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卯卯： 大清早一车
叔叔阿姨踏上了脱单之旅！
妥妥地虐了我这个单身狗。
@Hi都市报

[核实]
近日， 长沙网友@牛卯

卯经河西岳麓大道去上班，

发现隔壁车道上一辆大巴车
满载着60岁左右的老人家不
知去哪旅行。“车身上写着
‘一起脱单旅行’6个大字，深
深地虐了一把我这个单身
狗，我连脱单之旅都没有。”

■记者 胡泽汇
实习生 赵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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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入市意味着什么

“快忘了老公长啥样了，
我想去看看。”

26日， 这张抬头为中铁
二十局的请假条引来众多网
友共鸣。据了解，请假者与其
老公在不同项目的一线工
作。

祥林结： 说好的带薪休
假哪去了？

思念：只剩心酸两字，向
所有一线工作者致敬！

在心里： 原本工作只是
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现在为
了赚钱工作成了大部分，见
同事都比家人多。

刘嚷：老师，我要请假！
我已经忘了爸妈长啥样了。

梦：一入建行（建筑行业）
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微议

来论 统计未就业毕业生只是第一步 及时语

教育部相关部门负责人
26日透露，从2016年开始，要
加强对未就业毕业生的统计
和服务，建立未就业毕业生的
统计机制。

鉴于导致大学生未就业
的多方面因素：比如自恃家庭
条件好， 宁可啃老不想就业；
因家庭和自身条件差而难以
就业； 抑或是受眼高手低、怕
苦怕累等认知影响及岗位用
非所学、 创业有心无力等等。
统计未就业毕业生不能止于
简单的登记和数量的汇总，而

应把统计过程当作对大学生
就业状况的调研与走访，摸清
未就业大学生的所思、 所想、
所难、所盼，以期有助于对这
一群体思维引导、能力培训和
困难帮扶。

统计是手段， 服务是目
的。教育部门要做好对未就业
毕业生统计工作的成果运用。
力求从中发现和理出带有普
遍性、倾向性和规律性的有价
值信息。需要高校关注、改进
和健全的管理事宜，要及时反
馈；需要地方政府着力加强和

完善的服务事项，要注重沟通
会商；需要从国家层面或制度
角度作出顶层设计的，更要做
好向相关机构的建议和协调
工作。

做好未就业毕业生统计
工作，并非只是教育部门的一
家之事，而是需要各级政府和
各行各业积极配合和参与的
庞大系统工程。尤其要从破解
社会隐忧、 力促创业创新、践
行“十三五”计划的更高层次，
解读和认知其深远意义。

■张玉胜

养老金入市的规模和时间
表是备受市场关注的两大问题，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27日上
午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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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测算的养老金入
市的总规模可能超过2万亿。（见
本报10月28日A14版）

上周末，央行宣布“双降”，但并
没有给周一的股市带来股民翘首
以盼的“千股涨停”，甚至到了周二
早盘两市股指低开，沪指更是一度
跳水大跌近百点。收盘时，沪深两市
走出了V型反转的态势， 有不少分
析人士将此归功于人社部宣布的
这条消息。养老金入市并不是新
鲜的消息，从今年初说到了现在。
人社部的表态，给出了时间表，更

给出了养老金入市的可能性总规
模， 让人不太安定的心有了比较
具体的想象。 投资者的预期因此
有所改变，继而传导到股市表现，
倒也说得过去。

但是，在当下，与其说股市
需要养老金入市，倒不如说是养
老金更需要股市。央行“双降”的
直接结果，其实是加速了“负利
率时代”的来临。曾有业内人士
测算， 因为增值速度跑不过通
胀，过去20年，我国养老金结余
贬值损失1300亿元。在“负利率”
逼近的形势下，如不进行积极投
资，养老金结余的贬值速度与数
额无疑会加快加大。而据中国社
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
透露，仅私募股权投资就给社保

基金在历史上带来了年化10%以
上的回报率。显而易见，无论是
现实的形势逼人紧，还是社保基
金的历史经验，都决定了养老金
必须加快入市的步伐，其急切似
乎大过了股市对资金的渴求。

毕竟， 养老金入市总规模2
万亿是个理想化的极限数字，即
便达到，对目前来说仍是望梅止
渴。央行“双降”将释放近8000亿
的资金———这眼面前的真金白
银， 为何资本市场不仅视而不
见， 甚至做出相反的动作呢？归
根结底， 其实是个信心问题。10
月份的股市已经有所反弹，股灾
过后，股民们心有余悸，短期炒
作的风头甚健，而长期的信心不
足。这导致央行“双降”被投资者

更多解读为负面：意味着经济形
势不好，借“双降”冲高出货获利
了结才是上策。当这种市场被这
种悲观情绪感染，央行“双降”的
利好价值自然也被稀释。

而养老金入市的消息则有
所不同。众所周知，养老金是保
命钱，民众普遍认为国家不会轻
易用养老金去冒险。 养老金入
市，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国家对
资本市场长期看好，这给市场以
信心，但如何化解养老金入市的
系统风险与道德风险，则是制度
设计上必须考虑的问题。 同时，
养老金入市将进一步提升股市
的专业化， 散户直接投资的A股
格局也面临着考验。

■本报评论员 赵强

“中国人来了，柏林房价要涨了。”
———在席卷了悉尼、 美国和

日本各地以后，中国“炒房团”找
到了新的目标———柏林。 有德国
媒体如此惊呼。

“创新对于GDP的贡献主要
有两方面：一是如何创造新产品，
更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
面是如何让旧产品发挥新价值。”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针对包括
中国在内的25个重要经济体在创
新能力方面做了排名， 对于创新
与GDP的关系他如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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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26497247.84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排列 3、排列 5��第 15293 期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号码： 2�8�3�9�0�2�7

排列 5开奖号码：4�3�2�1�4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4�3�2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

0
48
178
2230
29973
347729
380158

―――

7207
1800
300
20
5

0
345936
320400
669000
599460
1738645
3673441

3443
0

6326

1040
346
173

3580720
0

1094398

14 100000 1400000

业主不堪狗吠困扰，萌犬“亲自”致歉
“找不到家才狂吠，主人已严厉批评，以后再难找到犯错机会”

@轻舞飞柳：中午回家，
看到电梯口贴了两张“告
示”， 这两位都是人才啊 ！
@Hi都市报

[核实]
10月22日中午， 网友@

轻舞飞柳在长沙松桂园一小
区2栋电梯门口看到两张有
意思的“告示”。

一位业主因不满楼道内
田园犬屡次狂吠，“张榜”寻
找狗主人：“2栋高层某狗主，
你家中华田园犬（土狗子）不
止一次独自跑出家门， 在楼
道、楼底狂吠，对其他住户造
成严重困扰。”

不料田园犬“亲自”回复：
“我是中华田园犬（土狗子），因
为我太聪明偷偷学会了开门
的缘故，跑出了家门，又因找不
到家里的楼层而害怕以致狂
吠， 对各位住户造成严重困
扰，深表歉意。我家主人严厉
批评了我， 表示要反锁房门，
估计我再难找到犯错的机会，
请各位放心。”■记者 柳丽娜

实习生 赵子桐

太阳出来了， 小区
水池彩虹美美哒

@淋子： 刚才出门经过小区
喷水池，无意一瞥，好美的彩虹，
生活处处有风景。@Hi都市报

[核实]
网友@淋子家住常德石门公

园1号，10月26日， 她走出家门时
秋阳高照， 刚好看到小区喷水池
中彩虹闪现。“喷泉是活动的，所
以彩虹也若隐若现地活动起来，
很美。”网友说。 ■记者 虢灿“女司机出没，高

度注意”
@小楼一夜听春雨：霸

气神车出现，这算保持安全距
离的妙招？@Hi都市报

[核实]
10月27日，长沙网友@小

楼一夜听春雨在福元路与芙
蓉路交会处等红绿灯，这辆车
一出现， 周围车辆都与它保持
了足够距离。没办法，人家车上
写得很清楚：“女司机出没，高
度注意，擅长急刹、甩尾、侧滑、
突然变道。” ■记者 胡泽汇

实习生 赵子桐

一车叔叔阿姨
集体脱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