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1日，桂东县沙田镇径口村罗汉果种植基地内，村民正在为罗汉果花进行授粉。新型职业农民的生产经营管
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推动了主导产业的发展。 郭兰胜 摄

一种就是几百亩， 水果贴上
二维码。一边在地里劳作，一边忙
着学习充电。 与世世代代的祖辈
不同， 他们被冠以“新型职业农
民”的称号。

“我省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工作得到了农业部的高度认可，
农业部已将湖南确定为全国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整体推进示范省。”
省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将
完成培训4万新型职业农民。

爱学习，懂技术，善经营

8月份， 正是水果丰收季，浏
阳大围山上，瓜果飘香。85后新型
职业农民黎永勤捧着刚在树上摘

下来的黄桃，乐开了怀。
7年前，黎永勤辞去机场保安

的工作， 回到自己的家乡大围山
脚下，继承父业做起了农民，并在
父业的基础上流转了近20亩林
地，种上了黄金梨。几年时间里，
黎永勤以工匠之心精耕细作，对
基地气候条件、 土壤土质等进行
系统分析， 对各个环节进行精准
控制、精细管理。在他的悉心经营
下， 水果基地种植规模从最初的
不足20亩的黄金梨到黄桃、葡萄、
李子、黄金梨、猕猴桃等特色水果
种植面积突破了500亩，每年创收
200万元以上。

2015年他还申请注册了自
主品牌， 基地自产自销的水果统

一贴上标签，附上二维码，实现了从
餐桌到地头的全程可追溯。

宁乡县回龙铺镇的85后新型职
业农民喻超大学毕业后在长沙某媒
体工作了一年， 毅然辞职回到了生
他养他的乡村。 他在自己的稻田里
养上了鱼、鳖、虾等水产，凭着水稻
综合种养模式， 逐渐摸索出一条效
益高、产品优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几年下来，他的农场规模不断扩大，
达到1530余亩。去年，该农场实现
综合经营收入1168万元， 利润280
万元， 不仅带动地方就业人数120
余人， 还帮助50余贫困户解决了就
业、增收等难题。

“农民这个职业有奔头也有盼
头。对于未来，我充满希望。”二人异
口同声。

去年3万多新型职业农民领“证”

黎永勤、 喻超的经历是湖南众
多新型职业农民的缩影。

2014年，我省启动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工作。 对具有农科中专以上
学历、持有国家职业资格技能证书、
从事农业规模经营或服务3年以上，
且收入水平相当于当地城镇居民人
均纯收入的，经本人申请，由农业部
门颁发高、中、初级新型职业农民认
定证书。

目前， 全省具有培训资格的机
构达到500多家，到2016年，全省启
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县
市区已达118个， 确定培育对象54
万人，组织各类培训4.04万人次，认
定发证30352人。

通过培育后，新型职业农民的
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得到很大提
高，推动了水稻 、生猪 、蔬菜 、柑
桔、茶叶、家禽和水产品等主导产
业的发展。 ■记者 李成辉

本报9月21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 全省
将为长期滞留的流浪乞讨无
户口人员和弃婴（儿）办理登
记集体户口。 这类群体在落
实户口问题后， 将依法享有
低保、新农合医保、特困救助
等福利。

身份信息不明者和弃婴
均可办理

长期滞留的流浪乞讨无
户口人员，即经民政、公安审
核，超过6个月仍无法查明身
份信息， 并滞留在救助管理
机构以及公办、 民办福利机
构或其他社会组织等托养机
构内的受助流浪乞讨人员
（不含境外和港澳台受助人
员）。弃婴（儿）则是指：儿童
福利机构或其他合法机构养
育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18岁
以下的弃婴和儿童。

这类群体在确定落户名
址时， 需经各地民政部门与
公安机关共同协调沟通。依
托当地政府设立的、 具有集
体户口的福利院、养老院、敬
老院、 精神病院等公办福利
机构， 分类分流安排符合条
件的受助流浪乞讨人员到指
定机构落户安置。 未成年人
应按照相关规定， 落户在儿
童福利机构。

长期滞留的流浪乞讨无
户口人员和弃婴（儿）均不得
落户民办福利机构。

身份查清后
可申请恢复原籍

救助管理机构为长期滞

留流浪乞讨无户口人员办理
户口时， 按其受助登记之日
算起，在救助管理机构、托养
机构内滞留满6个月，才可为
其准备相关申报材料； 弃婴
（儿）办理儿童福利机构入院
手续后，儿童福利机构应于7
个工作日内在当地报纸上刊
登查找弃婴(儿)生父母的公
告。 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30
日， 其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未认领的， 儿童福利机构应
在7个工作日内帮助其申报
户口。

民政部门在收到户口申
报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提出
落户意见， 并按照一人一函
的原则函告公安机关。 县级
公安机关根据民政部门提供
的户口办理申报材料和办理
落户意见函，应在5个工作日
内开展无户口人员情况核
查。调查、核查结束后，将出
具《确认长期滞留的流浪乞
讨无户口人员、弃婴（儿）办
理落户意见的函》，民政部门
凭该函到指定派出所为符合
条件的人员办理落户， 并办
理身份证。

此外，若办理落户人员
的身份已经明确，民政部门
应立即告知公安机关，经公
安机关调查核实后，应当根
据情况撤销其现户籍恢复原
常住居民登记，符合条件的
也可以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公安机关将处理结果在10
个工作日内告知民政部门，
并协助民政部门做好协调
接送返乡等救助服务。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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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9月 21日

第 2017257期 开奖号码: 2 3 4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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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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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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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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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 9月 21日 第 2017111期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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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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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32 17 29 蓝球: 12

中奖注数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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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99
1503
76650

1364133

9718883

16
1
50

2618
49246

371770

0
186196
3000
200
10

5

5921674

真好！流浪汉、弃婴也能上户口了
落实户口问题后，这类群体可享有低保、新农合医保、特困救助等福利

合力监护、相伴成长。湖
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
湖南交通频道，共同发起“福
泽潇湘 爱心童行———2017
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9
月15至17日， 湖南交通频道
平安精灵车友会的50多位爱
心车友，自驾来到溆浦县油洋
中心小学，陪伴这里的留守儿
童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周末。

溆浦是劳务输出大县，
常年约有20万劳动力在外务
工， 大量儿童长期留守在农
村。在民政部门的关怀下，溆
浦县近来年投入资金70多万
元，在12个乡镇建立“留守儿
童之家”，配备阅览室、亲情
视频连线室等服务设施，关
心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学
习生活。 溆浦漫水村小教师
吴兆洲坦言：“对留守儿童的
关怀和教育就是要花更多时
间，有更多耐心。”此外，吴老
师建议： 寒暑假是留守儿童
教育的真空期， 这两个节点
可以针对留守儿童开展相应
的活动， 减少留守儿童意外
事故的发生， 同时也丰富留

守儿童的生活。
三天时间里， 湖南省高

警局溆浦大队年轻帅气的夏
警官，为孩子们带来《交通安
全第一课》，希望孩子们能平
安出行； 爱心车友们专门为
油洋中心小学8个过生日的
孩子准备了生日蛋糕； 爱心
车友们还翻山越岭走访了家
庭贫困的留守儿童，为他们送
上慰问金……50多位爱心车
友给溆浦县油洋中心小学的
留守儿童留下了美好回忆，更
给自己留下了珍贵的印记。

祝愿天下每一个孩子，
都能成为造物者的恩宠，更
呼吁全社会， 都能加入到关
爱留守儿童的行列中来，让
爱留守，让心灵不孤单。

醉美金秋，爱心“童”行

爱心车友与油洋小学孩子
们合影。

新型职业农民:今年4万人将领“证”
他们的新名片：爱学习懂技术善经营，有奔头有盼头也更有尊严

———百姓眼中的新词汇

所谓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文化
素质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技能；以农业作为主业经营，收入主
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具有职业化、有文化、有技术、
会经营等基本特征。

名词解释 新型职业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