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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1月18日电
记者 刘亚南

受中东和东欧地区地缘政治紧
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近期不断
攀升，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 18
日盘中创下 2014 年 10 月以来最高
水平。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原油市
场供需失衡预期正在强化，国际油
价中短期有望维持上涨趋势，但长
期而言将受多重因素影响，各方对
走势看法不一。

截至 18 日收盘，纽约商品交
易所 2022 年 2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
货价格上涨 1.61 美元，收于每桶
85.43 美元，涨幅为 1.92%；2022 年
3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
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7.51
美元，涨幅为 1.68%。

分析人士认为，油价创七年来
新高主要受两大因素推动。

一方面，俄罗斯与乌克兰紧张
关系尚未缓和，中东地区安全形势
出现恶化，加剧市场对主要油气生
产国供应减少乃至中断的担忧。

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17 日发
生油罐车爆炸和机场工地火灾，造
成多人死伤。经调查，该起爆炸可
能由无人机袭击造成。外界认为，
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 第
三大产油国，阿联酋原油供应面临
真实的中断风险。

全球风险与战略咨询机构维里
斯克-梅普尔克罗夫特咨询公司分
析师托尔比约恩·索尔特韦特表
示，除了对石油基础设施遭受打击
的担忧外，市场同时关注伊朗核谈
判进展。随着谈判时间流逝，该地

区安全形势恶化的风险在增加，中
东局势给油价带来的风险溢价将更
受关注。

另一方面，由于变异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毒株对原油需求的冲击不
如预期严重，市场对 2022 年第一
季度原油市场供大于求的预期发生
变化。

美国普赖斯期货集团市场分析
师菲尔·弗林说，随着航空旅行重
新开放，燃油供应将趋紧，全球原
油需求会逼近历史高位。

展望油价走势，研究机构大多
认为油价短期将维持上涨态势。

美国能源信息局日前发布报
告，将 2022年布伦特原油期货均价
预期从每桶70美元上调至75美元。

美国高盛集团发布的报告认
为，疫情对原油需求的影响温和且

短暂，市场供应缺口将非常大，预
计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将在 2022
年第三季度突破每桶 100 美元，并
在 2023 年升至每桶 105 美元。

高盛集团预计，到 2022 年夏
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石油
库 存 将 降 至 2000 年 以 来 最 低 水
平，主要产油国的剩余石油产能也
将降至历史低点。

弗林表示，随着油价上涨，美
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采取措施应对
通胀压力。能源价格上涨如果带来
经济衰退，可能反噬油价的基本面
支撑。

与高盛集团的乐观预期不同，
美国能源信息局报告预计 2023 年
布伦特原油期货均价将回落至每桶
68 美元，花旗集团则预计同期布
伦特油价将降至每桶 54 美元。

创七年新高

国际油价上涨前景几何

1月 19日，在土耳其东南部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帕扎尔哲克镇附近，
输油管道爆炸现场浓烟滚滚。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土东南部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帕扎尔
哲克镇附近一输油管道18日晚发生爆炸，致使原油输送中断。

（新华社发）

土耳其一输油管道发生爆炸

新华社布鲁塞尔 1月 18日电
（记 者康逸 李骥志） 欧 盟 成 员
国经济和财政部长 18 日在布鲁塞
尔召开会议，重点讨论欧盟经济
复苏进程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问
题。

当天，欧盟经济和财政部长讨
论了欧盟经济复苏计划的执行情
况。现阶段，欧盟理事会已批准
22 个成员国经济复苏计划，其中
18 个成员国已获得总计约 542 亿欧
元预融资，占总申请金额的 13%。

2020 年 7 月，欧盟推出总规模
逾 1.8 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
其 中 包 括 7500 亿 欧 元 恢 复 基 金 。
欧盟理事会预计今年将有大部分经
济复苏计划得以实施。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
夫斯基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

盟已步入经济复苏正轨，但仍面临
疫情反复、供应链瓶颈、劳动力短
缺、能源危机和通胀高企等诸多不
确定性。

此外，欧盟经济和财政部长还
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展开讨论，表
示支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二十
国集团有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
包容性框架，敦促将其纳入欧盟法
律，推动尽快落实。

经合组织提出重新分配跨国企
业利润征税权和设立全球有效最低
税率的双支柱包容性税改框架，以
建立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体
系，应对全球经济数字化发展和跨
国企业转移利润避税给国际税收政
策带来的挑战。目前，超过 130 个
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已同意进行国际
税收制度改革。

欧盟经济和财长会议聚焦
经济复苏和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新华社巴黎 1月 19日电 （记
者徐永春） 法国总统马克龙 19 日
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
发表讲话，阐述法国担任欧盟理事
会轮值主席国期间的政策立场，重
申欧盟应实现战略自主。

马克龙说，欧盟有能力、有资
源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强大的联
盟，必须能够在不依赖国际社会其
他国家的情况下实现自主。

马克龙表示，欧盟在应对新冠

疫情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
疫苗和经济复苏方面。

马克龙谈及的其他工作重点包
括加强边界管控、完善法治建设、
建立欧盟安全和稳定新秩序等。他
还说，欧盟必须在英国“脱欧”后
找到与英国合作的方法。此外，他
表示希望欧盟“重建与非洲的伙伴
关系”。

1 月 1 日起，法国接任欧盟理
事会轮值主席国，为期半年。

马克龙重申欧盟应实现战略自主

据新华社华盛顿 1月 18日电
（记者谭晶晶） 近期美国疫情严重
反弹，儿童新冠确诊病例、住院病
例持续激增。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
医院协会 18 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
示，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有近
950 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单周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已连
续 23 周超过 10 万例。

这份报告统计了美国各地公
布的儿童新冠感染病例。数据显

示，截至 1 月 13 日，美国累计报
告 9452491 例儿童确诊病例，占本
国新冠确诊病例总数的 17.8%，平
均每 10 万名儿童中有 12559 人感
染。

报告说，美国儿童新冠感染病
例“急速增加”。在截至 13 日的一
周时间内，美国新增儿童新冠确诊
病例数较前一周增长了 69%，达到
近 100 万例，占全美单周新增确诊
病例总数的 21.4%。

美国近950万儿童感染新冠

据新华社努尔苏丹 1月 19日
电（记者张继业） 哈萨克斯坦全境
19 日 零 时 起 正 式 解 除 紧 急 状 态 ，
居民生活恢复正常，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 （集安组织） 维和部队已从哈
境内全部撤出。

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月 5 日签署的总统令，哈全境自
19 日 零 时 起 正 式 解 除 紧 急 状 态 ，
结束所有紧急状态下为保障社会秩
序而采取的限制措施。

据当地媒体报道，受骚乱影响
较大的阿拉木图市、江布尔州等地
区在紧急状态解除后，仍保持恐怖
威胁“红色”预警等级，警察、国
民近卫军和武装部队人员继续全天
候执行巡逻和执法任务。

报道还援引哈国防部消息说，

最后一批集安组织维和部队 19日从
阿拉木图机场起飞离开哈萨克斯坦，
至此集安组织维和部队从哈撤离任务
正式结束，哈境内已无外国军队。

据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网站消
息，哈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18
日在首都努尔苏丹发表骚乱发生以
来的首次视频讲话。他说，有组织
的骚乱与袭击企图破坏国家主权、
根基和完整，有赖于总统托卡耶夫
的果断决策，国家根基得到保护。

纳扎尔巴耶夫强调，2019 年
他将总统职权移交托卡耶夫，自那
以来他已退休。托卡耶夫是安全会
议主席，哈民众应支持托卡耶夫提
出的提高人民福祉的改革方案。哈
萨克斯坦定能度过此次危机，变得
更加强大。

哈萨克斯坦全境解除紧急状态
居民生活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