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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记者5日从
国家铁路局获悉， 2013年， 随着宁杭、
杭甬、 津秦、 厦深、 西宝等一批新建高速
铁路投入运营， 我国高速铁路总营业里程
达到11028公里， 在建高铁规模1.2万公
里， 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投产运营里程最
长、 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中国、 西班牙、 日
本、 德国、 法国、 瑞典、 英国、 意大利、
俄罗斯、 土耳其、 韩国、 比利时、 荷兰、

瑞士等16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运营高速铁
路。 据国际铁路联盟统计， 截至2013年
11月1日，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高速铁路
总营业里程11605公里， 在建高铁规模
4883公里， 规划建设高铁12570公里。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
起步虽晚， 但发展最快。 20世纪90年代
初， 中国开始对高速铁路的设计建造技
术、 高速列车、 运营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关
键技术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技术

攻关， 并进行了广深铁路提速改造， 实施
了既有线铁路六次大提速等。 2008年，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北京、 天津
之间由原来的2小时左右运行时间缩短至
30分钟左右。 2011年6月30日， 世界上一
次建成里程最长的京沪高速铁路建成通
车， 全长1318公里， 初期运营时速300公
里。 2012年12月1日， 哈大高速铁路正式
通车运营， 成为世界上第一条新建高寒高
速铁路。 2012年12月26日， 京广高速铁

路全线贯通运营， 全长2298公里， 成为
世界上干线最长的高速铁路。

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国铁
路通过技术创新，在高速铁路的工务工程、
高速列车、通信信号、运营管理、安全监控
等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铁技术体系， 总体技
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2013年，全国
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21.06亿人次，其中高
铁线发送旅客5.3亿人次，比重超过25%。

中国高铁总里程占世界一半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乌克兰局势4日出
现缓和迹象。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只有在
“最极端情况下”才会对乌克兰使用军队。 美国总
统奥巴马表示，乌克兰可成为西方和俄罗斯共同
的朋友。 中国表示支持国际社会有利于缓和局势
的建议和斡旋努力。 捷克、土耳其、希腊等国家呼
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避免让事态升级。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4日说， 乌克兰与俄罗
斯的部长级磋商已经开始。 尽管乌俄部长级磋
商现在进行得很沉闷， 但第一步已经迈出。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只要各方不通过军事
等手段进入乌克兰并试图干涉本应由乌克兰人
民作出的决定， 乌克兰“有能力” 既成为西方
的朋友， 又成为俄罗斯的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
克5日表示， 乌克兰目前财政形势非常严峻。 俄
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说， 解决当前乌克兰危
机的关键， 是诚实遵守2月21日乌克兰政府与反
对派签署的协议。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5日在政府会议上说，
乌克兰财政形势非常严峻， 美国、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一揽子经济援助
有助于稳定形势。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5日在布鲁塞尔说，
欧盟准备在未来几年向乌克兰拨出110亿欧元一
揽子援助。 美国国务卿克里4日在基辅表示， 美
国将尽己所能帮助乌克兰， 准备向乌克兰提供
10亿美元贷款。

乌克兰局势有所缓和
■俄：解决危机关键是遵守协议 ■美：乌可成为西方和俄共同朋友

3月5日， 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市的海港， 身着无标识军服的武装人员正在巡逻。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4日电 美国白宫4日向国会
提交2015财年 （始于2014年10月1日） 联邦政府预算
报告， 报告计划在继续削减财政赤字的同时， 加强基
础设施、 教育和科研等重点领域的投资， 以提升经济
竞争力。

根据这份报告， 2015财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总
计约为3.9万亿美元， 其中国防开支为6230亿美元，
非国防开支为5630亿美元， 包括社保、 医保等在内
的社会福利开支总额约为2.5万亿美元。

奥巴马政府
提交新财年预算

据新华社平壤3月5日电 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发言
人5日说，战略军部队近日按照正常训练计划，成功实
施多种火箭的发射训练，美国等不要借此大做文章。

据朝中社报道， 这名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 在
自2月21日至3月4日的训练中， 火箭向预设的东北方
向飞行， 没有任何偏差， 准确到达目标水域。 发言人
表示， 训练没有对地区和平与安全乃至国际航行秩序
和生态环境产生丝毫影响。

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发言人5日说， 在自2月21日
至3月4日的训练中， 战略军部队近日按照正常训练计
划， 成功实施多种火箭的发射训练。 对此， 韩国军方
认为， 这是对韩美两国2月24日起举行的“关键决断”
和“秃鹫” 例行联合军演的回应。

朝称火箭发射
属正常训练

据新华社南京3月5日电 记者5日从南京市有关
部门和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获悉， 发生在南京市口腔医
院的护士被打案件处理情况又有新进展。 嫌疑人袁亚
平 （女）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将依据伤情鉴定结果依
法处理； 另一涉案人员董安庆，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给
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并免去其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宣
传处处长职务。

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说， 陈星羽收治入院
后， 鼓楼医院先后四次组织专家会诊， 会诊意见如
下： 患者目前存在的双下肢瘫痪 （双下肢肌力二级），
是由于外伤导致脊髓一过性损伤和急性应激反应共同
作用所致。 根据有关法律， 3月5日下午， 公安机关依
法对袁亚平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最终， 警方将
依据伤情鉴定的结果依法处理。

南京官员夫妇
打护士致其瘫痪
1人被刑拘1人被免职

◎责任编辑 孟姣燕 李特南 蔡矜宜◎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徐绍史5日说， 价格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今年我国要在不增加居民基本生活用水、
用电、 用气负担的前提下推进资源能源价格改革， 完善
阶梯电价， 指导落实阶梯水价， 适时出台阶梯气价。

徐绍史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 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 我国将进一步
做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的联动机制， 及
时补贴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落实好菜篮子和米袋子
工程， 保证商品供应充足。

他还回顾了去年我国出台的价格改革措施， 其中
包括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新机制实施近一年
来， 国内油价一共上调8次， 降价9次， 7次不调； 出
台汽油、 柴油质量升级， 优质优价政策， 以减少汽车
尾气污染物排放， 缓解雾霾污染； 调整非居民用气的
天然气价格， 去年增量气价一步到位， 实行市场价。

完善阶梯电价、落实阶梯水价、
适时出台阶梯气价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在今晚进行的
CBA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中， 凭借外援哈德森最
后0.9秒的绝杀， 新疆队客场以108比107逆转东莞
队，赢得开门红。

本赛季是新疆与东莞两队第2次在季后赛中相
遇。2011-2012赛季，新疆队曾在季后赛首轮以总比
分3比2淘汰东莞队。本赛季两队常规赛两度交手，各
自在主场取胜。

这是东莞队第4次打进CBA半决赛，球队近几年培
养出了一批出色的青年军，但此役面对经验丰富的新疆
队，以“90后”为主的东莞队在关键时候仍缺火候。双方
上半场较量平分秋色，主队以3分优势进入下半场。

易边再战，双方均派出双外援，新疆队哈德森表
现十分抢眼。纵使东莞队布朗两罚两中，哈德森立马
回敬外线3分球，场面陷入胶着。比赛还剩52秒，两队
战至105比105，新疆队张庆鹏防守犯规，布朗两罚两
中，107比105。最后0.9秒，哈德森完成断魂一击，外
线出手3分命中，成功绝杀！

3月7日，半决赛第二回合比赛，新疆队将回到主
场迎战东莞队。

CBA半决赛首回合险胜东莞

“疆”还是老的辣

本报记者 蔡矜宜

北京时间3月5日晚， 国足又一次
让中国球迷的心高高悬起。

在当晚的2015亚洲杯预选赛“生
死战” 中， 国足虽以1比3不敌伊拉克
队， 好在已提前出局的泰国队在另一
场比赛中“帮忙”， 与黎巴嫩队战成2
比5， 使得中国队以1个净胜球的微弱
优势“死里逃生”， 成为成绩最好的
小组第3名， 有惊无险地晋级亚洲杯
决赛圈。

此役之前，国足拥有“打平即可出
线”，小负也能晋级，并且手握6个净胜
球优势的“大好局面”。但比赛中，面对
伊拉克队的不断炮轰，国足的所有“优

势”都化作了泡影。
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国足被对方

打了个措手不及，伊拉克队禁区前沿送
出直塞， 老将尤尼斯快速形成单刀，轻
松将球送入球门。 上半场最后阶段，国
足后卫解围时出现失误，尤尼斯抓住机
会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至2比0。

易边再战， 国足仍然没有进入状
态， 很快换来了伊拉克队的第3粒进
球。第58分钟，卡蒂姆左路接队友传球
后，中国防守队员没有及时补位，卡蒂
姆带球至小禁区附近小角度劲射，洞
穿门将杨智的十指关， 中国队以0比3
落后。

与此同时， 黎巴嫩队在另外一场
比赛以5比1领先泰国队， 这样的比分

足以送国足出局。 好在中国队的亚洲
杯之旅并未就此结束，第72分钟，伊拉
克队沙基尔在禁区铲倒于汉超， 日本
主裁判罚点球， 替补登场的张稀哲操
刀主罚命中，1比3。此时，扳回1球的国
足虽净胜球与黎巴嫩队持平， 但进球
数仍少于对手。

不过，幸运女神再次眷顾国足，泰
国队又扳回1球， 抵消了黎巴嫩队的1
个净胜球！ 尽管中国队随后没能取得
进球，但有了泰国队的“帮忙”，中国队
最终凭借1个净胜球的微弱优势，惊险
晋级。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正式
接过教鞭的新帅佩兰，能否为“大难不
死”的国足带来“后福”，值得球迷期待。

3月5日晚， 国足在亚洲杯预选赛1比3不敌伊拉克队，
依然凭净胜球优势晋级亚洲杯决赛圈———

“大难不死” 期待“后福”

发改委推进
资源能源价格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