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应
依法给予女方生育假，给予男方护理假。引导
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妇女儿童医院、
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服务机构。推进在
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密集区域设置哺乳室。”
近日，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
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意见》，要求
各地各部门充分认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长
期性和复杂性，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
摇，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人口与
资源环境、坚持国策与维护群众利益的关系，
积极稳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大力推进计划生
育服务管理改革，为建设经济文化强市、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人口形势深刻变化

实行计划生育近四十年，为稳定我市低生
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建设幸福美丽达
州作出了积极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市人口形势发生深刻
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人口结构
性矛盾凸显，老龄化程度较高，劳动年龄人口
持续减少，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出生人
口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
大，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和困难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
任重道远；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社会公共服

务特别是妇幼保健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实施全面两孩政
策，赋予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新的内涵，计
划生育主要任务由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调控
总量、提升素质和优化结构并举转变，由行
政管理为主向更加注重服务家庭转变，由主要
依靠政府力量向政府、社会和公民多元共治转
变。

注重政策前后衔接

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
严格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特别扶助等
各项奖励扶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已
经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的，按规定的条
件、标准和年限继续执行。自2016年1月1日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没有再生育的计划生育
家庭，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纳入计划生育家庭奖
励扶助和特别扶助。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只
生育一个孩子的，不再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也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及奖励
扶助和特别扶助政策。

对政策调整前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继续
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政策，在社会保障、集
体收益分配、就业创业、新农村建设等方面予
以倾斜。对政策调整后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
的夫妻，不再纳入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待和计
划生育奖励扶助范围，在养老保险等方面不再

予以倾斜。

大力实施便民服务

落实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对生育两个以内
（含两个）孩子的，不实行审批，由夫妻自主安
排生育。一孩、二孩《生育服务证》实行声明领
取，夫妻可在怀孕前，凭双方身份证明和结婚
证到一方户籍所在地或现居住地乡镇（街道）
卫生计生部门办理生育登记，或登陆四川省计
划生育便民服务网站、关注“四川卫生计生”政
务微信公众号，上传相关资料进行办理。对办
理生育登记的夫妻，及时主动提供相关咨询、
保健服务。需要《生育服务证》的，登记后由卫
生计生部门免费发放。

优化特殊情形再生育审批流程，符合再生
育条件的，由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审批发放《生
育证》。《生育证》不规定有效年度，批准对象生
育后自动失效。

推行承诺办理，对因特殊情况无法提供法
定或齐全的证明材料，受理、办理机关经多方
核查也无法确认其婚育情况的，由夫妻双方对
其婚育情况真实性作出承诺后办理。推行委
托办理，申请人确有特殊原因或实际困难无法
亲自领取、申办计划生育证件的，可委托他人
代为办理。推行代理服务，申请人按要求备齐
相关材料后，可由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代
为领取、申办计划生育相关证件。

推进《生育服务证》与《母子健康手册》《预
防接种证》等有机结合，实现多证合一、一证多
用。

严查政策外多孩生育

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对政策外多孩生
育的，依法依规征收社会抚养费。对不依法缴
纳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对违法生育多孩的党员干部和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还应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
分。

增强性别平等意识

深入开展卫生计生普法教育和社会宣传，
增强性别平等意识。广泛开展“关爱女孩行
动”“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完善有利于女孩
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政策，促进社会性别平
等。

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
作机制，卫生计生、公安等部门要加强工作联
动，深化区域协作，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依
法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
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加强专项督查，落
实责任追究制度，确保我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趋
于正常。

（邱文浩 本报记者 罗天志）

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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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发布：
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以下简称民用无人

机），是指没有机载驾驶员操纵、自备飞行控制系
统，最大起飞重量大于0.25千克（含0.25千克），并
从事非军事、警务和海关飞行任务的航空器。

二、民用无人机在管控空域内飞行，应当依法
向飞行管制部门提出飞行空域和飞行计划申请，
经批准后实施，飞行全程接受监控。

三、未经批准，禁止民用无人机在民用机场沿
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道端外20公里和军
用机场沿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5公里、跑道端外20
公里范围内的净空保护区域、军事管理区、监狱、
发电厂及其周边100米范围内，铁路和高速公路、
超高压输电线路及其两侧50米范围内，大型军
工、通讯、危险化学物品生产储存、物资储备等重
点防控目标区，省和市（州）人民政府公告的临时
管制区域等五大禁飞区域活动。

（注：我市下列行政区域属达州机场净空保护
区：通川区东城街道、西城街道、朝阳街道、西外
镇、复兴镇、北外镇、磐石镇、双龙镇、罗江镇、东岳
镇，达川区翠屏街道、三里坪街道、河市镇、百节
镇、渡市镇、赵家镇、金垭镇、碑高乡、双庙镇、草兴
乡、木头乡、申家乡、木子乡、石板镇、罐子乡、幺塘
乡、斌郎乡、江阳乡）

四、民用无人机所有者应当按照民航部门规
定登记姓名、有效证件号码、联系方式、产品型号、
产品序号、使用目的；单位应当登记单位名称、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组织机构代码。登记完成后，
在民用无人机上粘贴登记标志。

民用无人机操作人员应当依法取得与飞行活
动相对应的驾驶员资质及证照；禁止改装民用无
人机的飞行硬件设施或者改变出厂飞行性能设
置。

五、民用无人机所有者应当依法使用民用无
人机，对使用安全负责；操作人员（含驾驶员）对民
用无人机飞行安全负直接责任。凡未按规定进行
登记或者提醒、警示购买者，未按规定登记或者粘
贴登记标志，未按规定变更登记或者及时注销原
登记信息，未按规定如实登记并实施飞行活动的，
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同时对公民个人处以1000
元以下罚款，对企业或单位处以 1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上空放
飞影响飞行安全的民用无人机，由机场所在地公
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按照《民
用机场管理条例》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对违反《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
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四川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安全管理规定（摘要）

1932年冬，川东游击军整编后，冉
南轩任第一支队支队长。为配合红四方
面军向东发展，1933年5月25日，他与
蒋琼林一道，率支队深入虎穴，将拥有
200余人枪、抗拒革命的芭蕉场团总汤
干臣等处决；接着，又击毙了三河场团
总杨吉成、魏范武。捣毁了两个团练队，
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1933年10月中旬，川东游击军配合
红四方面军发动宣达战役，一举解放宣
汉、达县、万源3座县城和3个县的绝大
部分地区，使川陕苏区向东扩展300里。
下旬，又将被困于南坝场一带的敌人8
个团击溃，从而解放了宣汉全境。

11月2日，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冉南轩所率领的
第一支队被整编为该军第九十八师，冉
南轩任师长。而此时，冉南轩正率部开
赴杨柳关，投入反“六路围攻”的激烈战
斗。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与敌展开白
刃格斗，占领了杨柳关这个川陕苏区东
边的重要门户。接着，一鼓作气追击逃
敌至开县境内。后奉徐向前总指挥命
令，率部回撤坚守杨柳关至凉风垭一
线。

11月13日，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周光
坦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等
人到宣汉县双河场召开党代表大会，成
立中共绥定道委。其间，贯彻张国焘
“左”倾错误路线，以审查代表资格为名
“肃反”：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曾在
国民党机关、部门干过公务的，都被作
为反革命分子予以清查、审讯、杀害。双
河场会议后，总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
部副主任周纯全率保卫局“肃反”队进
驻红三十三军军部搞所谓“整军”。他们
以加强领导、扩充队伍为名，将连以上
干部几乎全部换掉，从火线上把红九十
九师第二九八团、二九九团和第九十八
师排以上干部调回军部，清查所谓“反
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对派”等。
以手掌有无茧疤、是否上过中学、是否
在国民党政权做过事作为划分革命与
反革命、好人与坏人的标准，层层怀疑、
清查打击。

冉南轩披着一身硝烟，从前线风尘
仆仆赶回军部，刚一进门，即被以“阶级
异己分子”逮捕。一些战士去看他，为他
鸣不平。他心地坦荡地对战士们说：“我
问心无愧，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群
众的事，没有辜负父老乡亲，一片忠诚，
日月可鉴。不论到哪里，受什么处置，我

都是共产党的人，是红军战士。”他勉励
战士们听党的话，跟红军走，为广大人
民翻身解放战斗到底。

第二天早上，冉南轩恋恋不舍地将
配发给他的胭脂马交还部队，默默无闻
地整理好军容，被肃反人员押着，从生
他养他的冉家垭口经过，大步向西走
去，没有回头。就这样，这位为川东游击
军和红三十三军屡建奇功，赤胆忠心、
英勇善战、令敌闻风丧胆的红军将领，
没有倒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而在“肃
反”扩大化中，于1934年被秘密杀害于
巴中。

1945年4月，在党的八大会议期间，
冉南轩被平反昭雪。同年，其名字被载
入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
名录》。

戎马五十载
——向守全

在南国花城广州，有一户独特的革
命之家。这个家庭曾走出过三位红军战
士和20位解放军军人。这个家庭的主人
就是达县籍红军老战士，广州警备区原
副司令员、顾问向守全。岁月的犁铧在
他的额上犁出了道道皱纹，敌人的枪炮
和刺刀给他的身躯留下了10多处伤疤。
正是这些皱纹和疤痕，还有他收藏了多
年的勋章，仿佛在向人们注释着长征的
艰难历程，讲述着那数十年金戈铁马的
战斗岁月。

向守全，原名向守金，达县岩门场
（今青宁乡岩门村）人，1919年出生于一
个贫苦农民之家。父亲向以贵，是个老
实巴交的庄稼汉。为了全家五口人的生
计，他长年累月给邻村地主曾大达当长
工，艰难度日。

1926年，又一个大旱之年，农田失
收。可怜的母亲张氏因病无钱医治，又
忍饥挨饿，年仅35岁便撒手人寰。据收
殓的人说，她死后双眼睁得大大的。这
一年，向守全才7岁，弟弟向守义6岁，还
有3岁多的小弟路儿。

向以贵强忍悲痛处理完妻子的后
事后，不得不带着孩子走上流浪奔波的

求生之路。扛活、抬轿子、打石头，什么
累活苦活都干，但总是填不饱一家四口
的肚子，他只好常叫孩子们挖野菜充
饥。

为了活命，向守全10岁就去给地主
打工，每天要割回两大背篼猪草或牛草
才能喝上一碗能照出人影的稀粥。夜晚
睡在猪圈隔壁的农具房，又脏又臭。冷
风飕飕，他只好多垫些稻草御寒。

母亲死后的第三年，小弟又夭折
了。听说弟弟死了，向守全痛不欲生，急
着要回家看看，可地主就是不准他走。
他只好在傍晚时分趁给牛添草的机会
悄悄溜回家。一进家门，父亲和弟弟已
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一早，向守全赶回到地主家
背上背篼正要出门割草，突然被地主拦
住了。可恨的地主要罚他多割一背篼
草，并恶狠狠地将镰刀往地上一掷，镰
刀弹到向守全脚背上砍出一道大口子，
顿时鲜血直流，幸亏另一名长工从地主
堂屋的香炉上抓来一把香灰抹上，才把
血止住，但那块疤痕永远留在了脚上，
也永远留在了向守全幼小的心上。

好不容易熬到了1933年的盛夏时
节。一天上午，向以贵抬着轿子正在赶
路，忽然看到一支部队开了过来。仔细
一看，这是一支身穿粗布衣，头戴红五
星，衣领缀着红领章的部队。他从未见
过这样的部队。

那天晚上，向以贵悄悄来到这支部
队的一个营地打听虚实。“长官，你们是
啥子部队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中
国工农红军，是为广大劳苦大众翻身求
解放的队伍。我们都叫同志，不叫长
官。”

“算我找到救星了！”向以贵双手作
揖，说：“我一家五口，老婆病死了，小儿
子饿死了，现今还剩下父子三人。命苦
啊，让我们都参加红军吧！”

接待他的首长一问他大儿子才14
岁，二儿子13岁，就说：“年龄太小了点
呀！”向以贵说：“十多岁的娃儿长得
快。”

“红军有严明的的纪律，能遵守
吗？”“能！”“红军要经常打仗，还有可能
要流血牺牲，你们怕不怕？”“不怕！”

看到忠厚老实的向以贵，这位红军
干部说：“这样吧，你年纪大，没什么文
化，就当炊事员。让你的两个娃当勤务
兵吧！”向以贵感激不尽，连说：“要得要
得！” （八十六）

闪耀的星群
�市老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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