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快讯

更多发布

美国媒体和教研机构20日
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
发布首份“最佳国家”排名和分
析报告，德国、加拿大和英国分
列前三位，美国名列第四。

中国综合排名第十七位，
同时获评“最适合开始职业生
涯的国家”，并且在权力排行榜
上名列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俄
罗斯。

“最佳国家”评比以60个国
家和地区为打分对象， 对全球
1.62万名商界领袖、社会精英和
普通公民进行了调查。评分标准
分24个大项， 包括企业创新精
神、对企业友好程度和投资吸引
力、居民生活质量、文化影响力、
社会保障水平和包容程度。每个
大项又有众多细分标准。

综合排名前十的国家依次

为德国、加拿大、英国、美国、瑞
典、澳大利亚、日本、法国、荷兰
和丹麦。

日本是唯一进入前十的亚
洲国家， 新加坡排名第十五，中
国十七，韩国十九。

报告说， 德国之所以排名第
一，部分原因是德国经济强劲，世
界影响力大， 关注难民危机和欧
元区团结等重要的全球性议题。

除了综合排名，报告还公布
了24个单项的排名。其中，中国
在“最适合开始职业生涯的国
家”这一项名列第一，德国第二，
美国第三。

这个单项的调查主要面向近
6000名年龄不超过35岁的成年
人，评分标准有7项，包括不错的
就业市场、经济稳定、适合创业、
收入平等、善于创新。■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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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太平洋寿险湘西中心支公司遗
失旅客交通意外伤害保险单,
单证代码：2251802, 年份:20
15年,号段：9400、9781-97
82、13801-13806、45813、47140、
49204、49402、49411-49416、
50201、55201、55234、55604、
56109、56383、57201、60769、
61102、148202、149176、1494
72-149473、150002、150126-
150127、153645-153646、15
3656、197201、197401、198216-
198217、199602-199603、20
0028、201053-201056、2010
94、203138、241347、242329-
242330、246000、246805-24
6807、247602、247605-2476
06、249891-249892、250733、
250845-250846、251060-25
1061、253223-253225、2532
73-253274、253395、254228、
254487-254488、255001、32
3404、323406、325275、3252
90。 共计:82份；遗失任我行
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单,
单证代码:2001816,年份:20
15年,号段:1276642-1276642、
1277881-1277881、1278184-12
78184、1278332-1278334、1278
800-1278800、1284001-1284001、
1285702-1285702、1286601-1286
601。 共计：10份。 合计：92份。
特声明作废。 申请为无效单证。

遗失声明
湖南龙骧橘子洲旅游服务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工会遗失预留银
行印鉴一枚，姓名：黄丽波。
特此公示，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彭鹏遗失由龙山
县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3130600070851，433130600
88969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钟熙遗失坐落于长沙市下大垅
188 号 2 栋 405 房的权证号为
00167083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尚益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往来收款收据万元版一本，
收据代码 143011162731 号码
00122726-00122750;商业零售
发票 4 份，发票代码 14300121
0128 号码 26624551、26624552、
26624556、2662455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天下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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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
蝴蝶谷 3栋 1611。 联系人：
吴姜华 电话 15589011116

遗失声明
长沙吉象汽车用品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银
行长沙湘江北路支行,核准号:
J55100219177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景秀江山小区
业主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51001631
8502，声明作废。

高收酒店设备空调
厨具桌椅电器13607480245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寻优质项目合作、投资、借款，
土地开发、房地产、在建工程、
矿业、工厂、农业、养殖、酒店等。
轻松解决企业及个人资金困难，
200 万起贷，手续简单，区域不限。
028-87717157、87772726

大额资金 佳隆直投 公告 声明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如意88888859

老品牌值得信赖
公司搬迁居民搬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便民服务 搬家●

理财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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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企业等投资贷款（寻居间代理）

奢鑫投资集团

023-67833777 13648418884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 用 13787284183信用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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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从发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4306
82199303092319，声明作废。

◆王丽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4325221980020640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衡南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望城一中农民工保证金专
户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茶与布朗奶茶店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4年 5月 7 日核发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0102600418732,声明作废

◆胡强不慎遗失身份证以及驾
驶证（准驾车型 C1），证号：43012
4198001046282，声明作废。

项目名称：宁乡百帝甲门业有
限公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宁乡百帝甲门业有
限公司。
项目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 20000m2。
生产规模：年产 100000樘。
总投资：项目投资总额 2000万元。
建设地点：长沙市宁乡县煤炭
坝镇棤树村。
征求意见时间：2016年 1月 22
日—2月 1日。
公众参与方式：以信函、邮件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
位提出意见书面意见。
建设单位：周工
联系电话：15058585777
电子信箱：905699527@qq.com
环评单位：徐工
联系电话：13907483747
电子信箱：360307095@qq.com

宁乡百帝甲门业有限
公司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人社部： 800亿养老金被挪用系误读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一千多万人 未有大规模下岗潮

22日， 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CNNIC）发布第37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 报告显示， 截至
2015年12月， 中国网民规模
达6.8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到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
互联网，其中有90.1%的网民
通过手机上网。同时，移动互
联网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活
形态，“互联网＋” 行动计划
不断助力企业发展， 互联网
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已进入
到新的阶段。 ■据新华社

“最佳国家”排名：

中国获评“最适合职场新人的国家”

最新报告： 中国
网民达6.88亿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
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2015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减
员发生在个别区域和行业，没
有发生大规模的下岗潮。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介
绍， 去年全面完成城镇新增就
业1000万人以上、 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4.5%以内的目标。

针对最近有报告认为我国
2016年或迎来第二轮失业潮的
疑问，李忠说，在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和结构调整加快推进的进
程中， 确实出现了一些行业企
业减员增多的现象，“但是从相
关的统计监测和调研情况看，
减员主要还是发生在个别区域
和个别行业， 没有发生大规模
的下岗潮”，而且2016年的就业
形势因经济发展基本面向好，
改革创新持续推进， 就业政策
和服务体系持续发力等有利因
素的存在， 会延续总体稳定的
态势。 ■据新华社

人社部：未有大规模下岗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
闻发言人李忠22日说， 养老金
支出账目清晰， 每一笔基金支
出去向明确， 并且符合社会保
险基金财务管理规定， 并非被
挪作他用、资金去向不明。养老
金被挪用是一个误读。

养老金支出
已明确五个项目

李忠说，根据我国《社会保
险基金财务制度》， 明确规定了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五个项目：第
一个项目是基本养老金支出，用
来直接发放养老金待遇；第二个
项目是医疗补助金，是指按照规
定支付给未实行医疗保险地区
已经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开
支范围的离休、退休、退职人员
的医疗费用； 第三个项目是丧
葬抚恤补助费， 是指用于已纳
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开支范围
的离休、退休、退职人员死亡丧
葬补助费用及其供养直系亲属
的抚恤和生活补助费用；第四个
项目是转移支出，是指参保人员
跨统筹地区流动而转出的基金
支出； 第五个项目是其他支出，

是指经地方财政部门核准开支
的其他支出， 包括借款利息支
出、银行手续费支出，还有一些
劳模补贴等。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李忠表示， 根据人社部公
布的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
年报数据，2014年全国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
21755亿元，其中基本养老金的
支出是20950亿元，医疗补助金
支出11亿元， 丧葬抚恤补助费
519亿元，转移支出230亿元，其
他支出45亿元。 以上这五个数
字，除了养老金支出，其他四个
科目的支出加起来就是此前部
分媒体所报道的用于基本养老
金发放以外的800多亿元。

李忠同时强调， 养老保险
基金是广大群众的养命钱，国
家对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严
格监管， 将社会保险基金存入
财政专户，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
理，专款专用，确保养老保险基
金和其他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
绝对安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侵占或者挪用。

1月22日， 在日本国会众议
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右一）准
备进行施政演说。

当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
2016年施政演说，对内着重阐述
工资改革、灾区复兴等经济政策，
对外主张继续开展“俯瞰地球仪”
外交，彰显日本领导力。日本外务
大臣岸田文雄、 财务大臣麻生太
郎、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甘利明当
天也分别就日本外交、财政和经
济政策发表演说。 新华社 图

安倍施政演说
大谈经济拉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