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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 23 日宣布，将联合多个主
要石油消费国释放原油储备，以便为油价
降温，但国际油价当日不跌反涨。

截至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
2022年 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
涨1.75美元，收于每桶78.50美元，涨幅为
2.28%。2022 年 1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则上涨了2.61美元，收于每
桶82.31美元，涨幅为3.27%。

市场人士认为，释放原油储备难以对
油价产生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在此前几个
交易日出现的显著下跌反映市场提前消
化这一消息，而且当日美国公布的具体措
施力度不及市场预期。

近期美国汽油价格已升至 7 年来高
位，国内对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平抑油价
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白宫 23日宣布，
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
5000 万桶原油，以缓解经济从新冠疫情
中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不匹配问题并
降低油价。

美国能源部表示，这 5000 万桶原油
最早将于今年 12 月中下旬开始投放市
场，其中 1800 万桶已得到国会批准将直
接销售，另外 3200万桶属于短期交换，待
油价平稳后约定于 2022 年至 2024 年归
还战略石油储备。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全球
大宗商品战略负责人赫利玛·克罗夫特预
计，鉴于印度已经宣布计划释放 500万桶
原油储备，再加上日本、韩国、英国等国的
释放量，此次多国联合释放的原油储备规
模预计为6500万桶至7000万桶。

数据显示，美国目前战略原油储备规

模略高于 6亿桶，而全球日均石油需求量
约为1亿桶。

美国合众银行财富管理投资策略
师罗伯·霍沃思表示，美国释放原油储
备的总规模高于此前市场预期，但其中
很大一部分属于短期交换，需要返还，
这在一定程度上令这一政策的影响打
了折扣。

CIBC私人财富管理公司高级能源交
易员瑞贝卡·巴宾表示，释放原油储备的
计划此前已经广为市场所知，因而已在市
场价格中得到体现。而且由于交易员在
年底前锁定利润，原油期货品种的头寸在
过去几周大幅减少，这也降低了市场对这
一消息的反应强度。

美国价格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

菲尔·弗林认为，释放原油储备只会对油
价带来短期冲击。

分析人士认为，后期疫情走势和产油
国对释放原油储备是否做出政策反应将
决定油价的下一步走向。

霍沃思说，释放战略原油储备的影
响将是温和的，市场关注的将仍然是需
求走向，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美国航空
客运数据依然强劲。他认为，新冠病毒
感染人数的反弹和欧洲重新实施疫情封
禁措施不大可能显著影响市场需求，近
期新冠感染人数的增加尚未对石油需求
带来持续影响。

霍沃思表示，如果联合释放原油储备
让油价降至上周低点以下，欧佩克与非欧
佩克产油国很可能会考虑对此采取行动，
但基于当日市场表现，欧佩克与非欧佩克
产油国可能采取观望态度。

克罗夫特说，虽然仍预计欧佩克与非
欧佩克产油国在下周举行的例行月度会
议上将维持现有产量政策不变，但不能完
全排除沙特会推动减少现有产量逐月增
幅以应对消费国联合释放原油储备的做
法。不过，由于担心美国的政治压力，多
个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海湾国家很可能会
反对这一行动。

奥地利 JBC能源咨询公司说，欧佩克
在最初的产量协议中保留了暂停提高供
应量的选项。在担忧石油需求走低的情
况下，主要产油国可能会推迟提高原油供
应量。除非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彻
底取消逐渐增加供应量的计划，明年油价
预计将逐渐回落。

新华社纽约11月23日电

美国联合多国释放原油储备
国际油价缘何不跌反涨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佳士得拍卖行 23日在法国巴黎拍出一份包含已故著名科学家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内容的计算手稿，加上佣金等费用的总
成交价高达1338.3万欧元。

据佳士得拍卖行网站介绍，这份罕见手稿共有 54页，包含相对论
的准备工作，是爱因斯坦和同事兼好友、瑞士工程师米歇尔·贝索1913
年 6月至 1914年年初在瑞士苏黎世写成。其中 26页出自爱因斯坦之
手，25页出自贝索之手，另有 3页为二人共同书写。据路透社报道，这
是目前仅知的两份记录爱因斯坦探索相对论过程的工作手稿之一。
在手稿中，爱因斯坦和贝索尝试用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早期版本解决
水星轨道异常问题。

依照主持这次拍卖的佳士得书籍和手稿部门专家樊尚·贝卢瓦说
法，手稿的重要性还在于，早于1919年的爱因斯坦工作手稿非常罕见，

“爱因斯坦不怎么保存笔记，因此这份手稿能留存至今对我们来说已
经非常难得”。

另外，淡黄色纸张上写满了黑色墨水算式，手稿挑战了爱因斯坦的
天才形象，因为手稿显示他在某些地方也出了错。贝卢瓦说：“爱因斯坦
在手稿中出了错，不过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显示出他的伟大，因
为我们看到了理论形成过程中他的坚持不懈，想法被不断修正和纠偏。”

爱因斯坦于1915年发表广义相对论。法国天体物理学家艾蒂安·
克莱因说：“即便现在已是 2021年，当我们研究宇宙学乃至黑洞的聚
变、引力波、脉冲星，我们仍在使用爱因斯坦的方程式。”

这次拍卖以 150万欧元价格起拍，佳士得先前预估拍价为 200万
至 300万欧元，而最终落槌价超过 1100万欧元。依照法新社说法，这
次拍卖刷新了爱因斯坦手稿的拍卖纪录。

佳士得方面没有透露买家姓名。 新华社特稿

爱因斯坦含相对论内容
手稿拍出逾1300万欧元

这是 11 月
22 日在法国巴
黎佳士得拍卖
行拍摄的爱因
斯坦含相对论
内容手稿。

新华社发

保加利亚全国哀悼
两起事故遇难者

新华社索非亚11月23日电 保加利亚看守内阁 23日宣布 24日
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日前发生的养老院火灾和大客车起火事故中的
遇难者。

保看守内阁发布消息说，24日全国哀悼日当天，国家机构将降半
旗志哀。

22日，保加利亚东部瓦尔纳地区一家养老院发生火灾，造成 9人
死亡；23日，保加利亚西部斯特鲁马高速公路上一辆大客车起火，造成
包括12名未成年人在内的至少45人死亡。出事客车隶属北马其顿一
家旅游公司。

到访的北马其顿总理扎埃夫 23日和保加利亚看守内阁总理亚涅
夫会面后表示，北马其顿将为大客车起火事故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
扎埃夫说，出事客车从土耳其出发，计划经保加利亚前往北马其顿。
亚涅夫说，客车上不仅有北马其顿公民，还有其他国家的公民。

据新华社索非亚11月23日电 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23日宣布，
现任总统拉德夫在日前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胜，连任该国总统。

根据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拉德夫在21日举行的
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 66.72%的选票，其竞选对手、索非亚大学
校长格尔吉科夫获得31.8%的选票。

拉德夫出生于 1963年，曾长期在保加利亚空军服役，担任过空军
司令。拉德夫在 2016年 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于 2017年 1月
就任保加利亚总统。根据保加利亚宪法，总统由选民直选产生，任期5
年，可连任一次。

拉德夫连任保加利亚总统

11月2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车辆从白宫附近驶过。
美国白宫当日宣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

5000万桶原油，以缓解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
不匹配问题并降低油价。 新华社发

每 9 分钟有一名
5岁以下儿童死亡

根据报告，37.7万人中，近
六成死于战争带来的间接影
响，比如缺少安全饮用水、饥饿
或疾病，战事直接致死人数超
过15万。

间接致死人口中，绝大多
数是儿童。“2021 年，每 9分钟
就有一个 5岁以下也门儿童因
冲突死亡。”

2014 年 9 月，也门胡塞武
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又占领也
门南部地区。2015 年 3月，沙
特阿拉伯等国介入也门战事，
冲突持续至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说，
内战给也门发展造成“灾难性影
响”，使这个本就不富裕的中东
国家发展倒退 20 年。报告警
告，如果也门战乱持续，到2030
年，将有总计130万人丧生。

40人挤一个帐篷
近几个月来，也门政府军

和胡塞武装为争夺北部马里卜
省发生多次激烈交火，数以千
计双方战斗人员死亡。

战争严重损毁当地基础设
施，大量平民流离失所。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9
月以来，已有大约 4 万人被迫

逃离马里卜省。
国际移民组织 24日发表声明说，9月

以来，马里卜省137处流离失所者安置点人
数增加了近 9倍。这一组织也门特派团团
长克丽斯塔·罗滕斯泰纳说：“我们现在看到
的是，有时候，多达40人被迫挤在一个小帐
篷里。”

“过去两个月，我们在马里卜目睹的绝
望困境，比过去两年还要多。”罗滕斯泰纳说。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23日发
表声明说：“严重关切也门马里卜省平民的
安全，包括估计超过100万的流离失所者。”

最严重人道主义灾难
胡塞武装本月夺取红海港口城市荷台

达南部大片地区。2018 年 12 月，也门政
府和胡塞武装曾就荷台达停火达成协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3日发布的报告
说，在这一机构看来，也门局势继续恶化。
数以百万计也门人继续承受战争和贫穷之
苦，生活难以为继；大约 3000万也门人口
中，超过 80%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也门经
济濒临崩溃”。

报告说：“也门面临全球最严重、规模
最大的人道主义和发展灾难，并且局面将
继续恶化。”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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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3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到今年
年底，死于也门7年内战的
人数将达到37.7万人。这
一机构说，也门正经历全球
最 严 重 的
人 道 主 义
灾难，且形
势 将 继 续
恶化。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
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 王宾）针对美国国务院近日公布
的“领导人民主峰会”受邀名单包括台湾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
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严正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势力提供任何讲
台，停止为“台独”势力张目。

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
峰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
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
的国际关系准则。台湾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别的国际法地位。

“我们严正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
向‘台独’势力提供任何讲台，停止为‘台独’势力张目。为‘台独’势力搭
台，只会让自己下不来台。与‘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烧身。”

至于“领导人民主峰会”，赵立坚说，中方已多次表明立场。他说，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美方所作所为恰恰证
明，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是美方拿来推进其地缘战略目标、打压他
国、分裂世界、服务自身维霸私利的工具。美方披着民主外衣推行集
团政治、挑动阵营对抗之举，是冷战思维的再现，受到国际社会有识之
士的普遍质疑和反对。

玛格达莱娜·安德松当选瑞典首位女首相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1月24日电

（记者 和苗）玛格达莱娜·安德松 24日当
选瑞典首相，成为瑞典首位女首相。

议会当天的投票结果显示，有 117
票支持安德松担任首相，174票反对，57
票弃权，1 票缺席。瑞典议长安德烈亚

斯·诺伦说，因反对安德松任首相的票数
未过半数，议会批准她出任新首相。

安德松 1967 年生于瑞典乌普萨拉
市，曾就读于瑞典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
学，她从 2014 年开始担任瑞典财政大
臣，本月初成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新党魁。

按照计划，安德松将于本月 26日正
式就职并组建新政府。她在当选后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瑞典的发展面临一
些严重问题，我将带领新政府应对这些
亟待解决的难题，将聚焦社会融合、气候
变化和福利这三个重点。”

11 月
21 日，保加
利亚现任总
统 拉 德 夫
（中）在总统
选举第二轮
投票结束后
在索非亚准
备对媒体发
表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