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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唐
爱平 通讯员 向奇志 ）今天，中国
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埃森哲
（中国）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围绕打造国内首个开放的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展开深度合作。

埃森哲是全球领先的战略、咨
询、数字、技术及运营服务机构，铁
建重工是集高端地下装备和轨道
设备研究、设计、制造、服务于一体
的专业化企业。去年铁建重工启动
ERP应用系统建设，选择了全球知
名的SAP-ERP系统， 并聘请埃森
哲公司进行集团业务运营与管理
创新的蓝图设计与全面实施。经过
八个月的努力， 项目于5月17日正
式上线运行。

根据协议，铁建重工与埃森哲
（中国）公司将深入合作，打造信息
流高度集成、大数据驱动及计算分
析决策的数字化企业，为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数据支撑；建设高度柔性

化的智能制造车间，确保产品质量
稳定，制造过程绿色环保，提升市
场竞争力， 促进海外扩张与布局。
同时，铁建重工将重点打造智能服
务生态体系，建成行业智能服务云
平台，促进企业从生产制造型向生
产服务型转变。

通过这次合作，铁建重工将打
造国内业界首个开放共享的物联
网云平台，根据设计，平台可以接
入非铁建重工的第三方产品进行
数据采集实时监控，平台支持行业
专家、 爱好者在线有偿/无偿建立
产品模型，帮助用户进行产品故障
预警数据分析，进而取得收益。 平
台还可以纳入产品用户、 制造商、
技术专家、备件供应商，对产品实
时状态数据实现共享和故障预警，
打通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形
成全方位智能服务生态体系和创
新服务模式，促进整个行业向生产
服务型转变。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陈
淦璋） 不同于一季度信贷高歌猛
进，4月份数据有所回落。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今天通报的金融运
行情况显示：4月末，我省金融机构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6081.6亿
元， 同比增长17.8%， 比上月下降
0.5个百分点。 其中，4月新增183.7
亿元，同比少增62.6亿元。

4月我省贷款增速回落的情况，
与全国保持一致。据央行刚刚发布的
信贷数据，4月全国新增人民币贷款
从3月的1.37万亿元大幅下降60%至
5556亿元， 不及预期的8000亿元；
M2（广义货币总量）增速也从13.4%
降至12.8%，明显低于市场预期。

具体来看，我省短期贷款（期
限在1年及以下）在4月出现了净下

降。 4月末， 全省短期贷款余额
6656.6亿元，同比增长5.7%，比上
月和去年同期均有所下降。1至4月
短期贷款新增81亿元， 同比少增
155.7亿元。 其中4月净下降111.2
亿元，同比少增161.8亿元。

全省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快，如
房贷增长迅猛，与楼市的火爆保持
一致。4月末，全省个人住房消费贷
款同比增长22.2%， 创14个月来新
高。 不过，中长期贷款较少惠及高
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等行业。 4
月末，全省“两高一剩”行业中长期
贷款同比仅增长0.1%，比上月和去
年同期均有所下降。1至4月，煤炭、
钢铁等重点“去产能”行业的中长
期贷款更是净下降11.3亿元，同比
少增12.2亿元。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刘
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人社局了解到，为有效提高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数据质
量， 完成社保业务全网上办理的
“最后一公里”，该局将针对三类有
视同缴费年限的参保人员，开展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关
键信息审核工作。

三类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参保
人员包括距退休年龄10年内有视
同缴费年限参保人员、新增有视同
缴费年限参保人员（含新转入人
员）、 其他在职有视同缴费年限参
保人员。 已退休人员、无视同缴费
年限的参保人员，不纳入此次关键

信息审核的范围。
关键信息审核采用网上申报、网

上审核的方式，通过日常审核和集中
审核相结合，预约上门审核和随到随
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核的内容主
要涉及个人的基本信息及计发待遇
的相关信息，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
号码、参加工作时间、视同缴费年限、
建账日期、从事特殊工种时间及工种
类别、军转信息等31项，信息审核后
在社保信息系统中标明“关键信息已
审”，主要用于计算养老金待遇、根据
相关政策发放各类补贴、用人单位进
行退休审批网上申报等。关键信息审
核后， 参保人员退休到龄的次月，系
统自动停止该人员社保费扣缴。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陈永刚 曾
迪）“长沙的在建干线公路等项目，要
以机场大道提质改造工程为标杆，标
准化施工，防范事故发生。 ”5月17日，
长沙市召开交通建设质量安全工作
会议，现场观摩、交流、学习。

机场大道提质改造工程位于空
港城境内，呈南北走向，起点位于长
永高速黄花收费站，向南沿现状道路
布线， 与机场T1、T2航站楼匝道相
连， 终点接机场联络线南延线起点，
与厦航路平交，全长4.763公里。 项目
由北向南依次与远大路、规划的金阳
大道、人民东路等相交。

根据规划，机场大道提质改造工
程人民路以北路段， 采用主道6车道
辅道4车道，路宽45米，主线设计速度
80公里每小时，保证快速通行。 辅路
设计速度40公里每小时，服务沿线经
济。 人民路以南路段采用全线高架桥
与地面交通分离的处理方式，其中高

架桥专门对接机场航站楼，地面道路
主要服务于南北向过境交通和周边
集散交通。

自今年3月1日开工以来， 已完
成建设投资8000万元， 计划2016年
度投入4亿元， 完成机场大道主体桥
梁， 2017年6月30日实现主体工程完
工。 建成后， 机场大道车道更多、
路面更宽， 不管是从长永高速、 人
民路还是机场高速， 都能通过机场
大道直通航站楼。 项目相关负责人
介绍， 该项目所有钢筋采用集中加
工、 配送方式， 10个人操作机械一
天可以完成5套钢筋笼， 等同于传统
的25个人一天的工作量； 推行BIM
三维设计、 新型支架、 员工信息化
管理等手段， 施工效率和施工安全
都有大的提升。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还邀请专家
对全市在建干线公路的项目负责人
进行工地建设标准化培训。

铁建重工携手埃森哲，推动制造智能化

打造国内首个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

4月全省信贷数据回落
短期贷款当月净下降111.2亿元

长沙三类参保人员

快去办理关键信息审核

长沙机场大道提质改造
2017年建成通车

“最严招生季” 排队爆棚
5月17日上午，长沙市雨花区桂花树小学，等待报名登记的家长在校门口排

起了长队。近日，长沙城区各小学相继进入秋季新生集中报名登记阶段。长沙今
年的中小学招生政策进行了严禁公办中小学招收择校生、 严格控制班额容量、
明确生源排序、提供的房屋产权证性质必须为住宅等十个方面的改变，被称为
“史上最严招生入学政策”。 一些家长由于不熟悉政策，或担心报不上名，于是出
现排长队、甚至凌晨排队的现象。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王国光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通讯员 林
俊 记者 彭雅惠）今天，湖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发布消息， 湖南口岸首批检
疫犬正式上岗，今后，从长沙机场口岸
入境的旅客， 都可能受到检疫犬“检
查”。

检疫犬是一种工作犬， 具有嗅觉
灵敏、对人友善、能针对动植物及其产
品等特定气味目标发生反应等特点，
用它们对入境旅客携带物进行查验，
能够弥补传统人工查验和X光机透视
检查的不足， 在保障旅客通关速度同
时，提高查验准确率和检出率，有效的
减少逃漏检现象， 防止境外有害生物
传入。

据介绍， 我省首批检疫犬共3只，

分别为拉布拉多犬和史宾格犬，此前已
经通过了北京检验检疫局特种检疫办
事处的系统培训、考核，并在长沙机场
口岸度过了适应期。

今后，3只检疫犬将轮流上岗，当入
境旅客等待提取托运行李时，它们会在
行李转盘上进行巡逻， 搜检可疑箱包，
“闻”出问题物品。在适应期，3只检疫犬
已经查获水果、肉干、香肠、燕窝、种子
等违禁物品209批次、247公斤。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表示，随
着我省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境内生态环
境、公共卫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
威胁，1至4月， 长沙机场口岸累计截获
禁止进境物3127批次、3063公斤，较去
年同期分别增长56.6%、57.2%。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园丁”是多种职业的代名词，栽
花种草的园艺师是“园丁”，教书育人
的老师被称为“园丁”，为病人植牙的
冯波也被人们称为口腔“园丁”。

今年45岁的冯波是长沙市口腔医
院修复科主任。 这位长沙市的“芙蓉百
岗明星”和“巾帼建功十佳标兵”，从事
专业技术工作20多年来， 在国内外专
业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 对于口腔修
复以及口腔种植方面疑难病例有丰富
的治疗经验。

“口腔植牙也像教书育人，需要心

灵的滋润。 ”这是冯波谈到自己工作的
一种感受。 5月12日，记者见证了这样
一幕。

早晨8时， 诊疗开始。 当天的第
一个患者是60岁的杨女士， 她需要装
一副牙套。 清洗牙齿， 用药剂处理牙
面， 装牙套比对尺寸， 取下牙套调整
尺寸……冯波轻声为她讲解每一个治
疗环节， 每进行一个步骤， 都会询问
杨女士有没有不适。

治疗结束， 冯波扶起杨女士， 又
仔细交待她： “两个小时不要吃东
西， 之后也不要吃太硬的食物， 有任
何不舒服的地方可以随时打电话咨

询”。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 冯波全程都微
笑着面对患者， 轻言细语， 不停地分
散患者的注意力， 抚慰着患者。 这样
的工作状态， 冯波保持了20多年。

作为医院“优秀学科带头人”，
冯波的技术好是出了名的， 她接诊的
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她每年都要在全
省做学术巡讲三到四次， 到各市州进
行手术指导数十次。

今年， 一位84岁的老人专程从海
南赶来求诊。 这位老人牙齿大多已经
脱落， 找了很多医院治疗， 这些医院

觉得像这种年龄老人要植牙难度很
大， 都建议老人佩戴假牙算了。 冯波
接诊后， 经过几次细致的手术， 老人
又有了一口满意的好牙。

“和她共事多年， 从来没有患者
投诉过她， 她敬业、 技术佳、 态度
好。” 副院长谢辉这样评价冯波。

在冯波的带领下， 目前长沙口腔
医院及种植中心业务量在全省排名第
一， 各种疑难手术病例也开展得最
多， 包括颌窦外提技术、 钛网植骨应
用等都在全省领先。 2015年， 冯波的
门诊人次达3000人次， 第三方满意
度调查显示， 患者满意率超过98%。

口腔“园丁”
———记芙蓉百岗明星、长沙市口腔医院修复科主任冯波

致敬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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