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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说：从中央决定出台到“单独二胎”政策

落地，中间会有一段过程，但不会有太久

的间隔。“单独二胎”政策落地，会引发一

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抚养费的征

缴。因此，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中，可能需

要设置一个节点，对节点之后出生的“单独

二孩”，免缴社会抚养费。但对节点之前出

生的“单独二胎”，可能要按照修订前当地

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算做超生的孩子，

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不过，对这部分孩子

按照什么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才能让这

部分“单独”家庭觉得公平、可接受，就要看

地方政府能否出台妥善的配套细则了。

“单独二胎”政策元旦还来不及实施
目前抢生二胎仍需缴纳社会抚养费
■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近日，网上传说，上海从明年元月 1日起

正式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少读者致电本报

询问具体政策。对此，新区卫生计生委表态，

上海市卫计委已正式向市人大递交报告申请

修改《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不过由于修改法

规需要走相关流程，因此估计元旦前还来不及

完成修改审议，具体政策还要再等等。

“我老公独生子女，前几天居委会电话来

了，说明年开始我可以生了。”宝山区市民戴西

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这个帖子迅速被很

多人转发，不少市民表示，自己所在居住区的

居委会并没有下发这样的通知。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重要

决定中，明确提出允许单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

生育第二胎，但这只是宏观政策，具体落实到

各地区，还要重新修改《计划生育条例》。”市卫

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

海已经正式向市人大递交了修改《上海市计划

生育条例》的报告，何时正式实施这些政策，还

要等市人大召开常委会重新就修改稿审议表

决。而市人大则表示，有关修改审议还需要走

一个流程，元旦正式实施新政恐来不及。

据了解，目前实施“单独二胎”政策的主要

障碍是修改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因此，

只有早日启动修法程序才能尽快实施。新区

卫计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单独二胎政策一旦出

台就是长期的，在具体政策出台前，没必要抢

生。而在正式实施办法出台前，单独家庭生二

胎仍将因违反计生规定而受到处罚。“现在条

例还没有修改，现在生还可能是违法。”

此前，市卫计委已明确表示，上海可能会

在半年至一年后再启动“单独二胎”政策。除

了要走立法流程，还需要与各部门配合，协调

好人口出生涉及的公共资源配置。比如发改

委、教育、卫生等相关部门要作相应的协商和

沟通，以保证孩子在孕产期能够得到好的护

理，在医院有床位，就学有学校招生。市卫计

委副局级巡视员张梅兴表示：“房产资源配置

够不够，能不能跟上；生育保险的资金能不能

跟上；接下来还有孩子的幼儿园、托儿所等这

些资源的配置，这些需要大家共同来做好应对

方案才能执行。”

据悉，上海单独家庭已经超过了 40 万

户。市卫计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公

共服务配套，应对短时间可能出现的“生育

潮”，包括产科床位配备、人员储备和培训

等。同时，还将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服务，做好

人口出生预测、预报，引导育龄夫妇合理安排

生育计划，并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实现政策的平

稳衔接。

不过，市卫计委统计显示，目前上海户籍

人口中约有 200多万个双独家庭，按现行政策

都有资格申请生二胎，但是 5年来，实际申请

户数仅1.3万余例，实际生育登记仅7千多户，

占比0.35%。这也预示着，对40多万单独家庭

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出生人口骤增。

单独二胎，是指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

女，第一胎非多胞胎，即可生二胎。独生子

女是指本人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或同母

异父的兄弟姐妹。2013 年 11 月 15 日，十八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

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

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

政策”，这标志着延宕多年的“单独二孩”政

策将正式实施。

“单独二胎”政策的启动实施，将对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将给千家

万户带来怎样的改变？

劳动年龄人口增加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下，未来15年后，

劳动力总规模将每年多出2800万。

老龄化程度降低
2012 年 60 岁 以 上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14.3%，2030 年将达 25%左右，预计到 2050

年左右，老年人口达到4.4亿左右的峰值，

约占总人口的 1/3。调整生育政策，有利

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

出生人口性别趋衡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1994

年以来一直高于 115，2004 年高达 121.2，

2009 年 以 来 有 所 下 降 ，2012 年 仍 高 达

117.7。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

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实施“单独

两孩”政策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

正常，但一定能使其下降。

家庭发展能力提升
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减，从1982年的

4.43人降至2010年的3.1人。独居老人家

庭比例有所升高。我国现有独生子女家庭

1.5 亿多户，出现一些“失独”特殊困难家

庭。家庭的婚姻、生育、养老等传统功能有

所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单独两孩”

从政策上终止了“4-2-1”的家庭结构，有利

于家庭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有利于提高

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子女教育。

【政策解读】

新的政策只涉及约 100 万对夫妇，可

增加人口有限。 ——法新社

人口统计专家说，这一政策实施后，中

国每年的新生儿人数可能增加 100 万至

200万。 ——《纽约时报》

中国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有助于解决人

口老龄化和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

——芬兰《赫尔辛基新闻》

今后中国家庭的孩子将不会像独生子

女那样孤单。 ——新西兰《自治领邮报》

【海外舆论】

【专家建议】

“抢生”二胎缴费标准需细则
【名词解释】

“单独二胎”将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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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富向社区居民展示他创作的书法作品。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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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又是一年落叶时。浦西首次推出几条不

扫落叶的景观路，引来市民一片喝彩。其实，

最早提出“落叶不扫”的是位于源深路上的香

榭丽小区里的一位居民——著名书法家张守

富。从 2011年起，香榭丽红叶艺术节都以醉

人的落叶作为天然的背景。

“一个小区就是一个家，红叶不扫就是给

大家留个风景。”今年张守富把这个“家”字写

得更大了，上升到“家道”的层面，出版了一本

专门讲“家道”的书。据悉，今年春晚央视慰问

边防官兵就将送去《家道》这本书，“送去家的

温暖、家的文化。”

张守富讲的道理朴素却精辟：“你买的房

子，天花板是你的吗？不是，你的天花板也是

楼上人家的地板。”“家道”的“道”就在于“大

家”，不要老想着自己的“小家”，对“小家”的感

情要延伸到“大家”。

张守富出生于1949年，幼年丧父，是母亲

和长兄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虽然出生贫寒，但

他家乡的殷实人家很重视文化普及，在浓郁的

文化氛围下，他6岁学习书法，9岁学习音乐，这

使他在16岁以文艺专长从军，走上了一条文化

之路。“这些年做过军人、文人、商人，体会最深

的还是家，是家的文化。”尤其是在担任山东地

方志的编撰工作中，查阅了大量的孔子家谱等

文献，让他萌发了研究“家道”的想法。

为了一个“家道”，张守富在新作《家道》创

作中多次泪流满面，他说：“我是流着眼泪写，

编辑也是流着眼泪编的，我相信读者看过了也

会流下眼泪的。”作者用大量的人生经验与生

活实践，融汇了上海、山东等各地文化人士以

及国际友人的观点、故事，以中国传统家庭优

秀文化中的“孝、爱、和、能”深邃内涵为基石和

主线，从家庭样式、家庭结构、家庭内涵、家庭

关系、家庭观念等各个层面，系统阐释了和谐

幸福文明家庭建设的基本方向，以及人与家、

家与国的相互关系和处理解决各种家庭矛盾

的科学方法。

“家文明了，社会就文明了。”张守富这个

朴素的“家道”观念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认可，

也得到了相关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据透露，

新年他将在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成

立一个家道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家道文化传播

工作。

对“小家”的感情要延伸到“大家”
浦东居民张守富从事“家道”研究出成果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250克的油票，一市斤的粮票，还有那本红

色的小本子……还记得吗？它们曾真实地出现

在人们的生活中。12月23日，位于浦东的上海

澳星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举行“红色收藏

展”，员工们将自己的收藏拿出来展示，从一个

侧面记录了那个红色的年代。

藏品种类繁多，除了海报、书籍、邮票及画

像，更多的是毛泽东纪念章和语录，其中仅各个

版本的语录就有100多本。

澳星照明党支部书记王争鸣告诉记者，员

工“红色收藏展”已连续举办了3年。“这些藏品

都是上了年纪的员工提供的，很多年轻人对那

个时代几乎一无所知。举办这样的展览，可以

让年轻人多些了解。”王争鸣说道。

■通讯员 唐品璋 浦东报道

年近八旬的庄莉萍是金融系统退休的一

位老干部，周浦镇上熟悉她的人都尊敬地称

呼她庄大姐。

庄大姐热心社会公益，被 300多户小区

居民推选为业委会主任，她的身影经常出现

在小区的某一个角落，环境卫生、车辆停放等

小区日常工作在庄大姐的带领下井井有条。

今年 10月 8日，天下大雨，小区出现积水，庄

大姐和业委会的几位同事忙着协助家里进水

的居民排水，回到办公室后还要研究解决方

法，等走下楼梯时双腿无力，一下子跌下三级

台阶，爬起来后连声说：“没啥，没啥。”回到家

中，庄大姐筋疲力尽瘫倒在床上。

庄大姐还是周浦银发乐的副理事长，负

责财务和妇女工作。她是金融系统出身的老

干部，管理银发乐的财务真是小菜一碟，账目

做得清清爽爽。她还带领老妈妈、老婆婆们

编结毛衣、帽子、手套，把温暖送给敬老院的孤

寡老人；她经常组织社区妇女进行点心手艺

交流，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庄莉萍虽年近

耄耋，但在大家的心目中还是一位朝气勃勃、

豁达开朗的知心大姐。王老伯和老伴有矛

盾，专门请她去家里调解；再婚的闵阿姨心里

有些疙瘩，庄大姐帮她分析解开问题症结。

庄大姐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受到人们称

赞的时候，常常会说：“我有个好老伴，没有后

顾之忧。”庄莉萍的老伴诸大伯除了把家务安

排妥当之外，还当好庄大姐的参谋，每当国内

外有重大事情发生时，喜欢读报的诸大伯就

把图片和有关内容剪下来，粘贴成专版，和庄

大姐一起送到社区展出，与大家一起分享快

乐。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日前，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桥分中

心改扩建工程项目进行了环评公示。根据公

示，该中心因中环线浦东段（东段）工程建设

需要，将在原址基础上改扩建，由此中心的病

床位将由现在的50张增加到90张。

据了解，目前中环线浦东段（东段）工程

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金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金桥分中心因地处中环线西缘，有 400
多平方米土地被征用，涉及到门诊部候诊、挂

号、收费、药房、诊室等院内建筑。

为此，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桥分中

心计划在原址改扩建一幢 5层（局部 6层）的

门诊住院综合楼，总建筑面积为 7600 平方

米，预计明年7月投入使用。

员工收藏
记录“红色年代”

耄耋老人热心公益 金桥卫生服务分中心将改扩建

病床位增至90张

“红色收藏展”吸引员工观看。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