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6日讯 近日，
记者从湖南省社会保险管理
服务局获悉， 为方便和促进
各参保单位按时足额缴纳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切
实维护职工养老保险权益，
该局即日起对2018年1月前
已参保的省直管参保单位(以
下简称参保单位) 开展2018
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初次申报和核定工作。

省直管参保单位需根据
各单位具体时间安排，于4月
24日前登录湖南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公共服务网 (www.
hn12333.com)企业养老保险
子网站，下载《2018年度1月
份参保职工个人缴费工资申
报数据表》(简称《申报数据
表》)，填好各参保职工上年度
个人月均工资。并在规定的时
间内，将与申报有关的纸质资
料按要求送达省社保局。

为确保申报数据的真实
性，2018年1月份职工上年度个
人月均工资收入 (2017年度个
人月平均工资收入) 应由职工
本人签名确认。 各参保单位应
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20
号令将职工本人签名确认后的
2017年度个人月平均工资收
入文档归档备查。 参保单位还
需签订承诺书， 承诺申报的参
保人数、缴费工资、账、表及证
据材料等全面、真实、准确等。

省社保局提醒，不按规定
时间报送并通过审查的参保
单位，从规定的申报时间之下
月起，其单位月缴费额将在暂
定单位月缴费额基础上增长
10%，下月再在上月的基础上
增长10%，依次类推，直至单
位按要求申报为止。 核定后，
超额征缴部分冲抵下一阶段
应缴纳的社保费。
■记者王智芳通讯员叶飞艳

本报4月16日讯 为了
塑造长沙市儿童友好型城市
统一形象， 体现城市的人文
关怀， 长沙市规划局面向长
沙市六区的中小学生公开征
集长 沙 儿 童 友 好 型 城 市
LOGO， 该LOGO将应用于
儿童活动场所、 公益广告宣
传、文化交流用品等。征集时
段为4月16日起至今年5月
8日18时。

长沙儿童友好型城市
LOGO的内容主要包括长沙
儿童友好型城市图案、 关键

词“长沙、儿童友好”（可中英
文搭配）。 LOGO作品要求是
原创， 且活泼有趣、 简洁大
方、易于识别，体现儿童天真
浪漫、自信活泼、想象力丰富
的特点； 反映长沙地域文化
特色，符合国际惯例，具有艺
术感染力；便于制作等。评选
结果拟在2018年5月下旬公
布并颁奖。

本次征集活动以学校为
单位进行，具体参评要求可登
录长沙市规划局官网查询。

■记者 陈月红

本报4月16日讯 为进一步推进
全市禁燃区燃煤污染整治工作，长
沙市发改委、 市能源局积极与长沙
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协调对接， 研究
制定管道天然气接入优惠政策，对
禁燃区内低保户、特困户、残疾人和
经营户“煤改气”给予一定补贴，力
争从根本上解决燃煤污染问题。

目前， 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已出台具体优惠方案： 对在长沙市
社会救助局备案的低保户、特困户，
给予安装费优惠200元/户； 对在市
社会救助局备案的残疾人， 给予安
装费优惠290元/户； 对拟接入管道
天然气的经营户， 且门店不属于违
章建筑的， 给予安装费优惠600元/
家。 该优惠方案还提供了两种支付
方式， 用户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款或
分期付款，对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安
装费在优惠后再下调10%； 对分期
付款的用户，最迟可延长至2019年
2月4日前付清。

长沙市蓝天保卫战打响以来，
全市禁燃区内燃煤污染整治“三个
月治标”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据长
沙市能源局统计，截至目前，全市查
处燃煤污染问题1.2万余处、收缴煤
炉2.3万余个、 燃煤12万余公斤，取
缔制售点93处， 禁燃区内燃煤制售
点、 燃煤锅炉全部清零，97个街道
（镇）全部宣布燃煤清零。据《长沙市
禁燃区燃煤污染整治工作方案
（2018-2020年）》，长沙将持续推进
禁燃区清洁能源改烧工程， 提高天
然气普及率，力争2020年城区清洁
能源使用基本覆盖。 ■记者 陈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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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6日讯 有存在
编造、 故意传播涉及民航空
防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的；或
者在航空器内使用明火、吸
烟、违规使用电子设备，且不
听劝阻等行为。 根据最新规
定， 这些行为除了要受到行
政或刑事处罚， 还会被列入
黑名单，限制乘坐飞机。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航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
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
器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5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此，记
者采访了相关机场及航空公
司， 均表示将按照相关规定
执行。

以下9种行为
将被限制乘机

记者了解到，《意见》中
明确规定， 旅客在机场或航
空器内实施以下行为， 被公
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追
究刑事责任的，将限制乘机。
具体如下：

1.编造、故意传播涉及民
航空防安全虚假恐怖信息
的;

2.使用伪造、变造或冒用
他人乘机身份证件、 乘机凭
证的;

3.堵塞、强占、冲击值机
柜台、安检通道、登机口 (通
道)的;

4. 随身携带或托运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的危险品、违
禁品和管制物品的; 在随身
携带或托运行李中故意藏匿
国家规定以外属于民航禁
止、限制运输物品的;

5. 强行登占、 拦截航空
器， 强行闯入或冲击航空器
驾驶舱、跑道和机坪的;

6. 妨碍或煽动他人妨碍
机组、安检、值机等民航工作
人员履行职责， 实施或威胁
实施人身攻击的;

7.强占座位、行李架，打架
斗殴、寻衅滋事，故意损坏、盗
窃、 擅自开启航空器或航空设
施设备等扰乱客舱秩序的;

8.在航空器内使用明火、吸
烟、违规使用电子设备，不听劝
阻的;

9. 在航空器内盗窃他人物
品的。

6类人也将被限制乘机

此外，在其他领域，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有关责任人也将被
限制乘机。具体如下：

1. 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
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2. 在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
领域中存在弄虚作假、 虚报冒
领、骗取套取、截留挪用、拖欠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到期
债务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人;

3. 在社会保险领域中存在
以下情形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
人: 用人单位未按相关规定参
加社会保险且拒不整改的;用
人单位未如实申报社会保险缴
费基数且拒不整改的; 应缴纳
社会保险费且具备缴纳能力但
拒不缴纳的;隐匿、转移、侵占、
挪用社会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
资运营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
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
待遇的; 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
反服务协议或相关规定的;拒
绝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事
故和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的;

4.证券、期货违法被处以罚
没款，逾期未缴纳的;上市公司
相关责任主体逾期不履行公开
承诺的;

5. 被人民法院按照有关规
定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或
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

6. 相关部门认定的其他限
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严重失信
行为责任人， 相关部门加入本
文件的， 应当通过修改本文件
的方式予以明确。

■记者 和婷婷

下月起，9种“机闹”行为人将限乘飞机
6类“老赖”也进入黑名单 限乘时间为一年 每月首个工作日将在相关网站公示名单

省直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初次申报启动

长沙公开征集儿童友好型城市LOGO

长沙低保户、特困户
“煤改气”可享补贴

民航局按照规定程序，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在指定的民
航网站和“信用中国”网站发布限制乘机名单信息，异议处
理部门及联系方式应当同时公布。

名单自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为公示期，公示期内，被
公示人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公示期满，被公示人未
提出异议或者提出异议经审查未予支持的， 名单开始执
行。被纳入限制乘机名单的人员认为纳入错误的，可以向
有关机关、单位提起复核。

值得注意的是，对特定严重失信人在一定期限内适当
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相关主体从限制乘机人员名单中移
除后，不再对其采取限制乘机措施。

具体而言，因严重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和生产安全的特
定严重失信人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或者在其他领域产
生的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相关人员名单， 有效期为一
年，自公示期满之日起计算，一年期满自动移除。

在有效期内，其法定义务履行完毕的，有关部门应当
在7个工作日内通知民航局移除名单。

限乘时间为一年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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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华谊兄弟（长沙）电影文化城一期工程项目主体建筑已全部完工，目前正在加紧进行装饰和绿化等施
工，计划于今年9月底开园迎客。 记者 李健 摄

华谊长沙电影小镇一期9月底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