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内瑞拉
总统选举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4月14日电 委
内瑞拉14日举行总统选举。 代总统尼
古拉斯·马杜罗和反对派候选人恩里
克·卡普里莱斯是选举热门人选。 选举
投票程序已于上午6时启动，初步计票
结果有望于当天晚些时候公布。

根据委国家选举委员会提供的消
息，此次选举设有约1.36万个投票站，近
1900万选民注册参加投票。委内瑞拉国
家选举委员会主席蒂比赛·卢塞纳对新
闻界说，截至6时30分，已有近60%的投
票站对选民开放，绝大多数投票站都会
在一小时之内开放。她说，委内瑞拉选
举系统公正透明，没有任何漏洞。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在今天进行的中超联赛第5轮比赛中，
卫冕冠军广州恒大队客场以2比1胜
大连阿尔滨队， 但球队本场比赛表现
一般，上半场竟零射门。

在刚刚结束的亚冠联赛中， 恒大
队客场以4比1完胜泰国冠军蒙通联队，
一只脚已迈过了亚冠16强的门槛。回到
中超赛场，体能的劣势和欠佳的状态影
响着全队的发挥，对此，球队主帅里皮
主动揽责：“我们上半场表现不好，这跟
我排兵布阵有关系，我要负责任。”

本场比赛， 主场作战的阿尔滨队
迅速占据上风，多次威胁恒大球门，幸
好防守球员多次解围。易边再战，恒大

外援埃尔克森推射空门得手率先打破
僵局， 这脚射门也是恒大队本场比赛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脚打门。 第64分
钟， 恒大队通过连续的角球机会再下
一城。黄博文发出弧线球传中，门前的
巴里奥斯高高跃起甩头攻门， 球直飞
球门远角入网。第73分钟，阿尔滨外援
瓦罗利用恒大门将曾诚的出击失误为
球队扳回一城。

联赛第4轮，恒大队与贵州人和队
的比赛由于双方要参加亚冠联赛，经两
队协商比赛推迟进行。目前，少赛一场
的恒大队以3胜1平的战绩排名积分榜
第3位。 被寄予厚望的阿尔滨队则仅取
胜1场，新赛季的开局难以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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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进
———中国梦与中国道路

一条道路，从未如此清晰，指向民
族复兴的光明愿景。

一个梦想，从未如此真切，点亮十
几亿人的美好希望。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13年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深刻阐释，
指明通向梦想的路径， 点燃了亿万人
民团结奋进的激情。

梦想引领道路开辟
“梦的实现需要正确路径。”复旦

大学教授顾钰民说， 直到1921年中国
共产党诞生， 中国梦才第一次找到正
确出路，迎来新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 社会主义建设也
经历了一次次挫折， 让中国人深刻理
解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坚定的
决断：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

30多年间， 中国在自己的道路上创
造了奇迹：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
生活实现总体小康，国家面貌发生翻天覆
地变化，在世界舞台扮演重要角色……

30多年前，为“社会主义道路”加
上“中国特色”的前缀，是中国共产党
人为改变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而作出
的创举， 为当代中国梦的绘就铺垫了
厚重而又亮丽的底色。

竖立着邓小平铜像的深圳莲花山公
园，每天都在接待络绎不绝的瞻仰者。

几个月前， 习近平也来到这里。他
说，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
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
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
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30多年间，“中国特色”，这个“前
无古人”的新概念，缔造了改革开放这
一举世罕见的伟业， 也给了当代中国
人敢于筑梦、勇于追梦的底气。

发展:中国梦的主题词
发展，这个中国道路上的指示牌，

也是中国梦的主题词。
用几十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上百

年的历程，中国靠的是发展，走的是改
革开放之路。

而今， 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
有不到10年， 距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也只有30多年———要实现中国
梦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必须靠发展，
更要走改革开放之路！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国务院
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建立疾病应急
救助制度、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党的
十八大以来， 一系列坚定而清晰的改
革信号接连释放， 一项项惠民措施点
亮着一个个中国人的生活梦。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要靠改革
释放制度红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的鲜明表态，为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的改革凝聚起最大共识与支持。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指出，
改革开放不但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

设， 还要把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科学整
合起来，发挥“1＋1大于2”的效果。

心有梦，不惧路远且艰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习

近平勾勒的宏伟中国梦， 正是无数个人
梦想的最大交集。

为同一个梦想，走共同的道路，因
为人们对这条道路充满信心。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中国道路的
内在机理与运行模式决定了它可以形成
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 让中国梦
有了实现的坚实基础。”

心有梦，不惧路远且艰。百年前的
中国如此，今天的中国亦如此。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
永年认为， 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当前的
国际局势来看， 中国不仅必须抓住战略
机遇， 而且更应尽最大努力为自己创造
战略机遇，把改革发展往前推进。

从轻车简从赴基层调研到出台转
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定”，再到提倡反对“舌尖上的浪费”，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励精图治的气象，展
现出中国梦直面挑战的勇气。

从金砖国家峰会到非洲之行再到
博鳌亚洲论坛， 习近平关于中国梦与
世界梦的一系列讲话， 展示了对中国
道路的自信和宽广的视野。

时代的强音， 回响在历史的长河
中。 梦想的脚步， 拓印在未来的征途
上。追梦的中国人，将继续沿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昂首奋进！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赵超 邹伟 吴晶开栏的话
梦想， 一个美好而充满希望

的词汇。民族因梦想兴盛，国家因
梦想富强，人生因梦想精彩。

当一个自近代以降饱受屈辱
的古老民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扬
起“中国梦”的旗帜，它将凝聚起13
亿人的“筑梦”力量，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追梦”前行，以强大
的精神支撑“逐梦”奋进，在攻坚克
难的淬火锤炼中“圆梦”成真。

中国梦，是宏大的。它引领着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它代表了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它积
淀着中华儿女的世代夙愿， 它象征
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共同理想与价值
追求，它是希望，是期盼，是力量。

中国梦，又是具体的。它是洋
溢在孩童脸上的满足微笑，它是澎
湃在青年心中的雄心壮志，它是播
撒在老人身上的和煦阳光。每个中
国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都是中
国梦的参与者、书写者。每个梦想，
都是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都将迸
发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青葱四月， 让我们开启一段
筑梦之旅。从今天起，新华社陆续
推出“筑梦中国”系列报道，多层
次、全方位记录这个伟大时代。我
们将以多媒体方式， 呈现 “中国
梦”的内涵，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心
声，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戮力奋斗，
昂扬前行， 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罚款＋集中整治 能终结“中国式过马路”吗
“闯红灯过马路违法！” 近日，杭

州、北京、南京、柳州等地纷纷对“中国
式过马路”亮“罚单”，引来“叫好声”一
片。与此同时，处罚难度大、执法成本
高，重拳整治陷入“两难”窘境。行人
“闯红灯”依旧“我行我素”，交通顽疾
如何根治？相关专家认为，需要优化信
号灯设置，完善城市道路规划，通过综
合施治，缓解人、车“争路”矛盾。

多地向“中国式过马路”
亮“红牌”

近期，越来越多的城市对“凑够
一拨人就走，不管红绿灯”的“中国式
过马路”开始说“不”。继杭州、南京、
南昌、柳州相继出台政策进行集中治
理之后，北京、成都、湛江等城市也纷
纷跟进，对不听劝阻、带头闯红灯的

“中国式过马路”进行处罚。
浙江省3月初开始对行人闯红

灯、 不走斑马线等行为进行处罚。浙
江省公安厅称，“严管” 实施以来，全
省已处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近11万
起， 其中查处行人闯红灯行为8283
起，过马路不走斑马线1622起。

继浙江重拳整治“中国式过马
路”之后，广西柳州也从3月份开始对
行人闯红灯处以10元罚款，一周之内
176人受罚。

此后，南京、南昌、北京、成都、湛
江等地纷纷跟进，加大处罚力度。北京
此前宣布通过纠正、教育、批评和处罚

等措施治理“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对
带头闯红灯者将处以10元罚款。 成都
将对“带头者”最高处罚50元。

日前，杭州再出新招，采用现场
曝光方式升级治理“中国式过马路”。

整治效果并不理想
尽管多地严厉整治“中国式过马

路”，然而从实施成果来看，效果并不理
想，一些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并未得到
明显改观。另一方面，处罚难度大、执法
成本高，交管部门陷入“两难”境地。

“对行人的违法行为没有约束机
制，处罚难度大、执法成本高。”多地

交警对根治“中国式过马路”喊难。江
西南昌交警钟凤阳说，有些人对处罚
不支持、不配合，让交警十分为难。

“长期大力度推行，警力负担太
大。”杭州、南京等地交警表示，一起
机动车交通违法处置，一般不超过10
分钟，可处罚一位违法行人，前后至
少半小时。

而让交管部门陷入尴尬境地的，
除了部分市民素质确有欠缺外，交通
设施的设置不合理导致的过马路难，
是更主要的原因。

在北京市东三环的双井桥下，记
者发现路口东西方向的绿灯时间相

对较短，很多人刚走到一侧辅路的一
边，绿灯变红灯，只能跑上几步，赶在
机动车启动前，到达安全地带。

此外还有城市道路路网规划不
合理的问题。海南省交警总队民警周
平虎说，支路和次干路应该在路网中
占主要比重，但是很多城市更注重主
干路建设，支路和次干路密度达不到
要求，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都被汇集
到主干路上，行人也就习惯了“中国
式过马路”。

终结“中国式过马路”
不能靠运动式整治
有关专家指出，根治“中国式过

马路”，加大针对行人守法的宣传、加
大罚款力度等措施固然重要，但仍须
完善交通标志设施、 优化信号灯设
置，增设隔离护栏，还要从城市道路
规划，考虑便民需求，综合治理解决
好人与车“路权”冲突。

“必须加大宣传力度，让大部分行
人自律， 使高强度执法变成辅助办
法。”周平虎说，如果行人没有自我约
束的意识，一味只依靠民警整治管理，
公共生活秩序的社会成本就会很高。

“处罚不是目的，关键是引导和
规范。” 海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
代红认为，以前交管部门总是习惯于
集中“管一阵”，然后又松懈下来，希
望更多的城市能一起探讨治理良方，
而不是在观望中“软执法”，走出“一
阵风式整治”的怪圈。

（据新华社海口4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傅勇涛

难题 新华社发

湖北襄阳大火 已致13人遇难
据新华社武汉4月14日电 湖北省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发布消息， 截止
到14日23时50分， 今晨发生在襄阳市
樊城区前进东路一景城市花园酒店的火
灾遇难人数已上升到13人。

据介绍， 此次火灾造成61人伤亡，
其中已确认有13人死亡。 受伤人员分别
送往襄阳市一医院、 中医院、 铁路中心
医院、 中心医院、 477医院等5家医院进
行救治， 市委、 市政府已组织医务人员
全力抢救。

14日6时左右，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
区前进东路一景城市花园酒店发生火
灾， 8时50分大火被扑灭。

据发生火灾的酒店负责人介绍， 大
火从一楼网吧烧起， 一直蔓延到整个酒
店。 当晚酒店50间房42间有客人住宿，
其中， 有一部分客人逃出了酒店， 有一
部分被消防官兵救出。 4月14日，消防队员在襄阳市事发酒店灭火。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上海4月14日电 通过对
“全中国13.3亿人口的姓氏数据库
（2008-2010）”的综合分析，中华伏羲
文化研究会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发
布当今中国最新版“百家姓”排行榜。

按照人口多少，最新版“百家姓”
顺序是：王，李，张，刘，陈，杨，黄，吴，
赵，周，徐，孙，马，朱，胡，林，郭，何，
高，罗，郑，梁，谢，宋，唐，许，邓，冯，
韩，曹，曾，彭，萧，蔡，潘，田，董，袁，
于，余，叶，蒋，杜，苏，魏，程，吕，丁，

沈，任，姚，卢，傅，钟，姜，崔，谭，廖，
范，汪，陆，金，石，戴，贾，韦，夏，邱，
方，侯，邹，熊，孟，秦，白，江，阎，薛，
尹，段，雷，黎，史，龙，陶，贺，顾，毛，
郝，龚，邵，万，钱，严，赖，覃，洪，武，
莫，孔。

排行榜显示，在“百家姓”排名前三
位的王、李、张是中国最大群体的姓氏，
分别有9500多万人、9300多万人和
9000万人，三姓人群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1%，“王”姓是中国第一大姓。

新版“百家姓”排行榜出炉，贵姓排第几？

“王”取代“李”成第一大姓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4月13日电
据巴勒斯坦消息人士透露， 巴民族
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13日接受了总
理萨拉姆·法耶兹的辞呈。

阿巴斯当天在与法耶兹的会面
中， 接受了他正式递交的辞呈， 但
要求他继续履行总理职务， 直至新
的联合政府成立。

据报道， 法耶兹今年3月在未告知
阿巴斯的情况下，批准了财政部长纳比
勒·卡西斯的辞呈， 这与一直拒绝卡西
斯辞职请求的阿巴斯产生了分歧。

巴勒斯坦
总理辞职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14日公布，截至14
日17时， 全国共报告人感染H7N9禽流
感确诊病例60例，其中死亡13人。

13日17时至14日17时，全国报告新

增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11例。其
中上海3例，江苏2例，浙江4例，河南2例。
河南省的两名患者为该省首次发现的人
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新增死亡病
例2例，为上海确诊病例曹某和王某。

H7N9禽流感确诊60例 河南首次发现

据新华社首尔4月14日
电 据中国驻韩国釜山总领
事馆通报，一艘巴拿马籍货
船14日在韩国水域沉没，船
上17名中国船员获救。

当地时间下午6时40分，
这艘名为“天韵”号的货船在
韩国江原道东海港以东35海
里处因船体进水沉没，货船隶
属中国大连一家公司。

货船韩国沉没
17名中国船员获救

据新华社利马4月13日电 据秘
鲁媒体报道，秘鲁北部拉利伯塔德省
境内的一条山间公路上，13日凌晨发
生一起公交车坠河事故，造成至少23
人死亡。

拉利伯塔德省公路警察局宣布，
一辆载有43名乘客的长途汽车当日
凌晨4时10分左右行驶至奥图斯科地
区的一段山路时突然失控翻车，从
200多米高的山上坠入莫切河。

秘鲁客车坠河
致23人死亡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王亮 苏
原平） 湖南摩托车极限运动爱好者有
眼福了。4月24日， 中国攀爬摩托车
“第一人”耿杰将与新西兰“车王”迈克
尔·塔兰特共同挑战万佛山长达2000
米的栈道。狭路相逢勇者胜，谁能最终
笑傲万佛山呢？

“铁骑决战万佛山———中外车王
攀爬极限挑战赛”将于24日在怀化通
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展开。 在今天的
长沙世界之窗的发布会现场， 耿杰为
广大爱好者小秀了一把。

耿杰驾驶摩托车沿着阶梯一路跳
跃向上，成功攀爬上一个城堡，技艺之
高让人惊叹。 耿杰表示，“攀爬摩托车
要比一般摩托车轻一些，构造也不同，
技巧性非常高。”活动现场，耿杰还表

演了飞车绝技， 虽然让观众捏了一把
汗，但最终他还是轻松越过横躺着的5
个成年男子。

今年27岁的青岛小伙子耿杰，是
我国摩协注册的A级车手， 也是中国
最早的职业技巧摩托车手之一， 曾连
续4年荣膺全国技巧摩托车锦标赛冠
军，2004年还曾夺得亚洲技巧摩托车
锦标赛亚军，目前是国内“平地飞人”
项目纪录保持者。

与24日挑战的万佛山2000米栈
道相比，今天的表演只是“开胃小菜”。
据了解，届时两位车手将从山底出发，
通过长达2000米的攀爬栈道，到达顶
峰。栈道一路上都很狭窄，最窄处只能
侧身通过，栈道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其
中最大坡度达到65度。

摩托车攀爬2000米栈道

中新“铁骑”将决战万佛山

2比1胜阿尔滨

恒大发挥欠佳 里皮主动揽责

俄木材厂失火
4名中国工人遇难

据新华社伊尔库茨克4月14日电 中国驻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郭志军14日晚向新
华社记者证实，伊尔库茨克州济马市一家中俄
合资的木材加工厂当天发生火灾， 造成4名中
国工人死亡，1名中国工人失踪，5名中国工人
被烧伤。受伤者中有3人伤势严重。

郭志军告诉记者， 发生火灾的这家木材加
工厂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满润经贸公司
与俄方合作经营。 发生火灾的是这家木材加工
厂的一处宿舍，里面一共住有33名中国工人。

4月14日，哈
尔滨出现降温 、
降雪天气。 图为
哈尔滨雪景。

新华社发

四
月
飞
雪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近日主持召开新一届政府首
次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和建议。

座谈会上，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等方
面的专家学者对当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
形势和我国外贸、金融、房地产等的运行
情况发表了看法，来自家电、纺织、能源、
机械制造等领域的企业负责人反映了当
前市场变化和企业经营状况。

在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 李克强
说，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是
平稳开局， 这有利于稳定各方面预期。
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国内环境中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深层次矛盾不断
显现，形势相当复杂。把握宏观经济走
势要增强预见性，善于在纷繁变化中寻
找规律性、倾向性的东西，这对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有了预见性，企
业和社会就能更合理地配置资源，适时
作出决策；政府也能够心中有数，谋定
而后动，既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又可以
做到处变不惊、及时和从容应对。

李克强指出，把握宏观政策，既要
站稳脚跟，更要着眼升级。我国经济发
展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必
须远近结合，在有效应对好短期问题、
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 更加
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把力气
更多地放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来，
放到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上来。
出台的每一项政策， 既要对解决当前
问题有针对性，更要为长远发展“垫底
子”，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李克强强调， 必须依靠深化改革
增强发展后劲。针对中国经济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要对
症下药，开出的每一剂“药方”，既能够
治表、更能够治本。这从根本上讲还得
靠改革，通过改革固本培元、增强经济
发展的元气。 即使必须要出台一些临
时性的措施， 也要注意不能给今后推
进市场化改革和发展设置障碍。 要注
重形成能够长期有效的、 对增强发展
后劲管用的制度安排， 不断释放改革
红利，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要为长远发展“垫底子”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