，目的是等“全面二孩”政策实施
时，广东省能尽早修订省条例，尽
早出台政策衔接文件和配套管理
措施。此外，广东省卫生计生委称，
正在制定“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工
作方案。 （宗禾）

广东

正积极推进
政策实施

噪已怀孕约1个月，最终还是打掉了

非非婚婚生生头头胎胎，，咋咋办办不不了了二二孩孩证证
聊城一单独家庭两次起诉当地卫计局，均因同一计生规定败诉

9日下午，记者从徐继万
提供的县、市两级法院的判决
书上看到，让徐继万两次败诉
的最核心理由，涉及到“《山东
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

条第二款”的一个规定。
随后，记者查询了2014年

新修订的《山东省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发现，该条例第44

条第二款有如下规定：“对不
符合法定结婚条件而生育第
一个子女的，按照第四十二条
规定的基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并不再批准其生育第二个子
女。”

徐继万说，徐睿生女儿
时，确实距法定结婚年龄（22

周岁），还有2个月左右时间，

因此也没领结婚证。而正是这
个时间差，让徐睿失去了办理
二孩生育证的机会。

“当时根本不知道还有这
样的条例啊。”回忆起去年至
今的打官司经历，徐继万懊恼
不已。

“按照计生条例的规定，
法院的判决没有问题。”10日
上午，济南一家律所的律师告
诉记者，“除非这个条例改了，
否则徐家很难办下二孩证。”

“他这种情况属于头胎计
划外生育，所以不给办理二孩
证。”10日下午，济南一位基层
计生工作者说。

据了解，所谓“计划外生
育”，指未取得《生育证》而生

育孩子的情况，包括没有领取
《结婚证》而生育，符合生育政
策但没有《生育证》而生育以
及超生等3类情况，徐睿的情
况属于上述第一种，即“未领
取《结婚证》而生育”。

记者查询得知，1996年制
定的《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

（已于2002年废止）中规定，严
禁计划外生育，并规定“对非
婚生育的从重处罚”。

2002年山东省新制定的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中，则对计划外的情况进
行了细化，并明确提出，不符
合法定结婚条件而生育的，将

“不再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
（即前述44条第二款），后历经

2013、2014年两次修正，这个条
款一直没有变动。

记者随后又查询河北、北
京、广东等省份，发现对于非婚
计划外生育的，一般只要缴纳
社会抚养费，准许生育二孩。

11日下午，国家人口与计
划生育委员会立法咨询组专
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教授湛中乐表示，国
家计生法这一上位法对此没
有明确规定，各省都是根据自
己实际制定的条款，但像徐继
万这样，对不符合结婚年龄生
育了头胎，而直接堵死二孩

“念头”的省份，非常少见。
湛中乐建议，类似情况可

以考虑继续诉讼。

噪多省规定：非婚计划外生育的，准许生二孩

记者多方调查发现，类似
徐睿这样，因为不符合法定结
婚条件而生育第一个子女，随
后再想生二孩却办不下《生育
证》的，省内不在少数。

“我们群里大部分人都是
这种情况。”10日下午，记者辗
转加入一个名为“山东计划外
一胎”的QQ群，群主“重拾那
蓝色的梦”表示，很少有人像
前述徐睿的父亲徐继万那样，
走了法律诉讼的道路。

“重拾那蓝色的梦”叫张
守群，是临沂市莒南县人，她
说，2010年生孩子时，由于丈夫
差一个月才够结婚年龄，因此
孩子属于“计划外”，交了将近
1万元才落的户，“以后才知

道，虽然交了社会抚养费，而
且我老公是独生子，也是办不
下二孩证的。”

随后，感觉“很气愤”的张
守群，于2014年建了上述QQ

群，结果群里很快就加满了
500人，之后她又建了个200人
的小群，同样很快又满员。

而山东省计生条例44条，
无疑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一
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10日下午，记者看到，这
个旨在“争取合法生育二孩”
的群里的成员，几乎涵盖了山
东全省17市，他们的共同特点
是：生育头胎时妻子（或丈夫）
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即不符合
法定结婚条件），想生二孩办

不下准生证，其中多数人都交
了一胎的社会抚养费。

“我所在的村子里跟我情
况类似的得有十几个人吧。”
该群一个叫李琳（化名）的群
友告诉记者，她跟老公是“双
独”，2013年生的孩子也属“计
划外”，同村跟她情况差不多
的还有十来个。

“一个女孩子家，初中小
学毕业，不出去打工，就在家
结婚了。”李琳说，她也是生
了孩子，才知道有这样的条
款的，“第一个时意外怀孕，
没办法只能生。到第二个想
生了，却又办不了证，你说我
们该怎么办？”

李琳说，每当国家有关于

计生的风吹草动时，都会有群
友把消息贴出来，但一次又一
次，却发现始终无人关注他们
这个群体。

“现在都感觉有点绝望
了。”前述群主张守群说，现在
群里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全
面放开二孩上，“希望能修改
计生44条。”

至于如何修改，张守群等
希望，“像外省一样，交了社会
抚养费，可以合法申请生育第
二个子女。”

“现在，我们都在等。”已
经身在外省打工的张守群说，

“希望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
要忘了还有这样一群想生二
孩的人。”

噪相同遭遇者：希望修法时别忘了我们这一群体

安徽省卫计委表示，目前安徽
省启动了“全面二孩”实施方案的
制定，并加快落实步伐，将在近期
组织生育意愿摸底调查，开展条例
起草、修改调研前期工作。

近期，安徽省将组织“全面二
孩”政策新增目标人群和生育意愿
调查摸底工作，开展条例起草、修
改调研前期工作。随后，报请安徽
省人大常委会启动《安徽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修改程序，审议《修
改草案》。新条例一经安徽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通过，即向社会公布实
施。 （宗禾）

安徽

启动制定实施方案

据媒体报道，近日，甘肃省卫
计委就贯彻落实国家“部署实施全
面二孩政策工作座谈会”精神进行
了安排部署。甘肃省将成立全面二
孩政策领导小组，统筹做好全面二
孩政策落地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着
手起草我省实施方案。同时，要做
好启动修订地方条例的准备工作
和相关政策衔接工作。

（宗禾）

甘肃

成立领导小组
统筹工作

不到结婚年龄，意外
有了孩子，几年后想再要
二孩却被告知无法办理

《生育证》，一气之下将县
卫计局告上法庭，最后却
因计生条例有规定两次
败诉。今年49岁的聊城阳
谷人徐继万不知道，他这
辈子还能不能抱上第二
个孙子（女）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志浩

相关新闻

各地情况

徐继万说，当时他所
在的闫楼镇已经同意儿媳
的二孩请求，并签字盖章，
但到了县里被卡住了。图为
二孩申请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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