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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新闻发言人梁阳27日
对外发布消息称，27日上午，美
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进入我
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中
国海军“兰州” 号导弹驱逐舰、
“台州” 号巡逻舰和航空兵依法
对美舰进行了必要的、 合法的、
专业的跟踪、监视和警告。

梁阳强调，中国对南沙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
权。海军将坚决履行职责使命，坚
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
益，坚定不移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梁阳表示，中国海军将继续

严密监视有关海空情况， 防止发
生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况和
海空意外事件。在此，我们敦促美
方加强对本国过往船只和航空器
活动的管理，防止引发不测事件。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27日
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就美
军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
礁邻近海域提出严正交涉和强
烈抗议。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我
们奉劝美方三思而后行，不要轻
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

■据新华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
闻发言人李忠27日说， 人社部
正会同有关部门在加强养老保
险顶层设计的基础上， 研究制
定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
案。

李忠说， 目前已经开展了
相关基金模拟运行测算， 并已
形成了方案初稿， 拟在进一步
论证后适时上报国务院。 从养
老保险来看， 目前全国31个省
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出
台了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办
法。

正在研究归集和划拨办法

李忠表示， 人社部将于

2016年启动实施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投资运营工作。

李忠说， 现在该部正在会
同财政部研究制定委托投资基
金归集和划拨的办法， 规范资
金在委托地方和受托机构之间
划入和划出的流程， 明确委托
地方和受托机构协议签署的有
关要求。 各地的结余资金都将
按照统一的流程进行归集和划
拨。

入市资金规模由各省确定

“我们将抓紧开展工作，按
照2016年启动实施的目标，尽
快出台办法， 确保地方委托投
资资金及时到位”，李忠说。

养老金入市的规模和时间
表是备受市场关注的两大问
题， 人社部测算的养老金入市
的总规模可能超过2万亿。人社
部、 财政部两部委八月末召开
的国务院吹风会透露， 入市资
金规模由各省确定， 而入市的
时间表由市场投资机构决定。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
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 累计结余的资金量
只是各省是否愿意养老金尽快
投资运营的考虑因素之一，老
龄化所带来的支付压力也是重
要因素， 省一级政府最终拿出
的资金量要根据它们自身的情
况来确定。

■综合新华社、人社部网站

遗失声明
宁乡县兆平农业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宁乡县地方税务局 20
12年 9月 12日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430124563537
0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联诚建设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设计分公司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 IC卡，代码号:0897009
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云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4 年 8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 1 号（S），注
册号 430102000229216；遗失
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39515950-9；遗失
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8 月 18 日核发的湘国税登字
430102395159509 号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遗失湖南省长沙
市芙蓉区地方税务局 2014 年 8
月 22 日核发的地税湘字 430102
395159509 号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核发核准号：J55100
25675201， 编 号 ：5510 -0108
1012 开户许可证；遗失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 NO.002
9547371， 代 码 ：G104301020
25675200 机构信用代码证，以
上证件均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雅歌口腔门诊部遗失发票
三张，号码 40292329，402923
30，43292332， 代 码 24300142
018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碧云天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决
议解散，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为保护本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或要求提
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电话：13789311846
清算组联系人：胡友军

2015年 10月 28日

◆征婚男 51岁丧偶善良体贴经商
收入稳定诚寻一位重情有爱心
的女士为伴 13522697393 面谈

注销公告
长沙纽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为保护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
址：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华
润凤凰城一期 20栋 903。
联系人：戴利霞 电话 18974980452

注销公告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樱花会所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0731-82686611

遗失声明
深圳市艾睿佳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2 年 12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30192000055150；国税、
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1106012588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中创汇盈商品经营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加标 电话 18627549378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湖南高桥大市场
馨溢园茶业商行遗失招商银行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
007853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
公司内蒙古准兴重载高速公路
A33项目经理部遗失招商银行
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
证及相关查询密码，编号 1910-
00222173，核准号 L19100005
27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人保财险长沙分公司遗失车牌
为湘 A6604K的车险保单全套，
交强保单流水号 430015009824
78，商业保单流水号 43001500
442697，发票流水号为 317148
92 及 31714893。 现 声 明 全
套单证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金灵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双杨
3路永康门业市场 16栋 2-602房
联系人：曹毅，电话：18607319781

快取：教师会计学历职称
医 护 建 筑 13332516331考证

公告 声明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最新单人操作适用于斗牛、三
公、金花、三打哈多种玩法，进口
高清博士伦眼镜， 可看清扑克、
麻将、字牌、杯、碗、鱼虾等。 万能
麻将机，随意自摸全自动触摸可
上门安装、即教即会。 八一路鸿
飞大厦 808 室 14789718888

扑克麻将牌技

便民服务 搬家●

大额资金为房地产、在建工程、
矿 产 、 学 校 、 旅 游 、 电 站 、 农
牧养殖业 等 提 供 投 资 贷 款 。
热线：18716672249 寻全国居间合作
重庆渝北区星光三路天王星 D 座 5 楼

巨石投资

诚信快捷 区域不限 大额资金
专业承接房地产开发， 土地，工
程项目；各类矿产资源，电站，酒
店，学校，林业，种养殖业，大中
小企业等融资贷款（寻居间代理）

奢鑫投资集团

023-67833777 13648418884

安徽方圆通达投资
投资重点，地产，酒店，高科
技，企业扩建，种养殖业等。
(高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
联系人：李经理 18756093779
邮箱：18756093779@163.com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招商 促销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理财 咨询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品种齐，酒质优，无门坎，支持
大。 厂家热线：400-876-7719

贵宾尊酒诚招代理

赖克清债
现金高价收购债权合法清债
远大路东方芙蓉大厦 2 栋 2221
0731-85868986、15388950662

市场经济网络投资，唐朝网络
投资团队，安全合理的投资项
目，详情了解 QQ 群 466204033

好消息，投资小，效益丰

大额资金 柯瑞兴直投
各类大小项目投资，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手续简单，利率低，放款快。
028-67636999（非诚勿扰）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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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1、服装来料加工；护理服 ５0 万
件 １８.5 元/件。 2、木制品类;木
盘底 5 万只 245 元/只;锹把 50
万根 16元/根。 3、毛竹板 800万
片 1.5 元/片。 4、 铸造 8000 元/
吨，冲压件 1.2/片(有预付款)。
电话 0511-85990298白主任
单位:江苏镇江外贸进出口公司

急寻合作伙伴

注销公告
湖南泽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黄开 电话 13707317522

注销公告
株洲市羊羔羔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拟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公
司已成立清算小组，请有关债
权人于 45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项。
联系人：周暾 13789078907

人社部：养老金入市2016年启动
规模或超2万亿 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正在研究制定

美舰闯入我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
海军舰机依法对其进行了跟踪监视和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