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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 张红卫

汝南县农民霍国启

回乡创业建农场
带动乡亲同致富

致富经

□本报记者杨青

灵宝市 种植芦笋好致富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俺的户口
还能不能迁回农村？

上周，我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如何？据省商务厅监测，上周(4月 16

日至 4月 22 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

稳中有降。重点监测的60种商品中,

21种价格上涨，4种价格持平，35种价

格下跌。

粮油价格略有波动。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0.19%，桶装食用

油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0.06%，其中菜

籽油、花生油价格分别上涨 0.13%、

0.09%。目前全省粮油市场存量充足，供

需平衡，预计后期全省粮油价格将以小

幅波动运行为主。

猪肉价格继续下跌。上周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24%，其中五花

肉 、精 瘦 肉 价 格 分 别 下 跌 0.57% 、

0.52%。目前生猪供给货源充足，猪肉市

场消费需求平淡，预计后期全省猪肉价

格将继续呈稳中有降态势。

禽蛋价格涨跌互异。上周全省白条

鸡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25%，鸡蛋零

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0.52%。目前禽蛋

市场处于传统消费淡季，但受养殖成本

支撑，预计后期全省禽蛋价格将呈小幅

波动态势运行。

蔬菜价格小幅下跌。上周全省蔬菜

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下跌3.27%。重点监

测的18个品种中，6种上涨，12种下跌。

其中叶类蔬菜中的圆白菜、生菜分别下

跌8.24%、2.8%；瓜果类蔬菜中的辣椒、

豆角分别下跌8.94%、7.54%。春季气温

升高，本地大部分露地蔬菜集中上市，种

植成本和运输成本降低，导致蔬菜销售

价格下降。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继续呈

稳中有降态势。

水产品价格小幅波动。上周全省水

产品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91%。其

中淡水鱼中的鲢鱼、鲤鱼分别下跌

2.15%、0.34%，海水鱼中的小黄花鱼、大

黄花鱼分别下跌2.23%、1.99%。目前水

产品市场货源充足、供需平衡，预计后期

水产品价格将继续呈小幅波动走势。

水果价格继续下跌。上周全省水果

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下跌2.03%。其中西

瓜、梨和葡萄分别下跌4.94%、2.77%和

2.39%。随着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加上气

温回升较快，部分水果品种不易储存，水

果价格随之下降，预计后期水果价格将

继续弱势运行。

“总在外漂着没有归属感，只有在家乡

办点事才感觉到踏实。”4月9日下午，在汝

南县板店乡冯屯村沿路一块新栽果园旁，几

名工人正在忙着搭建大棚，旁边竖起的一块

招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板店乡国启生态

农场”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农场主霍国

启一边指导工人搬运材料一边喜悦地说。

霍国启今年55岁，自幼生长在冯屯村

霍庄，20多年前举家外出打拼，干过建筑，收

过破烂，还承包过养猪场，做过饲料代销

商。目前，他已拥有近百万的资产。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霍国启便把敏锐的眼光投向家乡。去

年，他转让了自己手头的生意毅然回到家

乡，在村组干部的帮助下流转土地40多亩

筹建生态农场。他首先对地边的两个废弃

坑塘和护庄沟进行改造，放养了一万多尾

鱼苗；沿护庄沟搭建了两个占地3亩的养

鸭棚准备养殖水鸭；靠近鸭棚的30多亩地

今年开春后全部栽上了雪梨，在梨园搭建

了简易鸡舍准备散养土鸡。据霍国启介

绍，他种的雪梨是从省农科院引进的新品

种，品质赛过黄金梨，但成熟期比黄金梨

晚。黄金梨目前在板店乡已经普及，雪梨

和黄金梨搭配种植可以延长销售期，互不

影响。

“我已经和周边群众协商好了，在农场

建成后把沿路两边的100多亩地全部流转

过来种植花、果、蔬菜，力争用3～5年的时间

把这里打造成集垂钓、采摘、观光休闲于一

体的生态农业园，把全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全部安置在园区务工，为家乡脱贫攻坚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霍国启描绘的蓝图让

家乡群众充满了期待。

土地确权到父母名下，父母去世之
后，子女能不能继承？

叶县赵申
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在今年年末将

全面结束，通过土地确权赋予农民朋友

更多的土地权益。而赵申提到的这种

情况主要分两方面：一是与父母属于同

一户口。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

条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所以土地承包

是以家庭为单位，而土地确权过程中一

般是以家庭户主为承包人、家庭其他成

员为土地共有人进行确权登记，所以如

果与父母属于同一户口，那么农民就不

需要担心到底是确权到父母的名下还

是自己的名下，因为当父母去世之后，

根据《继承法》在承包期内，其子女可以

继续承包的规定，农民可以继续承包父

母的土地。

二是户口独立已经与父母分户。

如果其已经单独立户，与父母的户口进

行单独的区分，在土地确权过程中就需

要注意了，如果将土地全部或者部分确

权到父母名下，而不是确权到自己名

下，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家庭承包制

的规定，分户之后就属于两个家庭，这

种情况下已经确权到父母名下的土地

将不能够继承。但农民朋友需要注意，

根据《物权法》规定，土地上的附着物，

如农作物、果树等属于农民的私有财

产，其子女能够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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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因为在城里打工的关系，俺
的户口被厂里迁到了工作单位，如今农
村发展得越来越好，国家也给出了很多
优惠政策，俺和丈夫都想回农村发展事
业，但是俺的户口还能不能迁回农村
了？都需要哪些证明材料？

辉县市郝翠莲
农村劳动力外流一直是个常见的

现象，为得到更好的发展，许多年轻人离

开了农村，前往城市。现在，乡村养老保

险有了，医疗保险也有了，而且还可以享

受到城市里所没有的其他待遇。那么想

把城镇户口迁回农村，要符合哪些条件

才有资格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的规定，户口想迁回农村首

先得满足以下几点条件：

原籍是农业户口的大学生

很多农村的大学生外出上学，将户

口迁出，成为学校的“集体户”。但是很

多人在毕业后迁回时却发现，成为城市

户口了，无法转为农业户口。所以，有些

地区就规定，上学期间将户口迁出的，在

城市没有找到固定工作，现在生活在农

村的，可以办理集体户口的“非转农”。

夫妻双方有一方是农村户口的

农村有些地区夫妻外出打工，因为

企业或者工厂上保险等要求，一方的农

业户口被迁到了工作单位。根据我国户

口管理的规定，夫妻的任意一方都可以

将户口迁往另一方的住所，非农的一方

也能将户口迁回农村。

被征地的农民自愿回农村的

已经办理农转非的被征地的农民，

现在要求非转农的。为了保障被征地农

民的利益，自己愿意要求非转农，国家就

会给予批准。

和父母一起在农村居住的没有结婚的人

子女因为工作、学习等原因将户口

迁出了农村，但在城镇中没有固定职业

和住房，一直随着父母在农村生活，只要

还没有结婚，户口就能迁回。

以上是具备非转农的人群条件，但

首先需要通过当地村委会的同意接收。

办理户口迁回需要哪些证明材料

1.申请人的户口簿和身份证；

2.属于投靠父母的，必须提供未婚

证明、无固定职业和住所证明；

3.大中专研究生毕业回原籍的，须

提交“毕业证”和未就业证明；

4.属夫妻投靠的须提交“结婚证”、

无业证明和计划生育证明；

5.填写书面申请报告(获得村民小组

三分之二户或70%以上村民签名同意)；

6.村小组、村委会同意接收证明；

7.在农村分有宅基地并建好房屋

的，要提供“土地使用证”或“房产证”，派

出所要做调查材料，同时还要提供以上

相关材料。

编辑晓涵

“芦笋可为俺家立了汗马功劳！”4月11日，灵宝市西阎乡常阎村三组的王战虎正

在将收获的芦笋装袋。他种植芦笋6亩，亩产值2000多斤，每斤卖3元，每年可带来

三四万元的经济收入。本报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杨蓓蓓 摄

近期我省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

猪肉蔬菜价格将稳中有降

俺能够继承父母的土地吗？

有问必答

有困难，找“豫民帮忙”。“豫民帮

忙”每周三通过新闻帮扶解农民之忧，

精心打造七大板块，为您带来全新的阅

读体验。

政策速递：聚焦热点，关注民生。第

一时间报道、解读重要“三农”相关信

息。

帮您打探：解析“三农”热点、焦点问

题，关注农民切身利益。农民增收、农业

发展、农村建设，您不知道的，您想了解

的都在这里……

乡情民意：反映乡情民意，传递百姓

心声。报道农村发展现实、农民生活现

状，聆听群众心声，访民情，解民忧，惠民

生。

帮您维权：农产品买卖，农资经销，

土地流转，拆迁征地……保护农民权益

不受侵犯，反映农民企盼、要求。

帮您销售：优质农产品寻销路？别

担心，我们帮您来推广。搭建平台，多种

渠道，让更多人买到放心的河南好产品。

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帮助，可以

通 过 读 者 信 箱 ：henanbangmang@126.

com或拨打热线电话0371—65795707与

我们取得联系。本报编辑部

致读者

大乐透派奖再送7注头奖
奖池52.68亿元

截至4月23日开奖的第18046期，体
彩大乐透“6亿元大派奖”活动已进行了6
期。在前6期派奖中，头奖井喷52注，先
后爆出9654万元、9921万元大奖，固定奖
派奖已送出1.48亿元，2682万人次受惠。

头奖先后爆9654万元、9921万元
在前6期派奖中，头奖井喷52注，单

注最高奖金为2215万元，单人最高擒奖
9921万元，共爆出2个近亿元大奖。

第18042期，重庆忠县一彩站中出
10注头奖，全部出自一张中奖彩票10倍
投、30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单票中奖
9654万元。

第18043期，北京门头沟一彩站中出
12注头奖，奖金总额为9921万元，分落两
张彩票上。一张为6倍投、18元投入的单
式追加票上，单票擒奖6105万余元；一张
为6倍投、12元投入的单式倍投票上，单
票擒奖3815万余元。这两张彩票系一人
所中，总投入为30元。

第18044期，湖北十堰一位购彩者凭

借一张10+3复式追加票，在拿下1注
2215万元头奖的同时，收获一连串小奖，
单票擒奖2267万元。

据悉，体彩大乐透“2元可中1500万
元，3元可中2400万元”“小额倍投可中亿
元大奖”，目前，单注2400万元头奖、单个
亿元大奖尚无人中出。

固定奖派奖金额1.48亿元
在前6期派奖中，固定奖派奖已送出

1.48亿余元，2682万人次一同分享了派奖
的实惠和快乐。

根据派奖规则，固定奖派奖将持续至
3亿元奖金派完为止。若最后一期固定奖
派奖奖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当期固定奖派
奖奖金，则从超级大乐透调节基金中调拨
补足，固定奖派奖活动于当期结束。

眼下，固定奖派奖送出的奖金已接近
派奖总额的半数，剩余1.51亿余元，提醒
还没有参与的小伙伴们尽快“下手”了。

头奖更凶猛 固定奖派送速度提升
据统计，相比往年，今年的派奖活动

自开展以来，头奖更加凶猛，固定奖派奖
速度也更快。

2016年的“5亿元大派奖”期间，前6
期共中出14注头奖，共爆出3个2400万
元头奖。

2017年的“5亿元大派奖”期间，前6
期共中出43注头奖，爆出一个5370万元
大奖。

今年的“6亿元大派奖”，前3期即爆出
2个近亿元大奖，奖金分别高达9654万、
9921万元。前6期头奖数量则达52注。

另据统计，今年固定奖的派奖速度，
较往年也有所提升。前6期派奖中，固定
奖派送金额达到1.48亿元，接近活动总金
额的半数，2682万人次受惠，可谓“雨露均
沾”。从中也可以看出，追加投注受到越
来越多彩友的追捧。

“6亿元大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2
元可中1500万元，3元可中2400万元”，
追加投注更欢乐，固定奖奖金将比2元投
注时翻倍。小伙伴们赶紧加入吧！（陈敏）

4月23日，体彩大乐透迎来第18046期开奖，当期是“6亿元
大派奖”活动的第6期。全国共中出7注头奖，开奖后，奖池金额
52.68亿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10、20、22、29、32”，后区开出号码
“05、10”。前区大小比4∶1，奇偶比1∶4。其中有两组同尾号，分
别为“10、20”和“22、32”；号码“20”复制上期；号码“10、22”在分
别遗漏10期和11期后，终于开出；号码“29、32”近期曾在第
18039期携手开出。后区开出“05、10”一小一大的奇偶组合，其
中“05”已经连续3期开出，近5期出现4次。

数据显示，北京中出1注1391万元追加头奖，出自朝阳区，
中奖彩票是一张15元5注的追加单式票，其中1注命中头奖。
辽宁中出1注1391万元追加头奖，出自鞍山，中奖彩票是一张3
元追加单式票。吉林省中出1注1391万元追加头奖，出自吉林
市，中奖彩票是一张15元5注追加单式票，其中1注命中头奖。
河南中出1注1391万元追加头奖，出自许昌，中奖彩票是一张

“7+2”追加小复式票，单票中奖金额1398万元。山东中出1注

869万元基本头奖，中奖彩票是一张两元单式票。湖北中出1注
869万元基本头奖，出自孝感，中奖彩票是一张“6+3”小复式票，
投注金额36元，单票中奖金额910万元。湖南中出的1注869
万元基本头奖，出自株洲，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

当期二等奖开出55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为19.6万元，其
中23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1.7万元。三等奖开出
907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为4203元，其中568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2521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小幅下降，将有52.68亿元滚入4月
25日（本周三）第18047期开奖。

大乐透“6亿元大派奖”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购彩者投注时
一定要进行追加。派奖期间，“2元可中1500万元，3元可中
2400万元”，进行追加投注后，固定奖奖金将比基本投注时实现
奖金翻倍。

大乐透第18047期，一等奖将继续派送1000万元，固定奖
余额为1.51亿元。“6亿元大派奖”，等你上场！ （张慧慈）

大乐透派奖前6期井喷52注头奖 2682万人次分享固定奖派奖
“6亿元大派奖”阶段盘点

福彩双色球，你买我就送。为再次回馈彩民，4月16日起，
河南省福彩中心开启“双色球1000万元赠票活动”。活动期间，
凡购买单张票面14元以上（含14元）双色球彩票，即可赠送2元

机选双色球彩票1注，赠完为止。
据了解，此次赠票活动是今年继“22选5”、“快3”派奖活动，

河南福彩再次举行的回馈活动，再次给予彩民朋友实实在在的
回馈与惊喜。同时，每次双色球赠票活动，都不断为彩民送去好
运。例如双色球第 2017059 期，巩义彩民张先生在当地
41510550福彩投注站，购买了20元的双色球彩票，参与赠票活
动，没想到是这张赠票命中了二等奖，奖金 2 万多元；第
2016121期，郑州彩民张先生在41011425投注站参与赠票活
动，当期自己选的号码没有中奖，赠票却命中二等奖22.5万元；
此外还有平顶山、安阳彩民等，均通过赠票收获奖金。

好运不断，惊喜持续。河南作为双色球大奖福地，一直为彩
民送去惊喜，双色球赠票活动已开启，一起来收获更多好运吧！

（河南省福彩中心）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1000万元！
河南双色球赠票活动来袭

4月初，参加“走近双色球”活动的河
南代表们相聚在双色球开奖现场。据河
南团负责人吴主任介绍，此次河南代表团
共有40人，主要由投注站站主等组成，其
中选拔的投注站一般是开站时间较长、销
售水平较好及中出大奖的站点。

河南代表：现场见证意义特殊
吴主任作为福彩系统的工作人员，时

刻考虑的都是福彩的发展。“我们鹤壁在
河南属于人口较少的城市，但是福彩整体
销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另外经过我们
严格管理，鹤壁福彩的专营化比例非常
高，达90%以上，这对于鹤壁福彩的长远
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提及此次现场观看双色球开奖的感
受，吴主任介绍说：“我参加福彩工作多年
来，第一次赢得机会来到现场观看开奖，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份特殊的礼物，也有着
特殊的意义。作为工作人员，以彩民的身
份来到现场看开奖，亲眼见证双色球的公
平、公正、公开，这样的经历对于我今后工
作的开展、帮助消除彩民疑虑等方面都有
着积极的影响。”

河南代表：别出新意诚信经营
孙先生2007年加入福彩队伍时20

多岁，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我刚
开始经营投注站时，销量特别差，急得不
知所措，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钻研彩票，研

究号码等，后来能清晰地向彩民讲解彩票
知识，甚至还会推荐号码，久而久之，来店
里买彩票的彩民越来越多。后来，我自己
还会组织一些促销活动，实物设奖与彩票
中奖相结合，增强了彩民的购买兴趣。”

谈及与彩民相处，孙先生自豪地说：
“我店里很多中大奖的彩民事先都不知
道，都是我帮助他们核对，告诉他们中奖，
甚至都是我帮他们去中心兑奖，他们都非
常信任我。现在我们还有一个不成文的
规定，每年快过年时都会在一起吃顿饭，
可以说是彩民年夜饭了，这次我来现场看
开奖估计算是彩民年夜饭的最佳话题
了！” （河南省福彩中心）

河南彩民：今朝走近双色球，不负春光与当下

福彩“22选5”因常常传出喜讯而深
受彩民朋友的青睐，每位曾感受过“22选
5”带来喜讯的彩民中奖的经历每次却又
是出乎意料的简单。喜欢“22选5”的彩
民感受也是大致相同，觉得“22选5”投注
简单、中奖似乎离自己不是太遥远，即使
没中一等奖，二、三等奖带来的小小欣慰
也总觉得大奖似乎近在咫尺……彩民朋
友每次中奖的过程就如他们自己感言的
一般，“22选5”中奖就是那么简单……

4月21日，一位彩民就在焦作博爱县
槐 城 路 沁 园 春 大 酒 店 南 邻 的 福 彩

41580395号投注站揽获福彩“22选5”玩
法第2018104期头奖一注，奖金3万余
元。据了解，中奖彩民虽然年龄不大，却
是福彩资深彩民，尤其热衷福彩“22选
5”、“3D”这些小盘玩法，几乎每天都会买
上几注“22选5”或者“3D”，偶尔也会买几
注“双色球”。“他一直坚持购买彩票，虽然
每次投注的金额不大，但几乎每期都不
落。”投注站销售人员琚女士说，“购买彩
票这么多年，他总结出了自己的投注经
验，平时，他经常会和其他彩民合买彩票，
以增加中奖几率。这次合买的号码不是

太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自己看了组号
码投注，没想到还真中了一等奖。虽然这
次是他第一次中一等奖，但平时却经常中
一些小奖，算是我这里的中奖‘专业户’
了。”

得知自己中奖后，中奖彩民非常兴
奋，虽然“22选5”的一等奖奖金并不像

“双色球”那么可观，但这也是对他多年坚
持购彩的回报和激励。“我们一起购彩的
彩民都鼓励他继续坚持，说不定哪天就把
百万大奖收入囊中了。”琚女士说。

（焦作福彩）

彩民钟爱“22选5”自选中得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