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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曾鸽旗） 务农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职业。
记者今天从省农委获悉， 全省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对象信息库的入库总人数达53万人，全部是
自愿报名参加。

根据自愿申报原则， 省农委选择种养大
户、科技示范户、农村经纪人、农业专业合作
组织主要成员等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对
象，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信息库。随着
合作社、 种田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壮

大，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越来越多。省政府规
划，至2020年，全省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30
万人。

省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现在农民要求
培训的积极性上来了，各地要落实职业培训、
认定管理、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制度，加快工作进程，确保高质量完
成目标任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迫切需要培育一批有
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在农村创业兴

业。近3年，我省已累计培训新型职业农民14.4
万人， 其中已认定和发证的新型职业农民
37862人，包括高级职业农民808人、中级职业
农民2065人、初级职业农民34989人。

据省农委调查， 新型职业农民获得的政策
扶持逐年加大。在隆回、蓝山、冷水滩等县（区），
持证的新型职业农民， 绝大多数优先获得了项
目和补贴；在湘乡、衡南等县（市），逾八成的新
型职业农民， 获得了当地农技专家结对帮扶和
新技术服务。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彭雅惠）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0月份全国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长
沙新建商品住宅、 二手住宅价格均较快
上涨。

据统计，10月份，合肥、郑州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 其他4省省会城
市均不同程度上涨，长沙涨幅最大，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指数为107.6， 分别比太
原、南昌、武汉3地高出0.2个、1.9个、5.9
个百分点。各类户型中，144平方米以上
大户型涨价最快， 价格指数为107.9；90
平方米及以下小户型涨价较慢， 价格指
数为107.1。

二手房涨势更为强劲。10月份，长

沙二手住宅价格指数高达114.3，涨幅稳
居全国第一，比居于第二、三位的广州、
武汉分别高出1.8个、2.6个百分点。与新
建商品住宅不同， 小户型二手住宅更为
“抢手”，价格指数达到114.7；90至144平
方米的中等户型也颇受市场青睐， 价格
指数为114.5；144平方米以上大户型二
手住宅涨价相对缓慢 ， 价格指数为
113.7。

此外，岳阳、常德也被纳入此次统
计之中， 两地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
较 大 ， 价 格 指 数 分 别 达 到 109.2、
108.7，均高于长沙；二手住宅价格走
势较平稳 ， 价格指数分别为 104.6、
104.0，均低于长沙。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张倩）冬天里的阳光稀少珍贵，28日起，我们
又将迎来一轮降温降雨过程， 最高气温降幅为
10至12摄氏度， 湘北高山地区个别站有雨夹

雪。气温明显下滑，谨记防寒保暖。
南方的冬天，一回暖就有如换季，最低气温

迅速蹿到10摄氏度以上， 而山林依旧青绿，让
人难辨冬春。只是阳光短暂，阴雨重来。省气象

台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降水前多后少，28日至
12月1日，省内多降雨；2日起以多云天气为主。
预计28日至30日，省内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温降
雨过程， 最高气温降温幅度为10至12摄氏度，
湘北高山地区个别站有雨夹雪，其中29日至30
日湘南局部大雨， 风力加大。 新一轮降温降雨
过程即将来袭， 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 及时添
衣；同时，道路湿滑，要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务农越来越有吸引力

53万人争当“新农民”
长沙商品住宅价格
涨幅中部省会第一
10月新建商品住宅同比涨价7.6%， 二手住宅同比
涨价14.3%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周勇
军 肖洋桂）今天下午，常德市举行全市
项目建设流动现场会，发布了《常德市推
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计划》， 力争到
2020年，培育出烟草、生物医药与健康
食品、装备制造与军民融合、文旅康养4
大千亿产业集群和常德经开区、 常德高
新区2大千亿产业园区。

据介绍，2016年，常德市烟草、生物
医药与健康食品、 装备制造与军民融
合、旅游文化4大产业完成规模工业总
产值分别为592.6、643.3、486、435.6亿
元。今年，常德市经济发展形势良好，1
至10月，全市完成规模工业产值2346.7
亿元，同比增长13.2%。今年9月，该市
正式确定“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发展战
略。10月，市委、市政府高规格成立推
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指挥部，由市委书
记周德睿任政委，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
立军任指挥长， 举全市之力推进全市产
业发展。

《常德市推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计
划》明确，该巿将采取8大行动，分9个
专项小组全面推进实施， 力争到2020
年，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300亿元。8大
行动包括：实施品牌推广行动，定期举
行常德品牌推介活动， 推动优势产业、
优秀企业、优质产品走出去；实施企业
上市加速行动， 力争到2020年新增上
市公司3家以上，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
18家以上；实施产业集群壮大行动，加
快形成千亿产业支撑力、百亿产业协同
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实施新兴动能培育
行动， 力争新增3个以上百亿产业；实
施企业创新成长行动，选择100家综合
实力强、市场前景好的工业企业重点扶
持等。

目前， 该市已完成产业立市三年行
动微信群、企业服务热线等工作，并全面
清理公布了该市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
录清单、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对
外公示了全市各部门为民服务电话。

常德发布
《推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计划》
力争到2020年形成4个千亿产业集群

今起迎降温降水
最高气温降幅达10至12摄氏度

月桂聊天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轶 ）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今日
发布，京港澳高速湘潭段昭山收费站将
于28日开通，届时长沙与湘潭间将新增
一个高速出入口。

昭 山 收 费 站 位 于 京 港 澳 高 速
K1522+500M附近，北距李家塘互通约13

公里，南距殷家坳互通约6.5公里，出口
对接昭山大道。

昭山收费站开通后，将成为连接
湘潭市昭山示范区和长沙城区的主
要通道之一，进一步延展昭山示范区
的发展空间，加快推进长株潭一体化
进程。

京港澳高速昭山收费站今日开通

长沙与湘潭间新增高速出入口

11月27日，岳阳市东洞庭湖
七里山水域200米上空的杭瑞高
速洞庭湖大桥施工现场，湖南路
桥工人在进行猫道拆除作业。这
标志着该大桥上构工程施工已
近尾声。大桥预计2018年春节前
建成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殷平 摄影报道

天地之弦
唯我敢弹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冯丽萍 周林)“现在种田轻松了。 育秧、翻
耕、插禾、防治病虫害、收割、晒谷等，都有人提
供服务，价格也实惠。 我与妻子今年种田30多
亩，收入可观。 ”11月27日，永州市冷水滩区牛

角坝镇杨泗庙村村民周明华， 在盘算今年种粮
收成时感慨道。

受农村老龄化加速、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
务工等因素影响，“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
冷水滩区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病虫害防治、现

代农机服务、农技推广服务等六大体系建设，逐
步形成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一系列奖补措施，鼓励各
地成立专业的农机服务队、抗旱服务队、植保服
务队等，为农户提供社会化有偿服务。

目前， 该区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各类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302家， 拥有各类大型拖拉
机、水稻插秧机、联合收割机、烘干机等近2000
台(套)，今年全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完
成机械化作业总量达100多万亩。

农民种田变轻松
冷水滩区农业生产迈向社会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