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记者
朱诸 安蓓） 随着近日国际油价连续
下跌，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所参照的
三地（迪拜、布伦特、辛塔）原油变化
率也逼近调价红线。市场机构普遍预
计，年内首次油价下调窗口或将于本
月底开启。

中宇资讯分析师王金涛表示，按

照目前的趋势， 三地变化率将于本周
突破“-4%”的调价红线，但是考虑到
另外一个参考指标“22个工作日”尚未
满足， 预计成品油价格下调窗口将在
外盘26日、国内27日正式开启。

韩景媛也预计油价下调将在月底
到来。 她说：“考虑到调价红线突破后，
三地变化率的负向区间将继续下行，因

此时间条件满足后，油价调整窗口即将
开启。 我们预计，届时变化率的负向区
间将扩大到5.4%至5.5%，所以我们预测
这次下调幅度将在每吨270-290元。 ”

而据卓创资讯预测， 此次成品油
零售价格的下调幅度约在每吨300元，
合计93号汽油每升0.23元，0号柴油每
升0.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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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0日上午应约同韩国总统朴槿
惠通电话。

朴槿惠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
国家主席。 朴槿惠表示，我高度赞赏习
近平主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韩国致力于推进国家发展
和国民幸福。 两国治国理念相通，共同
利益广泛。 韩方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

往和民间交流， 不断丰富两国合作内
涵， 使韩中关系在现有良好基础上取
得新的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对朴槿惠的祝贺表示感谢。
习近平强调，中韩建交20年来，两国关系
持续快速发展， 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为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韩发展任务中
有许多共同点。 新形势下， 中韩加强理

解、信任和合作，对两国及本地区和平和
发展尤为重要。中方高度重视中韩关系，
视韩国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愿同韩方
一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中韩关
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习近平指出， 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关乎半岛人民切身利益， 也关乎中国
人民切身利益。 中方致力于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主张通过

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当前形势下，中方
希望其他有关各方为此付出努力，共
同使形势缓下来，并实现转圜。 南北是
同胞， 南北关系对半岛形势走向至关
重要。 中方愿为促进南北双方和解合
作提供必要协助。

朴槿惠表示， 韩方愿同中方加强沟
通合作，共同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维护
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朴槿惠通电话时强调

中方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20日下午在中南
海紫光阁会见了美国总统特别代
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

李克强表示，中美关系正处于
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 在新形势
下， 要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推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
作伙伴关系，必须创新思维，用战
略、 全局和长远的眼光看待彼此，
不纠缠和拘泥于具体问题。

李克强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增
长仍较脆弱，国际社会要继续同舟
共济、携手合作，把经济作为优先

问题来处理。 中美作为世界两大主
要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摆脱低迷具
有重要作用。 中美要增进互信，通
过扩大双方共同利益超越彼此分
歧，为两国各领域合作创造更好条
件， 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把中美合作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雅各布·卢说，美国希望同中国
保持对话， 通过美中战略与经济对
话等机制，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愿
在国际规则制定中， 通过多双边框
架同中方沟通协调。 美方欢迎中国
企业赴美投资， 也愿意同中国在应
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李克强会见美国财长

有梦想才有目标，有希冀才会
奋斗。 不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
家庭 ，梦想都是保持生机 、激发活
力的源泉。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
量”，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阐明
了怀抱强国梦想与焕发前进力量之
间深刻联系， 更揭示出实现中国梦
的重要路径。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
众一心，为了共同梦想努力奋斗，实
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

历经苦难与辉煌，中华民族始
终有着“家国天下”的情怀。 实现国
家富强 、人民富裕 ，从来都是我们
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正
是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
历史。 从上学就业到住房就医，尊
严的保证 、事业的成功 、价值的实
现， 每个人向着梦想的不断努力，
描绘出一个时代最为壮阔的梦想
图景，更汇聚起一个国家最为持久
的追梦力量。

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
民族紧紧相连，亿万中国人组成的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梦必须
“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 涓流汇
海，聚沙成塔 ，中国梦渐行渐近的
步伐，来自2.6亿农民工劳动致富的
创业热望中，来自社会各界心系国
运的热诚参与中，来自无数志愿者
投身社会的无私奉献中。 有了每个
人的共同“给力”，才有国家社会的
不断前行 ， 才能让更多人敢于做
梦、勇于追梦、努力圆梦，凝聚起推

进民族复兴的中国力量。
什么是中国力量？ 就是中国各

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就是13亿人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汇集起
来的力量 。 个人梦想可能千差万
别， 但实现国家梦想的征程上，同
心同德 、群策群力 ，就有无坚不摧
的磅礴力量。 这种力量，我们在革
命年代前赴后继的抗争中感受过，
在建设岁月激情燃烧的奉献中体
验过，在改革时期波澜壮阔的奋斗
中亲历过。 未来的征程中，只要13
亿人团结一心，这种不可战胜的磅
礴之力，必将成为我们在民族复兴
之路上的胜利之本、力量之源。

通向理想的道路注定不是坦
途 。 经历发展阵痛 、面临 “惊险一
跳”，就业、医疗、住房、养老……每
个人都可能会与国家社会一起，经
历追梦之旅的曲折和辛劳，可能会
有抱怨、有纠结，但更要看到，我们
可以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
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
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
机会。 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
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和国家，
是幸运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 都更有
信心、有能力实现梦想。 毫无疑问，
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 仍需一代又
一代中国人共同努力。 凝聚起不可
战胜的中国力量， 完成民族复兴征
程上的接力，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
命，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原
载3月21日《人民日报》）

凝聚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三论同心共筑中国梦
人民日报评论员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记者
朱立毅）国家质检总局20日通报指出，
因DSG变速器故障，大众汽车（中国）
销售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
司、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
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今年4月2日起， 召回缺陷汽车， 共计
384181辆。

这些被召回的汽车分别是大众汽
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进口的2008
年12月至2011年9月生产的部分尚酷
1.4TSI、高尔夫旅行车、Cross� � Golf，
共计7139辆。

被召回的汽车还包括一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2009年5月至2012年1
月及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生产的
新宝来1.4T、高尔夫A6� � 1.4T、高尔
夫A6� � 1.6L、 速腾1.4T、 迈腾1.4T、
CC1.8T、新速腾1.4T、新迈腾1.4T、新
迈腾1.8T、 进口的2010年2月至2011
年6月生产的奥迪A3� � 1.8T， 共计
245999辆。

被召回的还有上海大众汽车有限
公司2009年10月23日至2012年5月23
日及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3月2
日生产的途安5座1.4T、途安7座1.4T、
明锐1.8T、明锐1.4T、朗逸1.4T、昊锐
1.4T、新帕萨特1.4T、新帕萨特1.8T，
共计131043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变速箱
内机电单元的电子故障或者油压不
足，可能导致动力输出中断，存在安全
隐患。 三家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
的车辆更换改进的变速箱机电单元，

并免费为用户升级最新的控制软件，
以消除安全隐患。

本次召回活动是在质检总局缺陷
调查影响下开展的。 2012年3月以来，
质检总局一直对大众DSG变速器动力
中断故障问题进行跟踪调查。 在开展
缺陷调查和多次约谈督促下， 同年5

月， 大众公司将DSG变速器质量担保
期延长到10年或者16万公里。同时，质
检总局重点对动力中断问题开展了缺
陷调查， 先后征集故障信息1万余条，
回访用户3000多名，开展现场调查12
次， 并对掌握的DSG故障件进行缺陷
工程分析，组织专家论证7次，基本认

定DSG变速器存在缺陷， 导致动力中
断，会产生安全隐患。今年2月27日，质
检总局再次约见大众公司， 要求大众
公司采取召回措施， 尽快解决DSG故
障问题。 3月16日，质检总局依法通知
大众公司就DSG变速器动力中断故障
问题实施召回。

因DSG变速器故障

大众召回汽车38万余辆

3月20日， 两辆满载上海大众轿车的运输车辆正驶离新车停车场。 新华社发

3月20日， 由海军南海舰队4艘军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海南
岛以东海域展开训练。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井冈山舰3月20日电
（记者 白瑞雪） 作为海军南海舰队战
备巡逻远海训练的一部分， 组成训练
编队的兰州舰、 玉林舰和衡水舰，20
日凌晨在海南岛以东海域展开空情威
胁条件下舰潜对抗演练。

“防空和防潜是水面舰艇的两大课
题。 同时针对这两个课题进行演练，对
舰群队形指挥、情况处置等都是考验。 ”
兰州舰兵力群指挥员陈岳琪大校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参加演
练的红蓝双方以互相完全不通信息
的“背靠背”形式进行48小时对抗，
体现了近年来海军远海训练高度实
战化的特点。

“以前远航需要提前准备两三个月，
现在说走就走；数据库越来越丰富，可
以很快对突发情况作出判定； 官兵们
的意志和适应力也更强了， 很快能适
应远海环境。 ”陈岳琪说。

远海训练常态化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20日表示，中方反对一
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对近期伊拉
克发生的多起炸弹袭击予以谴责。

洪磊说，近期伊拉克发生多起炸弹
袭击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方对此予
以谴责。中方反对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
行动，希望伊有关各方加强团结，共同
维护和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20日表示，六国与伊朗在伊
斯坦布尔就伊朗核问题举行的专家会
是有益的， 有关各方应加大外交努力，
推动对话谈判早日取得进展。

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18日，伊朗核问题六
国与伊朗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专家级
会谈。 六国建议采取“显著措施”增加
互信， 放松国际社会对伊朗制裁，以
换取伊朗在发展核项目上做出让步。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 这次专家会增进了相互
了解，是有益的。 下一步，有关各方应
加大外交努力，求同化异，增进互信，
推动对话谈判早日取得进展。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谴责炸弹袭击
伊核专家会是有益的

油价或于月底下调
预计93号汽油每升下调0.23元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记
者 王敏）针对近期有媒体报道称，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正酝酿将国
家电网公司一拆为五的说法，国家
电网公司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贾
福清20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国家电网没有接到任何这方
面的通知或消息。

贾福清同时表示，从国家发改
委体改司了解到，国务院深化2013
年经济体制改革意见征求意见中，
没有拆分国家电网的改革内容。

国家电网未接到分拆通知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3月19日
电（记者 陈铭 石竹影 ）叙利亚反
对派“临时政府总理”加桑·希托19
日说，叙利亚反对派不会同叙利亚
政府对话，他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即

将组成的“临时政府”。
希托在当选“临时政府总理”后

首次发表讲话说：“我们决不与巴沙尔
政权对话。 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动
用一切手段推翻巴沙尔政权。 ”

决不与叙政府对话
叙反对派“临时政府总理”：

■塞浦路斯议会19日晚对存款征税议案进行投
票表决， 结果因36人反对、 19人弃权而未获通过

■韩国政府20日初步证实， 当天下午韩国部分
媒体及金融机构网络瘫痪由恶意代码所致

■上海市兽医饲料检测所日前对黄浦江漂浮死
猪组织样品进行了砷检测， 所有样品均未检出砷

■被网曝 “住六层别墅拥上亿身家” 的佛山市
高明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陆帜然涉嫌严重违
纪， 正接受组织调查 （均据新华社电）

标题新闻

提升我海军实战能力

据新华社上海3月20日电 记者从
同济大学获悉， 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黄佳教授领衔的研究小组与美方
研究人员合作，以“纳米纸”为衬底，成
功制备出全透明、可弯曲、可降解的半
导体器件， 这一成果向“纸质电子产
品”迈出了重要一步。

由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黄
佳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系Hu� � Liangbing教授等共同完

成的研究论文《全透明可弯曲纳米纸
晶体管》 在线发表于国际纳米科学技
术领域权威期刊《ACS� � Nano》杂志。

“透明化、可弯曲，是电子产品未
来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 我们这一研
究成果最大的创新点，是将全透明、可
弯曲、 可降解这几大功能和特性同时
整合在一个器件上。 ” 黄佳教授介绍
说，如果将电子产品做在塑料上，虽然
可弯曲也透明，但无法降解，最终会产

生出大量的电子垃圾； 而要把电子产
品做在纸张上， 则对技术和制备工艺
提出了挑战。

黄佳教授设想， 在不久的将来，人
们能利用可再生资源印刷出透明可弯
曲的电子设备，类似电影《哈利波特》中
“魔法报纸”的纸质电子产品就会出现。
从理论上说，这将是迈向环保纸质电子
产品的第一步。 此外，这一成果在柔性
电子器件等其他领域也有用武之地。

中美学者成功制备出全透明可弯曲“纳米纸有机晶体管”

纸质电子产品或将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