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悉尼，300多名
澳大利亚政商界人士汇聚一堂， 探讨如
何抓住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带来的
大商机。 这一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国家级博览会，正在吸引世界目光。

这个大项目， 正是一年前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宣布的一系列举
措之一。一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
“国际列车”进一步聚合动能，加速向前，
携各方驶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未来。

汇涓成流
———全球共识不断积累

“中国特色的水墨画卷”———英国牛
津大学访问学者蒋希蘅在谈及“一带一
路”时曾这样作比。

她说， 就像看惯油画的西方人开始
不太领会中国水墨的留白， 到后来学会
欣赏其格局和意蕴。 有的国家曾对中国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缺乏理解、抱有
疑虑，但随着建设推进，共识不断增多。

“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今年2月访华时如此看待

“一带一路”。
这一源自中国、 属于世界的倡议正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和接纳。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

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这
是习近平主席在一年前的演讲中提出的
明确目标和愿景。

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从亚太经合
组织岘港会议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一
年来，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
反复阐释“一带一路”倡议，让世界对这一
造福众多国家人民的世纪工程有了更多理
解和认同。

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指引，由中国起笔，横
跨大洲的“一带一路” 画卷正变得越来越清
晰、生动而丰富。“一带一路”的建设规划和项
目落地不断推进，国际合作不断结出硕果。

“‘一带一路’倡议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项目，它将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商业并为人类福祉作出
贡献。”英国亚洲之家主席葛霖如此展望。

交相呼应
———国际伙伴越聚越多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一带一路”
更没有尽头。 这一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
的倡议正向全世界敞开怀抱。

地处中美洲的巴拿马去年6月同中
国建交后，迅速加入“一带一路”建设，成
为第一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建设备
忘录的拉美国家。

一年前，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郑重
承诺：“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
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
伙伴。‘一带一路’ 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
量，‘一带一路’ 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
分享。”

正是这种平等性、开放性、普惠性的
特质，让“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对“一带
一路”倡议投出了“信任票”和“支持票”。

迄今， 已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协
议；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
议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乌兹别克
斯坦将“一带一路”写入外交法令……

全球企业界也已把“一带一路”视作不
可错失的机遇。今年3月，德国工业巨头西
门子公司宣布在北京设立全球“一带一路”
办公室，并已与超过100家中国企业合作开
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

美国高科技制造企业霍尼韦尔公
司、英国汇丰银行、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
拓公司……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的报道中， 多家跨国公司高管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难得机遇，特别
是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催生大量新商机。

彭博新闻社的文章说，“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真正的全球方案”。

扎实推进
———宏伟图景更添新色

到处是土灰色的煤渣砖房， 四周被悬
崖、沙漠和海水环绕，如同被世界遗忘的角
落。巴基斯坦瓜达尔曾经是一座偏远沉寂的
南亚小渔港， 世界经济的蓬勃脉动在此难
寻。如今焕然一新的集装箱码头、正在建造
的酒店，以及联通远方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展

现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景象。
这是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在瓜达

尔港的所见。 这种改变正源于“一带一
路”建设。作为中巴“一带一路”合作的标
志性项目， 瓜达尔港自中国企业负责建
设和运营以来发展提速， 点亮了当地人
的梦想。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近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下的中巴经贸合作，为数百万巴基
斯坦人民生活带来积极变化。”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 从发
展友好合作到达成务实协定， 从加大建
设资金支持到加强创新合作， 习近平主
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出的一系列务实举措
向世界宣示，中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倡议者，更是负责任、有担当的实践者。

一年来， 从由中企承建的肯尼亚蒙
内铁路正式通车， 到中俄亚马尔液化天
然气项目首条生产线投产；从“冰上丝绸
之路”“数字丝绸之路”， 到中老经济走
廊、中缅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合作正掀起新高潮。

正如美国《福布斯》 杂志所观察到的，
“在世界各地的政府与企业会议室里， 在物
流枢纽现场， 在数十个国家的新建经济特
区，‘一带一路’建设正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一带一路”建设正一步一个脚印推
进实施，一点一滴积累成果。“一带一路”
承载着各国发展与繁荣的梦想， 通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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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行天下 通向未来
———写在习近平主席发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旨演讲一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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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如今焕然一新的集装箱码头、正在建造
的酒店，以及联通远方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展

现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景象。
这是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在瓜达

尔港的所见。 这种改变正源于“一带一
路”建设。作为中巴“一带一路”合作的标
志性项目， 瓜达尔港自中国企业负责建
设和运营以来发展提速， 点亮了当地人
的梦想。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近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下的中巴经贸合作，为数百万巴基
斯坦人民生活带来积极变化。”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 从发
展友好合作到达成务实协定， 从加大建
设资金支持到加强创新合作， 习近平主
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出的一系列务实举措
向世界宣示，中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倡议者，更是负责任、有担当的实践者。

一年来， 从由中企承建的肯尼亚蒙
内铁路正式通车， 到中俄亚马尔液化天
然气项目首条生产线投产；从“冰上丝绸
之路”“数字丝绸之路”， 到中老经济走
廊、中缅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合作正掀起新高潮。

正如美国《福布斯》 杂志所观察到的，
“在世界各地的政府与企业会议室里， 在物
流枢纽现场， 在数十个国家的新建经济特
区，‘一带一路’建设正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一带一路”建设正一步一个脚印推
进实施，一点一滴积累成果。“一带一路”
承载着各国发展与繁荣的梦想， 通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 � � �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悉尼，300多名
澳大利亚政商界人士汇聚一堂， 探讨如
何抓住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带来的
大商机。 这一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国家级博览会，正在吸引世界目光。

这个大项目， 正是一年前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宣布的一系列举
措之一。一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
“国际列车”进一步聚合动能，加速向前，
携各方驶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未来。

汇涓成流
———全球共识不断积累

“中国特色的水墨画卷”———英国牛
津大学访问学者蒋希蘅在谈及“一带一
路”时曾这样作比。

她说， 就像看惯油画的西方人开始
不太领会中国水墨的留白， 到后来学会
欣赏其格局和意蕴。 有的国家曾对中国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缺乏理解、抱有
疑虑，但随着建设推进，共识不断增多。

“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今年2月访华时如此看待

“一带一路”。
这一源自中国、 属于世界的倡议正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和接纳。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

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这
是习近平主席在一年前的演讲中提出的
明确目标和愿景。

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从亚太经合
组织岘港会议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一
年来，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
反复阐释“一带一路”倡议，让世界对这一
造福众多国家人民的世纪工程有了更多理
解和认同。

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指引，由中国起笔，横
跨大洲的“一带一路” 画卷正变得越来越清
晰、生动而丰富。“一带一路”的建设规划和项
目落地不断推进，国际合作不断结出硕果。

“‘一带一路’倡议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项目，它将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商业并为人类福祉作出
贡献。”英国亚洲之家主席葛霖如此展望。

交相呼应
———国际伙伴越聚越多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一带一路”
更没有尽头。 这一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
的倡议正向全世界敞开怀抱。

地处中美洲的巴拿马去年6月同中
国建交后，迅速加入“一带一路”建设，成
为第一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建设备
忘录的拉美国家。

一年前，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郑重
承诺：“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
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
伙伴。‘一带一路’ 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
量，‘一带一路’ 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
分享。”

正是这种平等性、开放性、普惠性的
特质，让“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对“一带
一路”倡议投出了“信任票”和“支持票”。

迄今， 已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协
议；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
议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乌兹别克
斯坦将“一带一路”写入外交法令……

全球企业界也已把“一带一路”视作不
可错失的机遇。今年3月，德国工业巨头西
门子公司宣布在北京设立全球“一带一路”
办公室，并已与超过100家中国企业合作开
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

美国高科技制造企业霍尼韦尔公
司、英国汇丰银行、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
拓公司……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的报道中， 多家跨国公司高管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难得机遇，特别
是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催生大量新商机。

彭博新闻社的文章说，“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真正的全球方案”。

扎实推进
———宏伟图景更添新色

到处是土灰色的煤渣砖房， 四周被悬
崖、沙漠和海水环绕，如同被世界遗忘的角
落。巴基斯坦瓜达尔曾经是一座偏远沉寂的
南亚小渔港， 世界经济的蓬勃脉动在此难
寻。如今焕然一新的集装箱码头、正在建造
的酒店，以及联通远方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展

现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景象。
这是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在瓜达

尔港的所见。 这种改变正源于“一带一
路”建设。作为中巴“一带一路”合作的标
志性项目， 瓜达尔港自中国企业负责建
设和运营以来发展提速， 点亮了当地人
的梦想。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近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下的中巴经贸合作，为数百万巴基
斯坦人民生活带来积极变化。”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 从发
展友好合作到达成务实协定， 从加大建
设资金支持到加强创新合作， 习近平主
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出的一系列务实举措
向世界宣示，中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倡议者，更是负责任、有担当的实践者。

一年来， 从由中企承建的肯尼亚蒙
内铁路正式通车， 到中俄亚马尔液化天
然气项目首条生产线投产；从“冰上丝绸
之路”“数字丝绸之路”， 到中老经济走
廊、中缅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合作正掀起新高潮。

正如美国《福布斯》 杂志所观察到的，
“在世界各地的政府与企业会议室里， 在物
流枢纽现场， 在数十个国家的新建经济特
区，‘一带一路’建设正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一带一路”建设正一步一个脚印推
进实施，一点一滴积累成果。“一带一路”
承载着各国发展与繁荣的梦想， 通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 � � � 5月13日，我国第二艘航母从大连造船厂码头启航，赴相关海域执行海上试验任务，主要检测验证动力系统等设备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 新华社发

我国第二艘航母首次出海试验

杨超：革命何须怕断头
� � � �杨超，1904年12月出生于
河南省新县，5岁时随家迁居
江西省德安县。1923年秋，杨
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
读书，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12月，发表《改造
中国的一条道路———革命》一
文， 大声疾呼无产阶级革命。
随后，进入北京大学就读。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
杨超在北大党组织的直接领
导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结识了革命宣传家和活动家
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杨超利用寒暑假回江西从事革命活动，并于这一
年冬组织了德安最早的一个工会———德安柴炭工人工会。
1926年夏，党组织派杨超回江西工作，任中共江西地方委员
会委员。12月，中共德安县第一次党代会选举杨超为县委书
记，领导群众积极策应北伐军进军。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全国陷入白
色恐怖中，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杨超领导德安人民进行了
坚决的反蒋斗争。1927年7月21日， 杨超出席中共江西省第
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7月25日，他组织召开
了中共德安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贯彻省委精神，讨论应
变策略，采取紧急措施，从而使党的革命力量未受到严重破
坏。南昌起义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疯狂反扑，德安陷入更加
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杨超遭到通缉，但他继续率领德安农
军开展武装斗争。

1927年10月，杨超奉党组织之命到河南开展工作，参与
组织领导革命斗争。12月23日，杨超出席党的武汉会议后返
回江西，途中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为了引开敌人、保护同行的
战友，杨超不幸被捕。面对凶恶的敌人，杨超表现了一个共产
党员宁死不屈、忠于党的崇高气节。敌人无计可施，于1927
年12月27日残酷地将他枪杀于南昌德胜门外下沙窝。 临刑
前，杨超面不改色，引吭高诵就义诗：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杨超牺牲时年仅23岁， 但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视死
如归的英雄气概至今仍为后世所景仰。

（据新华社郑州5月13日电）

� � � �杨超像 新华社发

� � �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王亮 通
讯员 邓和明）2018年“农商银行杯”洲际男
篮亚特拉斯系列赛郴州嘉禾赛区比赛5月
12日晚在嘉禾县体育馆打响。在当晚进行
的揭幕战中，中国青年男篮队以84比73战
胜加拿大青年男篮队，在今晚比赛中，中国
青年队乘胜追击，以73比67击败立陶宛队。

洲际男篮亚特拉斯系列赛是以四
国赛为主体的A级品牌赛事， 来自中
国、加拿大、立陶宛以及美国的4支青
年男子篮球队于5月12日至14日展开6
场激烈的比拼。

近年来，嘉禾县人民同心协力坚持以
建设湖南城乡一体化示范县为抓手，以全

民健身活动为载体，努力创建“体育之城”,
取得了丰硕成果。培养出了肖明华、邓建
英等举重世界冠军， 是全国围棋之乡、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县，曾举办过环中国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 洲际女篮亚特拉斯系列
赛、阿含桐山杯中国国棋快棋赛、全国女
子围棋甲级联赛等高规格的体育赛事。

洲际男篮对抗赛嘉禾举行 中国青年队两连胜

� � �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周倜）2018“走红军走过的
路全国系列活动”之穿越大湘西（桑植站）今日在桑植县芭
茅溪小学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户外爱好者“穿山越
岭”挑战自身，其中长距离徒步组的完赛率达到80%。

本次活动于5月11日在张家界市桑植县启动，分为体验
组与挑战组。其中，体验组路程7.8公里，选手均已于当日内
完成挑战； 挑战组总路程47公里， 完成时长为5月11日-13
日，共计三天两晚。

不计个人排名的比赛规则， 让选手们能更尽情享受自然美
景、越野之趣。一路上，通过徒步、露营、文化活动等活动内容，选
手们在领略大湘西秀丽风景的同时也深刻感受特色民族文化。
最终，有80%的选手完成了长距离徒步组的挑战。

本次活动由中国登山协会、省体育局主办，省社会体育
指导服务中心、张家界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湖南凌
鹰户外体育运动有限公司全程运营。

2018穿越大湘西（桑植站）收官

� � � � 据新华社巴黎5月13日电 新华社记
者13日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获悉，在12日
晚法国巴黎歌剧院附近发生的持刀袭击
事件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伤。目前，伤者
已无生命危险。

一名男子12日晚在巴黎歌剧院附近
持刀袭击行人，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两
人死亡、4人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当
地媒体报道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
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另据法国媒体13日报道， 目前4名伤
者均已脱离生命危险。凶手是一名1997年
出生于俄罗斯车臣共和国的男子。

巴黎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致2死4伤，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伊斯兰国”宣称制造该事件

� � � � 新华社平壤5月13日电 朝中社12日
援引朝鲜外务省公报报道说， 朝鲜北部核
试验场废弃仪式预计于23日至25日间视
天气情况择机举行， 此次活动将允许国际
记者团现场采访。

公报说， 届时将通过爆破使核试验场
所有坑道坍塌， 完全封闭入口后， 再拆除
地面所有观测设备、 研究所和警备部队建
筑， 此外还将撤走警备人员和研究人员，
并完全封闭核试验场周边区域。

5月下旬废弃北部核试验场
朝鲜宣布

� � � � 据新华社巴格达5月12日电 当地时间
12日18时，伊拉克境内8959个投票中心准时
关闭，伊拉克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投票平稳
结束。这是伊拉克取得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胜利后举行的首次大选，约7000名候选
人角逐新一届议会的329个席位。

伊拉克举行反恐胜利后
首次国民议会选举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54 7 2 8 9 7 7 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3 13032221.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26 4 7 8
排列 5 18126 4 7 8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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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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