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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黑五”难掩英“脱欧”迷惘
□新华社记者 王慧慧
怎样避免无节制“剁手”，甚至建议
时，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仍在忙于
23 日傍晚，伦敦牛津街的彩灯已
消费者下载比价器追踪价格。
“脱欧”协议草案。本周末她将赴布
经点亮，英国护肤品牌 BodyShop 全
不过，并非所有商家都标榜“省
鲁塞尔与欧盟敲定协议正式版本，除
场六折，店里排起了长队。当天是
钱”或“打折”。反对英国“脱欧” 英国外的 27 个欧盟成员国将就协议进
“黑色星期五”，这一源自美国的商场
的组织就在伦敦南部设立了名为“涨
行表决。
促销活动，标志着圣诞采购季的开
价”的便利店，以戏谑的方式表达对
如果协议获得顺利通过，无疑英
启。
“脱欧”协议草案的不满。
国“脱欧”将迈出关键一步。但目前
牛津街熙熙攘攘，橱窗上张贴着
“坏掉的番茄酱”“地狱蛋黄酱” 欧盟内部仍存在分歧，并且即使欧盟
各种打折海报，有的店铺甚至不得不 “脱欧猪肉饼”……通过恶搞的名称
通过协议，英国“疑欧派”议员也仍
在门口拉线限制客流。英国大部分网
加上惊人的价格，这家店试图说明英
在阻挠协议在英国议会通过。
上和实体零售商都参与了促销活动。 国“脱欧”协议糟糕透顶。零售商们
BodyShop 的打折清单一清二楚，
据悉，去年打折最多的商品包括电视
担心，“脱欧”之后英国食品价格未
但英国“脱欧”进程仍然可能存在变
机、平板电脑、手机、衣服等。今年
来将继续上涨，而品质则很可能下
数，英国民众对未来的英欧关系、经
“黑五”开始前，英国媒体就纷纷给
降。
济走势、物价水平则更加心里没底。
消费者支招：如何购物性价比最高，
当消费者们享受“黑五”狂欢

国际油价
“跌跌不休”何处寻底
□新华社记者 王乃水
国际油价 23 日再度暴跌，纽约原
油期货价格大跌逾 7%，收报每桶 50.42
美元；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一
年多来首次跌破每桶 60 美元大关，收
报 58.80 美元。
截至当天收盘，国际油价已经连
跌七周，纽约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分别较 10 月初创下的近四年高点重挫
34.0%和 31.9%。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主要产油国
产量超预期以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引
发市场担心供大于求，是近期油价持
续下跌的主要原因。而未来油价走
势，将主要取决于产油国 12 月初在维
也纳召开的减产会议。
供给端
“火力全开”
美国于今年 5 月宣布退出伊朗核
协议，并宣布于 11 月份重启对伊朗原
油出口制裁。为弥补潜在的伊朗原油
供应缺口，许多产油国开足马力提高
产量。
据彭博社报道，11 月份沙特原油
日产量将接近 1100 万桶，刷新其 10
月份刚刚创下的日均 1065 万桶的历史
新高。俄罗斯原油日产量也已连续数
月保持在 1100 万桶之上。美国能源信
息局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日产
量也维持在 1170 万桶的历史高位。

不过，在 11 月初美国对伊制裁
“靴子落地”时，制裁力度却明显低
于市场预期。这导致市场出现供大于
求风险。国际能源署报告称，自今年
年中以来，中东、俄罗斯、美国的原
油增产量超过了伊朗、委内瑞拉等国
家的原油减产量。
美国能源信息局本月 21 日公布的
数据也显示，上周美国全国商业原油
库存连续第九周上涨，目前库存量已
达 4.469 亿桶，创 2017 年 12 月以来新
高，显示供大于求风险升高。
美国休斯敦 IAF 顾问公司研究部
主任凯尔·库珀表示，主要产油国原
油产量持续攀升令近期油价遭受重
击。
需求端风险显露
在需求方面，贸易紧张局势令投
资者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情绪
加剧，而近期美国股市持续下跌又进
一步打击了投资者情绪。
经过 10 月份以来的剧烈调整，美
股已基本回吐今年来涨幅。截至 23 日
收盘，美股道琼斯指数、标普 500 指
数分别较年初下跌 1.75%、1.54%，纳
斯达克指数微涨 0.52%。
投资银行高盛日前预测，2019 年
美国经济增速将逐季明显放缓，明年
后两个季度经济增速将降至 2%以下。

摩根大通也预计，明年美国经济增速
将回落至 1.9%。
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10 月份在最新一期 《世界经济
展望》 报告中也下调了今明两年全球
经济增速预期，并警告贸易紧张局势
加剧是世界经济前景面临的主要威
胁。
是否减产决定未来油价
国际原油市场的供大于求风险已
引起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 及俄
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的重视，这些
国家将于 12 月 6 日在维也纳召开会议
商讨减产。
RBC 资本市场公司全球商品战略
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表示，如沙特
在 12 月会议上主张大幅减产可能会触
怒美国。因此迫于美国压力，沙特不
得不慎重抉择。
此外，已是全球最大产油国之一
的美国不参加任何减产协议，这导致
欧佩克和俄罗斯等产油国在减产时心
有余悸，担心自身减产导致市场份额
丢失。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认为，如维也
纳会议达成减产协议，预计布伦特油
价可能回升至每桶 70 美元；如果未达
成减产协议，国际油价仍有下行空间，
布伦特油价或会下探至每桶 50 美元。

伊朗无意应美国要求重谈伊核协议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
德·扎里夫 22 日说，伊朗无意应美国
要求重新谈判 2015 年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
俄罗斯媒体报道，扎里夫当天
在意大利罗马出席地中海论坛时
说，伊朗耗费两年多时间谈判达成
伊核协议，谈判结果受到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决议认可。他强调，伊朗
是与美国、而非现在的美国政府达
成协议。
伊朗 2015 年 7 月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 达成伊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
承诺限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
裁。

美国政府 5 月宣布退出伊核协
议；8 月重新启动对伊朗金融、金
属、矿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
制裁；本月 5 日对伊朗金融、航运、
航空、能源等领域重启制裁，威胁惩
罚不切断与伊朗商业往来的企业。伊
朗方面将美方举措视为经济战，誓言
抵制。
扎里夫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违
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方还要求其
他国家“退群”，扬言惩罚那些愿意
遵守国际法的国家。
不过，在扎里夫看来，伊朗民众
能挺过美方制裁。“我认为伊朗民众
实际上会团结在一起，挺过制裁。我
们曾度过更艰苦的时期……我们扛过

了 8 年 （两伊） 战争。
”
伊拉克新外长穆罕默德·阿里·
哈基姆 22 日在地中海论坛上说，伊拉
克将继续与伊朗的贸易。
“我们不持停止与伊朗贸易的立
场。我们有共同价值观和文化。因
此，我们不担心美国对伊朗施加的制
裁。”哈基姆预估，伊拉克与伊朗贸
易额为大约 120 亿美元。
另据伊朗外交部声明，扎里夫当
天与意大利外长恩佐·莫阿韦罗·米
拉内西会晤，两人商讨了伊核协议和
欧洲为保护协议推出的特别机制。米
拉内西重申，意大利致力于与其他欧
洲国家一道保护伊核协议。
（来源： 新华网）

11 月 23 日，阿富汗政府消息人士向新华社
记者证实，阿东部霍斯特省境内当天发生一起
针对清真寺的袭击事件，造成至少 12 人死亡、
33 人受伤。遭袭的清真寺位于阿富汗国民军
在该省的一处营地内，大部分死伤者都是国民
军士兵。 图为一名国民军士兵在医院接受救
治。
新华社发

美报告确认气候变化

带来多重损害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23 日电（记者 周舟）美
国政府 23 日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确认，气候变化
正给美国的农业、能源、土地、水资源和民众健
康等多个方面带来损害。
这份报告主要评估气候变化对美国的影响
及适应措施，是最新版美国《国家气候评估》报
告的第二卷。美国国会要求每 4 年对《国家气
候评估》报告进行一次评估，去年 11 月发布的
最新版《国家气候评估》第一卷承认，气候变化
是真实的，
“极有可能”
由人类活动引起。
第二卷报告再次确认，人类活动正在导致
气候变化，
且美国民众正在承担气候变化造成的
后果。报告说，
极端高温天气、
干旱、
山火和暴雨
将对美国作物产量、
家畜健康和农村生计带来越
来越严峻的挑战。温度和降雨变化还会导致山
火增多、
地表臭氧污染加重，
让空气质量恶化，
民
众健康风险增加。报告显示，
气候变化将在本世
纪给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到本世纪末，
某些
产业部门的年损失预计可能达到数千亿美元，
超
过美国很多州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

法军在马里击毙

30 多名恐怖分子
新华社巴黎 11 月 23 日电（记者 韩冰）法国
军队总参谋长弗朗索瓦·勒库安特 23 日发布新
闻公报说，执行“新月形沙丘”行动的法军 22 日
晚在马里中部的莫普提大区对当地一恐怖组织
发起军事打击，
共击毙 30 多名恐怖分子。
公报说，法军此次打击的恐怖组织名为“马
西纳解放运动”，被击毙者中很可能包括该组织
的重要头目哈马敦·库法。
公报说，法军在此次行动中出动了“幻影
2000”战斗机、虎式和瞪羚等型号的武装直升
机、
“收割者”无人机、C-135 加油机等多种空中
作战力量，
并出动了地面作战部队。
勒库安特在公报中表示，法军和马里政府
军、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以及联合国马里
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马里稳定团）等各方共
同维护马里和萨赫勒地区安全，此次军事行动
是法军为维护地区安全取得的又一次胜利。
法国 2014 年 8 月启动“新月形沙丘”行动。
在这一行动框架下，法国向非洲萨赫勒地区派
遣约 4000 名军人，与地区内的多国军队协同作
战，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