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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2日讯 今日，“创
业创新， 赢在天心” 长沙天心区
“互联网+” 创新创业菁英汇隆重
举行。天心区“双创”代表企业，著
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任玉岭，
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冯
军及300余名企业家参加会议。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长沙（国

家）广告产业园与清华启迪、飞马
旅爱创业和交通银行合作， 通过
财政资金铺路、合作机构注资、资
本市场融资、银行资金放大、专业
机构管理， 设立了总额5亿元的
“双创基金”。 基金将针对园区企
业创业、转型、拓展等方面，提供
多种类型的投融资服务。

活动现场， 天心区还发布了
《天心区促进创业创新发展奖励
办法》、《促进长沙（国家）广告产
业园区企业发展的奖励办法》等
创新创业政策以及双创商务地
图，从创意、创新、创业、创投等方
面，全面扶持企业快速成长。

■记者 田泽伟

100天内， 达成意向和签约项
目155个，投资总额达126.2亿元。这
份来自常德汉寿县的招商成绩单
堪称优秀，汉寿县的招商引资“百
日攻坚”和“百日落地”（简称“双
百”）活动也获得杜家毫省长的充
分肯定。日前，省商务厅组织媒体
对汉寿招商引资的经验进行了采
访并向全省推介。

记者在汉寿县采访了解到，
从2015年8月1日至11月10日，汉

寿县的招商引资“双百”活动已达
成意向和签约项目155个，投资总
额达126.2亿元， 落地项目64个，
投产项目18个， 刷新了全县招商
引资工作历史， 相当于过去四年
的总和。汉寿县县长杨昶表示，如
果所有项目全部投产， 汉寿每年
工业项目产值可达到120亿元，提
供税收5亿元。

记者了解到，汉寿县政府在
行政审批方面，大胆借鉴沿海经

验，推行“模拟审批”，对投资项
目的行政许可实行“一个窗口受
理，一条龙服务”，由县政务中心
全程代办。 符合条件的项目，平
均15天就可以办结所有手续，大
大提高了企业的效率。

县政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从去年9月份启动“模拟审批”以
来， 至今已有43家企业通过模拟
通道实现尽早落地投产。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何敏讷

本报1月22日讯 我省航空航
天产业又迎一大盛事！今日上午，
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蛟龙AG600起落架系统装机件在
长沙航空园揭开神秘面纱，并正式
交付中航工业通飞，这标志着目前
世界上在研的最大一款水陆两栖
飞机制造再获新进展。

起落架：适用水陆起降

中航飞机起落架公司技术负
责人宁晓东介绍，AG600采用前
三点可收放式起落架。 要实现水
面和陆地上起降， 特殊的结构布

局对起落架的总体布局和承载能
力设计提出了很高要求。AG600
起落架系统在液压系统设计、电
气系统设计方面填补了公司专业
领域的空白， 多项技术申请发明
专利。

值得一提的是， 收放验收试
验为国内首次开展， 起落架公司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台架、系统设
计均进行了自主研发， 通过1:1模
拟起落架机械接口、液压系统元件
安装，采用与机上技术状态一致的
收放控制系统，真实地模拟了起落
架在飞机上的工作环境，保证了试
验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2020年：主营收入500亿元

近年来，长沙先后与中航工业
集团、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等企业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大型客机起
落架、机轮刹车系统、发动机短舱
等重大项目都落户长沙。

2015年11月， 湖南省更是出
台《湖南省贯彻〈中国制造2025〉建
设 制 造 强 省 五 年 行 动 计 划
（2016-2020年）》， 计划将长沙建
成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飞机机轮
及刹车系统制造核心基地，2020年
规划产业主营业务收入500亿元。

■记者 肖德军 通讯员 吴凯西

本报1月22日讯 今
天， 记者从湖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湖
南省企业养老保险银社平
台”已正式上线，首批覆盖
省内交通银行、 华融湘江
银行、中信银行、长沙银行
所属的381个网点。

覆盖六成参保职工

“湖南省企业养老保
险银社平台”的服务对象，
以灵活就业在职参保职工
和离退休参保职工为主。
目前， 我省灵活就业在职
参保职工252万人，离退休
参保职工299万人，两者占
全部参保职工的60%。

随着交通银行、 华融
湘江银行、中信银行、长沙
银行“银社平台”的上线，
全省参保对象除了在社
区、各级人社部门办理外，
还可持本人第二代身份
证、银行卡、社保卡、存折
等证件，到省内381家银社
平台合作银行直接办理养
老保险相关服务。

目前，“银社平台”可
以办理缴纳灵活就业人员
养老保险费、 录入和变更
养老金领取账户、 养老金
领取资格认证、 查询个人

社保信息等业务， 省人社
厅还将与其他银行合作，
让参保人员能够在全省城
乡范围内选择就近、 快捷
的银行网点办理部分社会
保险业务。

“银社平台”更安全

随着个人社保服务需
求的增加， 灵活就业人员
成了惠民工作的主要方
向。为此，省人社厅社会保
险管理服务局联合省内多
家商业银行搭建了“银社
平台”，并于2016年1月1日
开始试运行。

据长沙部分试点银行
的工作人员介绍， 该平台
已实现了银行与人社部门
的信息数据共享， 在合作
银行网点就能直接调取参
保人员的社保数据。

当然，安全第一，除了
工作人员的培训及签订保
密协议外， 该平台会在网
络防火墙的保护下， 通过
“网 点—社 保 应 用 服 务
器—社保生产数据库”的
银社专线， 让参保人员在
合作银行网点直接办理相
关社保业务。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志军 徐利平

银行也能办理社保业务了
“银社平台”上线，省内381个银行网点均可办理

参保职工持社会保险
服务合作银行卡（社保卡、
折）， 在同行ATM柜员机或
其他多媒体自助设备上按

设备提示操作，也可持第二
代身份证至银行网点，向工
作人员要求查询，即可获取
社会保险个人相关信息。

相关社保业务注意事项

水陆两栖飞机（AG600）起落架系统装机件长沙造
我省航空航天产业2020年主营收入或达500亿

启动5亿元“双创”基金 出台“双创”奖励办法
天心区崛起“创业创新”高地

百日吸引155个项目，投资总额达126亿元
汉寿招商获全省推广

城镇个体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

已参保的相关人员可
持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到
指定合作银行网点缴纳养
老保险费。 要特别注意的
是， 享受社会保险缴费补
贴的人员请先到所在经办
机构确定补贴后， 再到合
作银行缴费；一次性补缴、

提前退休补缴、 统筹补缴
等特殊缴费的人员， 请先
到所在经办机构通过资格
审核打出缴费单后， 再到
合作银行缴费； 缴费后需
办理退休、 转移等业务的
人员， 请提前至少三天缴
费。

离退休人员领取银行账户信息录入和变更

参保职工临近退休，在
所在经办机构完成养老金
领取资格建模后，可持本人
第二代身份证到指定网点
银行办理。在通过待遇领取
资格认证后，使用本人已有
或新开的该银行一类账户
并签署《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领取银行账户确
认书》， 即可使用此账户领
取养老金。

退休之后，如需变更养

老金领取银行或账户，在新
选定的社会保险服务合作
银行网点重新办理账户确
认手续即可。

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领
取资格定期认证：一年周期
内，离退休参保职工持本人
第二代身份证及在社会保
险服务合作银行开立的领
取养老金卡（社保卡、折），
在该银行网点进行一次资
格复核即可。

参保职工养老保险个人信息查询

1月22日户外寒风冻雨交加，旅客在长沙火车站广场新搭建的春运候车大棚下等候进站乘车。当天，长沙火车站
候车室前坪的春运大棚已经搭起，为旅客挡风避雨有序进站乘车提供了便利。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长沙火车站已搭好候车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