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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二胎与生育保险“失之交臂”
比“一孩”的病残鉴定早三天出生

大儿子被诊断为渐冻人，二儿子终
于是个健康正常的孩子了，这让新市民
黄先生夫妇喜不自禁！哪知，因为二儿的
出生日期比大儿的病残鉴定结果早了三
天，他们被告知“二儿”是抢生，属于违
法，无法享受生育保险等相关福利。

2014年，黄先生夫妇年仅2岁的大
儿子被诊断出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俗称“渐冻人”。去年4月，黄先生发现
妻子意外怀孕，因担心胎儿不健康，两人
赶到郑州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了基因诊
断。黄先生说，当时胎儿已两个多月了。
去年6月，诊断报告显示：胎儿健康。两
人喜出望外，立即向当地村委报告此事，
申请批准生育二胎。

由于当时全国尚未开放二孩，按照
相关法规，“已生育一个子女，经设区的
市以上病残儿童鉴定机构确诊为非遗传

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经
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村委联
系了计生部门上门调查，可因未赶上
上半年的病残鉴定，他们被安排至下
半年进行鉴定。去年11月6日，两人
到计划生育指导所进行病残鉴定后，
一直在家等待通知。

去年11月20日，黄先生妻子突
然腹痛，连夜送到医院后，当晚产下孩
子。一周后，黄先生拿到了大儿子的病
残鉴定书，上面的日期为2015年11
月23日。去年12月，黄先生到兰陵街
道计生部门办理生育服务通知单，以报
销生育险。不料，对方表示，二胎比病残
鉴定结果早出来，他们抢生属于违法，
不予办理。黄先生认为，他们得知怀孕
确认孩子健康后就告知了有关部门，如
今也拿到了病残鉴定，对方却以时间节

点为由设置关卡，是不是太不人性化了？
1月5日下午，记者找到了兰陵街

道计生科科长帅晓君。她说，病残鉴定每
年有两次，上半年在5月1日前报送材
料，下半年需在10月1日前报送材料，
因为黄先生错过了上半年的鉴定，只能
安排到下半年。她们当时到黄先生家中
调查时，已经明确告知，如果没有通过病
残鉴定二胎就出生，属于违法生育。去年
11月23日，病残通知书下达，黄先生的
大儿子虽然通过了鉴定，但二儿子此时
已经出生了3天。“这种情况以前从没碰
到过”,帅晓君说，请示过区卫计局、市卫
计委后，没有通过病残鉴定和再生育审
批就生育二胎属于未批先生，应该处罚。
出于人性化的考虑，不再对黄先生进行
处罚，不过，生育服务联系单不能办理。

记者随后又联系上天宁区卫计局副

局长俞霞芬。她介绍，按照程序，应当先
申请病残鉴定，鉴定通过后才可以办理
审批手续，发放再生育证，以此换领生育
服务联系单。二胎没生之前，通过鉴定都
可以换领联系单，但是像黄先生这样二
胎已经出生，按照行政审批环节和手续，
就不再发放再生育证了，也就不能换领
联系单。同时，也正是因为黄先生大儿子
通过了病残鉴定，才最终对其作出不予
处罚的决定。

不过，黄先生从去年6月就开始向
相关部门申请病残鉴定，过了5个多月
才最终拿到鉴定结果，时间是否过长？俞
霞芬说：“不长，都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办
理的。”她表示，病残鉴定由市卫计委统
一组织，每年两次，由省级专家来常统一
鉴定，“（过程）也是需要时间的”。

吴同品18351218505

孕妇出租车上生下双胞胎
常州“的哥”伸援手

本报讯 1月4日上午，丹阳市
民周先生带着锦旗来到常运出租汽车
公司，对车号为苏D/8922X的出租
车驾驶员杨福军助人为乐的高风亮
节，表达了全家由衷的感激之情。

元旦上午11点左右，杨福军途
经邹区镇 239省道与 340省道交汇
处时，突然看到路边一名男子又喊又
跳地挥舞着双手，他当即停车查看，发
现路边坐着一位孕妇，脸色苍白，手捂
肚子，神态极其痛苦。杨师傅见孕妇情
况不妙，立即让夫妻俩上车，迅速开往
武进医院。

车开出才几分钟，男子突然着急
地喊道：“不好，好像要生了！”杨福军
听后更加着急，可常金大桥路段人多
车多，根本无法快速通行，情急之下，
他向 110求救，要求提供救护车救
助。110指挥中心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经慎重权衡，告知他当务之急是快速

将孕妇送至医院，并通知沿途交警协
助。杨福军开启双跳灯，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连闯多个路口的红灯，从怀德
路上龙江路高架。刚上高架，孕妇突然
一阵急促的叫喊，没多久，车厢内响起
了孩子的哭声，而且是双胞胎！杨福军
当时虽然非常紧张，但职业素养提醒
他必须保持绝对冷静，只有安全快速
地赶至医院，才能为母子平安争取更
多时间。

一路飞驰的出租车开进医院后，
眼见医护人员将母子送往急诊室，杨
福军整个人都瘫坐在了驾驶室，好长
时间才恢复平静，慢慢开至洗车点清
理车辆。虽然孕妇得到了及时救助，但
杨福军还是放不下她们的安危，在第
二天买了草鸡蛋、牛奶等物品专程去
看望她们，并于1月5日免费将他们
一家送至丹阳皇塘镇。

%

童华岗13813585755!姜军&

美女找人“借种”
六旬大爷被骗
本报讯 突接美女电话，说要找人

“借种生子”，年过六旬的张大爷不知有
诈，当起了真，结果被骗了1.5万元。

去年11月5日，家住兰陵的张大
爷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中的女子操
着一口不太纯的普通话，称自己是台湾
人，嫁给了一个香港富商，但自己的老公
有问题，不能生孩子。女子称自己很想要
个孩子，跟老公商量后决定找人帮忙“借
种生子”，一旦事成，他们会支付给张大
爷30万元作为酬谢。张大爷已经60多
岁，平时从来没有遇到这类事情，便信以
为真。自那日起，张大爷几乎天天与该女
子通电话，对方还先后问张大爷索要“借
种”保证金约1.5万元。

元旦一过，该女子又致电张大爷，称
自己现在就在溧阳一饭店等着与他会
面，但希望张大爷再打 1万元才能见
面。这时，张大爷才察觉自己被骗，急忙
打110报了警。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
调查处理中。 !吴同品 白云明"

无良烧垃圾
城管来灭火
本报讯 有人无德在绿化带内焚烧垃

圾，刺鼻气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新
北城管大队新桥中队接到反映后，第一时
间将大火扑灭，并对这一行为展开调查。

1月2日晚7时许，新桥城管中队
值班队员接到居民举报，乐山路向西树
林里有人焚烧垃圾。赶到现场后，城管队
员看到现场浓烟滚滚，味道刺鼻，熏得人
睁不开眼睛。由于火势较大，随车带来的
铁锹等工具不足以扑灭火源，队员立刻
联系事发点附近的高铁城管中队，借来
高压水枪，两个中队七八名队员用了半
个小时，终于将大火完全扑灭。

据了解，在当前大气污染愈发严重的
情况下，新桥城管中队成立了“焚烧垃圾
督查小组”，对辖区内的焚烧垃圾行为进
行调查并严处。 !童华岗 丁磊 王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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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合投平台“天使汇”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兰宁羽表示，“互联网＋”
客观上推动了创业创新的发展，但也
要意识到“互联网＋”并非万能。无论
是传统企业还是创业企业，都要从打
造优秀产品和服务的角度出发，不断
提升企业竞争力，互联网只是工具、而
非目的。

业内人士也强调，随着互联网对
各行各业的渗透，解决线下痛点越来
越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比如，一家做
交通APP的公司，拿不到路况数据，就
很难为公众提供服务。中关村大数据
交易产业联盟秘书长秦翯表示，大数
据是创业者的富矿。未来政府部门和
企业机构应摸索一套数据共享机制，
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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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录简章已于1月5日在常州组
工网（www.czdj.gov.cn）、常州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 网（www.
czhrss.gov.cn）、常州人事考试网
（www.czpta.gov.cn）、常州人才网
（www.czrc.com.cn）发布。报考人
员可以及时查询考录公告、考录职
位、考录政策以及咨询电话等信息。

报考人员网络报名时间为
2016年1月11日至17日，公共科目
笔试时间为2016年3月12日，面试5
月上旬进行。

继2014年、2015年公务员考录
人数递减后，今年全市计划考录人
数共419人，比2015年增加50人。主
要原因是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
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以及新审

批参公管理单位恢复考录新工作人
员，增加了考录人数。

同时，我市继续坚持基层用人
导向，全市331个考录职位中有
62.2％集中在辖市（区）及乡镇（街
道），计划考录人数为238人，同比
增加7.2%。全市还拿出定向考录计
划人数29名，占辖市（区）及乡镇
（街道）考录计划人数的12.2%，主
要从聘期满3年且考核合格的大学
生村官，“西部计划”、“苏北计划”、
“三支一扶计划”志愿者等服务基层
项目人员和任职满2年的优秀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村委会（社区）
主任中定向考录。

此外，我市进一步鼓励更多优
秀人才报考。今年辖市（区）机关和
乡镇（街道）考录公务员，原则上不

设置基层工作经历要求，市级机关只有
3个专业性较强的考录职位要求“具有
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全市有45个
考录职位不限专业，222个考录职位的
专业设置到大类，共占考录职位总数的
80.7%。 !常人社 韩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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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深入实施技术改造提升
行动，切实发挥6亿元专项资金支持
实体经济转型作用，引导企业加大技
改投入、推进“机器换人”，提升企业供
给竞争力。加快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
级，重点推动冶金行业加大联合重组
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力度，加快去产
能。实现产品提升，推动建材行业向复
合型、功能型、环保型转变，推动纺织
服装行业提升设计能力，加快新品研
发，强化品牌发展，丰富产品供给。

三是重视项目支撑作用。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程，积极实

施23个省重点项目、156个市重点项
目。推动东风乘用车一期、同方威视等
重大项目投产见效，加快中航锂电、百
度大数据产业园、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
项目建设进程，带动新产业发展，丰富
新产品供给。狠抓新兴产业重大项目招
引，在智能制造、通用航空、金融服务、
健康服务、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
等领域，取得重大项目招引新突破。加
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招引，进
一步巩固大数据、碳材料等新兴产业集
聚发展态势，提升供给能力储备。

四是发挥需求引领作用。
大力发展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

色消费、农村消费等，引导供给向智
能、绿色、健康、安全放心转变。推动重
点中心镇发展，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完
善村镇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等方
面，组织实施重点项目，并加强土地、
资金等资源保障。实施脱贫攻坚工程，
深化结对帮扶工作，稳步提高农村低
保水平，补齐城乡一体化发展短板，释
放内需潜力，带动供给增长。

五是加快金融商务区建设步伐。
重点集聚股权投资和产业并购基

金等金融业态，组建常州市新兴产业
投资（母）基金，重点投资于我市节能
环保、新型材料、轨道交通、生物医药
等领域，提升金融服务实体水平。运用
好债券融资等金融工具，加快建设中
小微企业低息统贷平台；大力发展直
接融资，年内争取完成企业股改150
家，5家企业在主板上市、60家企业在
新三板挂牌，切实降低企业供给成本。

全面推行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
制度，盘活政府积淀资产，实现政府投
入和回收的住房保障资源可持续用于
解决群众住房困难，实现中低收入家
庭从“有房住”到“有住房”的保障提
升，加快房地产去库存。

全媒体记者 孙东青

市发改委表示要突出抓好五大任务

我市今年招录公务员419名

赠送的汽车保养卡
使用时竟处处受限

本报讯 会员卡、优惠券、VIP折
扣，这些“听上去很划算”的促销手段，
其实有不少是忽悠人，更有商家利用
“最终解释权”打埋伏，隐含的意思全
凭商家一方说了算。日前，家住武进区
的龙女士为此向我市消协投诉。

两个月前，龙女士买了辆轿车，
4S店赠送了一张汽车保养卡，并称保
养时可每次抵用1200元。几天前，龙
女士拿着保养卡想给爱车做保养，却
被商家拒绝了。商家称，若要使用保养
卡，必须做3500元价位的，如果做

1600元价位的保养，就不能使用该保
养卡。

龙女士查看了店堂，并没有找到保
养卡的相关条款。“能不能用全凭商家一
张嘴说了算，商家只要有‘最终解释权归
本店所有’就能推脱责任，这不是欺骗消
费者吗？”龙女士遂投诉至消协。

消协工作人员了解事情经过后认
为，若该保养卡确有使用限制，商家应
该做到提前告知等义务。最终，4S店
补偿了龙女士400元工时券，双方达
成一致。!庄奕13861028908!肖谐"

连日来&我市被雾霾笼罩&空气质量持续重度污染' 许多学校在空气重污染情况下取消了室外体育运动&改成室

内操活动&应对雾霾天气' 这是茶山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跟着老师做室内操' 陈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