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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文解决“黑户”问题
无户口人员都能落户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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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有喜之人间有爱》的演
员除了汇集《天天有喜》原班人
马、由陈浩民、穆婷婷这对“仙神”
联袂主演外，和“帅济公”陈浩民
一起被称为“铁三角”的林子聪、
陈紫函亦倾情加盟该剧。陈威翰、
关智斌、刘一祯、郑爽等人气明星
也纷纷上阵。当红90后四小花旦
之一的郑爽特别出演白雪岛主。

在《天天有喜之人间有爱》开
播前，该剧曝光了一组郑爽的剧
照，花冠束发黑丝缱绻，娉婷身姿
袅袅白裙，一袭风景美不胜收，引
爆粉丝期待。不少网友表示，早已
搬好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等候爽
妹子出场，表示“有爽的剧集我们
就看，争取弄个全剧收视最高点。”

《天天有喜之人间有爱》首播收视领先

歌唱家刘一祯
跨界甘做黄金配角

由拉风娱乐
出品的古装玄幻
偶像神话喜剧《天
天有喜之人间有
爱》正在湖南卫视
金鹰独播剧场播
出。该剧不仅首播
名列全国网收视
前茅，而且播出两
集就博得一片叫
好声，众多网友表
示，比起前传《天
天有喜》，这部续
篇中的人物更非
主流，笑点更多。
更有细心的观众
发现歌唱家刘一
祯也出现在这部
剧中，饰演法力无
边的灵狐之母灵
千幻。

《天天有喜之人间有爱》开篇放眼仙
界：武财神（陈浩民饰）和狐仙九妹（穆婷
婷饰）夫妇因被金蟾（林江国饰）陷害，触
犯天条被贬人间，青女（陈紫函饰）为救心
爱的武财神而牺牲，化身蚌壳精亦落入凡
尘；武财神转生为捉妖师刘四喜，与转生
到灵山的九妹成了宿敌，蚌壳精化为人
形，变身刘府管家之女金珠，为爱守护无
怨无悔……

作为《天天有喜》的转世篇，《天天有
喜之人间有爱》中的搞笑情节，更是有增
无减。捉妖师刘四喜外表放荡不羁，是街
头巷尾妇女同胞心中的“男神”，进而招来
一众“狂蜂浪蝶”。而多年前，10岁的小四
喜不顾自身安危救下了8岁的不慎落水的
九妹，从此结缘。长大后的狐家九妹灵灵
九（穆婷婷饰）一直苦苦寻找救自己的四
喜。下山寻找心上人的九妹，恰好碰上刘
四喜与“怀孕”女粉丝纠缠不清，九妹行侠

仗义对刘四喜大打出手，最后竟知女粉丝
是“碰瓷”……

陈浩民饰演的捉妖师刘四喜，在剧中
俨然一个现代“逗逼青年”。而穆婷婷在剧
中饰演的狐仙灵灵九充满喜感，时而活泼
灵动，时而率真可爱，时而任性冲动，时而
好打不平，拥有女侠风范。一对冤家不打不
相识，开启了一段跨界恋。

小狐妖和捉妖师谈起了恋爱，有评论
人笑称：“陈浩民、穆婷婷这对‘仙神’再续
前缘，演绎欢喜冤家萌萌哒，陈紫函、郑爽
等女星颜值爆表，仙魔三界武力开挂，这分
明是2016开年第一部爆火大剧的节奏！”

有网友表示：“《天天有喜之人间有
爱》分明是无厘头版的《捉妖记》。”更有网
友表示这部剧“好多非主流，还蛮搞笑
的”，即便是那些喜欢二次元的90后也强
烈表示认同。

据悉，《天天有喜之人间有爱》这部热
剧在湖南卫视播出当晚，微信电视互动PV
总量10万次，同比《秦时明月》竟然高了一
倍。可以说，开播首日就博得如此高的数
据量，还是少有的。

作为民歌歌唱家中的跨界先锋军，在参
演《陆贞传奇》《美人制造》后，青年歌唱家刘
一祯被观众发现又出现在《天天有喜之人间
有爱》中。剧中，刘一祯搭档陈浩民、穆婷婷等
人，饰演女王灵千幻。作为首次接触古装魔幻
题材，刘一祯表示：“其实是用更深刻的视角，
诠释了世间每一界‘物种’都有其存在的道
理，只有大家和平相处，世界才会更和谐，人
间才会更有爱，众生才能天天有喜”。

作为湘籍青年歌唱家，刘一祯演绎的
《兵妹妹》《孝敬父母》《永远跟党走》等代表
作品亦广为流传。不过近年来，她把重心转
向影视，《陆贞传奇》中饰演“杨姑姑”之后又
友情出演《美人制造》等剧。此次参演《天天
有喜之人间有爱》，刘一祯直言演戏并不耽
误唱歌的本行：“影视表演会让自己拥有更
丰富的舞台经验，对角色的理解与投入都会
为自己在演绎歌曲时带来新的启迪，所以之
后有好的剧本与作品，自己依然会去尝试，
也让大家看到更全面的刘一祯。”

粉丝呼唤
爽妹子出场
争取弄个全剧收视最高点

转世续前缘
演绎欢喜冤家萌萌哒

跨界出演
刘一祯变身“狐界女王”

《关于解决无
户口人员登记户口
问题的意见》明确
了两条不可逾越的

“红线”，为户口登
记管理工作立下了

“规矩”：
一是禁止设立

不符合户口登记规
定的任何前置条
件。这是对政府行
为 明 确 了“ 高 压
线”，畅通了户口登
记的渠道，使户口
登记回归本来职
能，体现了社会治
理水平。

二是切实保障
公民依法登记户口
的基本权利。这既
是户口登记管理必
须坚守的法律“底
线”，也是保障每个
公民享有权利的民
生“底线”，任何单
位和个人决不允许
损害公民享有的户
口登记和其他合法
权利。

□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户
口人员

□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无
户口人员

□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
无户口人员

□被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后
户口被注销人员

□农村地区因婚嫁被注销原籍
户口的人员

□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
有效期限造成的无户口人员

□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
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

□其他无户口人员

“黑户”问题
由来已久，成为我
国社会治理的“盲
点”。截至目前，全
国公安机关共为
1000余万无户口
人员办理了户口
登记。

国务院办公厅
昨日印发《关于解
决无户口人员登记
户口问题的意见》
（以 下 简 称《意
见》），明确提出禁
止设立不符合户口
登记规定的任何前
置条件，全面解决
无户口人员的户口
登记问题。

“这次改革，既
立足当前解决好现
有无户口人员的登
记户口问题，又着
眼长远防止形成新
的无户口问题。”公
安部治安管理局副
局长黄双全表示，
《意见》出台后，各
地公安机关抓紧研
究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清理户籍管理
相关政策文件，与
意见规定不一致的
及时修改或废止。

无法去正规医院就医、没有正常接受
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对于长期以来望

“户”兴叹的无户口人员来说，此次发布的
意见成为一道曙光。意见的一大亮点，是
针对无户口人员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落
户方案：

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户口人员。
“超生”、非婚生育的，可凭《出生医学证明》
和父母一方的户口簿、结婚证或非婚生育
说明，自愿选择随父或随母落户。申请随父
落户的，还需提供亲子鉴定证明。

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无户口人
员。在助产机构内出生的，本人或者其监护
人可向该助产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
在助产机构外出生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
需提供亲子鉴定证明，向拟落户地县级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机构申领《出生医学
证明》。获得《出生医学证明》后，再提供父
母一方的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

明，申请落户。
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无户口人

员。当事人可向民政部门申请按照规定办理
收养登记，凭《收养登记证》、收养人的户口簿
申请落户。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决
定》施行前收养子女未办理收养登记的，当事
人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事实收养公证，经
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尚未办理户口登记的，可
以凭公证书、收养人户口簿申请落户。

此外，意见还为被宣告失踪或者宣告
死亡后户口被注销、农村地区因婚嫁被注
销原籍、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
期限造成的无户口人员，以及我国公民与
外国人、无国籍人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
等规定了详细的落户政策。

这意味着，凡是无户口人员，不管是什
么时候、什么原因产生的，都要及时为他们
依法办理户口登记。

如果说人们重视户口，不如说重视的
是户口簿上附着的教育、社保等种种社会
福利。无户口人员圆了“户口梦”，各项保障
措施能否跟上？

“无户口人员办理户口登记后，可根
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并享受
相应待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积极
做好相关政策衔接，为新登记户口人员参
加社会保险提供服务和便利。”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农保处处长
汪圣军如是说。

“上学难”一直以来是无户口人员反映
最强烈的难题之一。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
副司长杜柯伟坦言，虽然国家并未将有户
口作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条
件，但实际上仍有一部分无户口的适龄儿
童未能正常入学就读。

“教育部门将进一步贯彻落实有关规
定，保障新登记户口人员接受教育的合法
权益。”杜柯伟明确表示，县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全面掌握辖区内居住的新登记户口和
暂无户口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情

况，立即安排就近入学。必要时，可以先入
学后办理户口登记手续。此外，学校需为所
有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建立学籍和学籍档
案，对于新登记户口、暂无户口学生与其他
学生一视同仁，不得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

“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一些无户口的儿童
可能落户之前在私立学校就读。”岳经纶说，
在完善学籍信息的过程中，教育部门应尽量
简化流程，避免让孩子和家长来回奔波。

《意见》提出，事实收养的无户口人员
登记户口需要先办理收养登记或进行事
实收养公证。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巡视员甘
薇薇表示，符合当前收养法等规定条件
的，由民政部门依照现有规定依法为其办
理收养登记，公安机关为其办理户口登
记；暂无相关规定的，民政部将加强调查
研究，尽快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措施。

岳经纶建议，民政部门可以利用移动
互联网等技术手段为申请者提供清晰准确
的要件须知，避免申请者跑冤枉路。同时也
要加强与公安部门合作，防范拐卖人口、犯
罪分子等借机洗白。 据新华社

国家宗教局“多管齐下”
帮公众识别真假寺庙

针对寺庙道观等地被承包经营、
乱设功德箱、假冒宗教教职人员借机
敛财等乱象，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
在14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局长会议上
介绍，国家宗教局去年以来加大了对
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采取了多项措
施帮助公众对这些场所“立真识假”。

近几年，国家宗教局逐步推进
佛教道教活动场所悬挂统一标识牌
的工作，目前，全国已有17个省区市
完成标识牌的悬挂。同时，国家宗教
局还陆续公布了佛教、道教活动场
所信息公告，截至去年底，已完成了
31个省区市佛教、道教活动场所基
本信息公告工作，其中佛教33652
处，道教8269处，有效帮助信教群众
和游客识别真伪。

此外，各地普遍建立健全了宗
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人员的选举、
考核、辞退等制度，推动了管理的规
范化建设。 据新华社

八类无户口人员
可登记常住户口

两条“红线” “超生”、非婚生育的
可自愿选择随父或随母落户

适龄儿童无户口 可先入学后登记
学校不得收取额外费用

登记

“没有户口，简直寸步
难行。”广东东莞市袁女士
的第二个孩子属于“超生”
范畴，由于没有缴纳社会
抚养费，孩子的户口在
2015年前一直未能办下
来。“不能上公立小校，升
中学的问题更是想都不敢
想。想出去玩吧，还买不了
机票、火车票。”她说。

中纪委全会公报：
紧盯年节假期
看住“关键少数”

2016，反腐剑指何方？十八届中
央纪委六次全会14日在京闭幕，公
报提出，持续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
态势，明确今年要“确保实现不敢腐
的目标”，强化不能腐、不想腐。廉政
领域权威专家指出，从全会公报可
以清晰看出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的“路线图”。

公报提到，持续保持遏制腐败
的高压态势。坚决减存量、遏增量，
确保实现不敢腐的目标，强化不能
腐、不想腐。要制定党内问责条例，
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同时，公报还提到，积极探索强
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坚持民主
集中制，完善监督制度，让巡视成为
党内监督的利器，用好批评和自我
批评武器，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紧
盯年节假期，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
守，坚持以上率下，看住“关键少
数”。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