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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油价短期内或迎来震荡
沙特石油“心脏”遭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日原油产量锐减一半

9 月 14 日凌晨，数架无人机袭击

了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沙特阿

美公司） 在布盖格和胡赖斯的石油设

施并引发火灾。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

勒-阿齐兹·本·萨勒曼 15 日表示，石

油设施遇袭致使该国的原油供应量每

日减少 570 万桶 ， 约占总产量的

50%，政府将动用原油储备填补缺口。

也门胡塞武装认领了此次袭击。

胡塞武装部队发言人叶海亚·萨里阿

14 日说， 胡塞武装”日出动 10 架无

人机对阿美石油公司在布盖格和胡赖

斯的设施发动袭击， 并称此次袭击是

针对沙特“对也门的侵略和经济封锁”

所实施的报复， 将来还会继续扩大对

沙特的袭击范围。

对于在国际原油市场具有重要调

节地位的沙特来说， 此次遇袭或许会

给国际油价增添更多变数； 而对于一

直希望上市的沙特阿美公司来说，上

市之路或许并不顺畅。

每桶或上涨 5 至 10 美元

据 CNN 报道， 阿卜杜勒-阿齐兹

表示， 袭击还导致沙特的乙烷和液化

天然气供应量减少约 50%。 目前阿美

石油公司正在尽力恢复生产， 预计将

在未来 48 小时内公布最新进展。

由于周末国际原油市场休市，全

球油价目前还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不

过”周一原油市场开放时， 全球油价

或将面临巨大震荡。 周日开放的沙特

股市已下跌了 2.3%，可见市场消极的

端倪。”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即使短暂

或部分中断也会影响沙特的石油供

应，因为这两处的石油设施规模巨大。

此外， 沙特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

能恢复全部石油供应能力， 而这带来

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 美国新闻频道

CNBC 根据周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

分析指出， 如果造成长期的能源供应

中断，国际油价将每桶上涨 10 美元。

一些能源分析师也预测称， 情况

不会乐观，油价可能会每桶上涨 5 至 10

美元。Enverus 公司的能源分析师约翰逊

对未来几日国际油价态度谨慎：“这次攻

击肯定会动摇原油市场， 因为它目前占

据了大部分的剩余原油产量。 ”

布盖格与胡赖斯的石油设施几乎掌

控了沙特的石油命脉， 由于两处石油设

施在全球原油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此次

遇袭所造成的减产相”于全球日均石油

供应量的 5%。

据悉， 胡赖斯目前的原油日产量超

过 100 万桶，其储量已超过 200 亿桶。而

对于布盖格，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

策中心主任博尔多夫表示， 这可能是世

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处理设施。 博尔多夫

认为，由于此次袭击，国际油价将大幅上

涨，如果修复缓慢的话，一些石油进口国

可能不得不需要利用其紧急石油储备。

沙特阿美 IPO 蒙上阴影

不过，从长期来看，市场对原油价格

的弹性保持乐观情绪。 据 CNN 报道，国

际能源署 14 日表示，正在监测沙特的原

油产量，“我们正与沙特以及主要的生产

国、消费国保持联系。目前市场上的商业

库存充足。”此外，沙特官员也表示，将努

力在周一将石油产量恢复到正常水平。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位官员表示，

如果沙特持续中断石油供应， 将会督促

美国和欧盟释放应急储备。 CNN 报道，

美国能源部长佩里表示“随时准备”利用

美国应急石油储备，以避免油价飙升。

此次袭击也给沙特阿美的公开募股

计划增添了一道阴影。 沙特阿美上个月

重启了 IPO（首次公开募股）计划 ，并为

上市做了充足准备。 但此前沙特股市和

油价低迷，自 5 月以来，沙特股市累计下

跌 14%；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 ，沙特阿

美的利润下降了 12%。

此外， 这次遇袭也暴露了沙特石油

基础设施的脆弱性。 彭博社援引分析人

士的预测称：“这次袭击可能会推迟沙特

阿美的 IPO 计划，并对估值产生负面影

响， 因为投资者已经看到了公司未来收

入和业务的风险。 ”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14 日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通电

话，说沙特“有意愿和能力”应对这类

“恐怖侵略”。

布盖格炼油厂位于沙特首都利雅

得东北方向大约 330 公里， 由油气巨

头沙特阿美公司运营。 按照这家国有

企业的说法，布盖格炼油厂是“世界最

大的原油净化工厂”，处理原油能力达

每天 700 万桶。 胡赖斯位于布盖格炼

油厂西南方向大约 190 公里。 遇袭油

田是沙特第二大油田， 日均原油产量

100 万桶。 阿美公司说，这座油田原油

储量超过 200 亿桶。

袭击发生后， 穆罕默德·本·萨勒

曼王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特

朗普强烈谴责针对沙特 “重要能源基

础设施” 的袭击， 向沙特方面表达支

持， 同时说美方将确保全球原油市场

稳定供应；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称袭

击是 “恐怖侵略 ”，说沙特 “有意愿和能

力”应对。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同一天在

社交媒体推特发布文字， 把矛头指向伊

朗，声称“没有证据表明袭击来自也门”，

指认 “伊朗正在向全球能源供应发动空

前袭击”。 只是，蓬佩奥没有提供证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

否认蓬佩奥的说法。 穆萨维说， 这类针

对伊朗的 “盲目” 指认 “令人费解、 毫

无意义”。 法新社报道，美方剑指伊朗的

做法为特朗普与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近期会面前景增添变数。 特朗普多次提

及，愿意本月晚些时候在第 74 届联合国

大会期间会晤鲁哈尼。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地时间 9 月 14 日清晨，正在”国

前首相丘吉尔出生地布伦海姆宫展出的

一个价值至少 400 万美元的 18K 黄金

马桶被盗。 由于这个具有实用价值的艺

术品正处于使用状态， 盗窃造成布伦海

姆宫部分地面淹水。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

了一名嫌疑人，但黄金马桶仍不知去向。

布伦海姆宫位于”国”格兰牛津郡

伍德斯托克，建于 1705 年至 1722 年间，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

二战时期的”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出

生于此。 名为“美国”的黄金马桶由意大

利艺术家卡特兰设计制作， 是布伦海姆

宫此次展出的卡特兰系列作品之一。 黄

金马桶重 103 公斤，全部由 18K 黄金打

造，仅以黄金市价计算，价值就超过 400

万美元。 黄金马桶与普通厕所里的马桶

一样，上下水系统都连接完好，每名参观

者可以使用这个黄金马桶 3 分钟。

卡特兰系列作品展 9 月 12 日在布

伦海姆宫开幕，原定展出到 10月下旬。没

想到刚刚展出了两天就发生了黄金马桶

失窃事件。 早前有报道称，布伦海姆艺术

基金会创办人爱德华·史宾塞—丘吉尔曾

表示，布伦海姆宫方面并没有为黄金马桶

安排特殊看守警力， 因为马桶安装牢固，

“不是那么容易偷的”。”国警方初步调查

认为，盗窃发生在 9月 14日凌晨 4时许。

一伙窃贼合力完成了盗窃 ， 于 4 时 50

分左右离开作案现场。 盗窃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 但是使得布伦海姆宫部分地面

淹水，部分设施也遭到“严重损坏”，布伦

海姆宫 14 日暂停开放一天。目前警方逮

捕了一名 66 岁的男性嫌疑人，但是黄金

马桶仍未找到。 警方担心窃贼会将黄金

马桶切割和重铸，以方便转卖脱手。

黄金马桶“美国”是在意大利的佛罗

伦萨制造的， 此前是美国纽约古根海姆

博物馆的馆藏， 一直在该博物馆 5 楼的

一间厕所展出，并供参观者使用。这个马

桶除了金光闪闪以外， 与古根海姆博物

馆的厕所使用的“科勒”马桶造型、功能

完全一样。超过 10 万人曾经在这个马桶

上如厕， 近距离欣赏和体验过这件 “土

豪”味十足的艺术品。

一般认为， 这个马桶起名叫作 “美

国” 是对美国的拜金文化和过度消费的

一种嘲讽。 卡特兰曾表示，“不管你吃的

是什么，200 美元的大餐，还是 2 美元的

热狗，对于马桶来说，结果是一样的”。说

起来这个黄金马桶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还

有一点渊源。 2017 年 9 月，白宫曾提出

向古根海姆博物馆借梵高的画作《雪景》

装饰特朗普的一个私人房间。 该博物馆

拒绝了白宫的请求， 但是表示可以将黄

金马桶“美国”借给白宫使用。 白宫没有

接受这个提议， 也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

评价。

”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定于 16 日

会晤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

克，磋商”国脱离欧洲联盟等事宜。约翰

逊在会晤前接受”国媒体采访说， 他对

“脱欧”前景“有信心”，同时自比漫威漫

画超级”雄 “绿巨人 ”，无惧束缚 ，只会

“越疯狂越强大”。

16 日卢森堡会晤将是约翰逊 7 月

入主唐宁街 10 号首相府以来首次与容

克面对面会谈。 ”国《星期日邮报》15 日

援引约翰逊的话报道，他将在欧盟 10 月

峰会前着力与欧盟方面磋商。

“会达成协议，我很有信心，”他说，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那我们 10 月 31 日

也会脱离（欧盟）。 ”

陈立希（新华社供本报专稿）■本报见习记者 沈钦韩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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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凌晨， 位于沙特布盖格的石油设施起火后冒出浓烟。 新华社发

思考和探索中国自己的路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

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

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 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

少走了一些弯路 ， 现在”然更要引

以为戒。”

苏共二十大后 ， 毛泽东在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论十大关系》 的讲话中告诫

全党 “以苏为鉴”， 思考和探索自己

的道路。 此后， 党和政府进行了多方

面探索。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 中共中央在北京

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

周恩来在会上作 《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报告》， 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

大多数 “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 会后， 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多个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 ， 推动了

全国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 。 全国一

时掀起了一个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

议精神的热潮 ， 吹响了 “向现代科

学进军” 的号角。

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 ， ５ 月初 ，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 。

“双百” 方针的提出， 犹如一面镜子，

折射出一个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 人

民团结的国家形象 ， 反映了繁荣文

艺、 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

９ 月，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 。 大会指出 ： 社会主义

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

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

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前经济文

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

矛盾 ；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

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 实现国家工

业化 ， 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

１９５６ 年 ， 是新中国探索自己的

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 这一年的许多

重大举措， 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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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编就“安全网”，科技撑起“保护伞”
———让全国的校园长久安宁

2018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 解决学校后

顾之忧，维护老师和学校应有的尊严，

保护学生生命安全。

近日，新华社记者走访了浙江、上

海、 江苏等地的学校， 看到了健全立

法、重拳执法筑起的“隔离墙”，多方合

力编就的“安全网”，还有依托新科技

撑起的“保护伞”。 不断完善的安全保

障，正共同呵护着祖国校园的安宁。

让校园成为最阳光、最
安全的地方

清晨的阳光， 照在浙江诸暨西湖

小学的钟楼上，上课钟声响起，孩子们

走进童话城堡般的教学楼。 目送完孩

子们进教室，校长孙先菊拿出手机，看

到微信群里的留言：

“2019 年 9 月 1 日 ：今天要开家

长会，烦请各部门协助维持秩序。 ”“@

黄队， 这几天校门口发小广告的陌生

人有点多”……

这个微信群里， 有学校分管德育

的校长、校管委会主任、家委会主任，

还有公安、综治、文化等 8 个政府部门

的负责人，有事情大家第一时间通气。

诸暨打造的“枫桥经验”校园版让校园

成为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诸暨的每

个学校，会聘用一名法治副校长、设一

位驻校民警、派一名专职安管员，预防

化解矛盾纠纷。

目前，全国 70%以上的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防范体系建设达到了国家建

设标准，涉校刑事案件连续 6年下降。

让科技赋能阻止“危险
而陌生的面孔”

开学伊始， 位于江苏南京江宁大

学城的中国药科大学门口花团锦簇。

一项科技的运用吸引了不少人的眼

球———走到门禁前， 正视前方眨眼微

笑 ，面板 “滴滴滴 ”甄别身份 ，闸机打开

“秒速通过”。

据悉，学校在校门、公寓门、图书馆出

入口等位置安设了 70多台这样的人脸识

别面板机。 “系统十分智能，也很人性化，

再也不用担心扛着大包小包还要找校园

卡的麻烦啦！”返校的大二学生赵曼如说，

更重要的是，系统让人感到安心，减少了

学校里“危险而陌生的面孔”。

类似的 “互联网+”高科技手段 ，有

效弥补了校园管理人力资源的不足。

让孩子远离“魔爪”和欺凌

“学生要学会自我保护，不能以暴制

暴 ”“在网络上不要泄露自己的私人信

息”“受欺凌时绝不能保持沉默” ……在

上海市上南中学，学生们人手一册《网络

欺凌预防指南》。 手册的封底，还有模仿

七言律诗的“网络欺凌预防口诀”。

这是上海首份由学校推出、直面“网

络欺凌”的手册。

指南印发出来后， 上海上南中学就

在高一高二年级举办了班会和展示活

动。 期间，有网络欺凌知识的普及、相关

视频新闻的播放；有学生心里话的畅谈，

有抵制网络欺凌的签约承诺； 有班主任

老师的精彩点评， 更有学生自编自演的

角色扮演和自主设计的“欺凌杀”游戏。

如今，在上海上南中学，这本指南学

生和家长人手一份。 专题讲座、家长会、

班会……围绕着这本小册子的学习教育

从未间断过。 册子里的准则也已融化于

学生、家长、老师的行为和内心深处。

“将心比心，我们既是教育工作者，

也是为人父母，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安全

更重要。 ”浙江诸暨市浣纱初级中学校

长周其耀说。 漫步在这个学校的校园，

鸟语花香中 ，孩子们或低头看书 ，或趴

在课桌上午休。 “希望有更多人，更多力

量，一同守护这份宁静与美好。 ”

新华社记者 何玲玲 俞菀 柯高阳
许祖华 陈席元 兰天鸣 胡浩 白阳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上接第一版）

文章指出， 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

治制度， 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一

个历史性课题。 新中国的诞生， 为中国

人民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构想

付诸实践奠定了前提、 创造了条件。 在

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中国人

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是

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

训得出的基本结论， 是中国社会 100 多

年激越变革、 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 是

中国人民翻身作主、 掌握自己命运的必

然选择。

文章指出，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保证人民”家作主，保证国家政

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关键是

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 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

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

持民主集中制。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

加强和改进法律实施工作， 加强和改进

监督工作， 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

的联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文章指出， 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

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

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 我们需要借鉴国

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 但绝不能放弃中

国政治制度的根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

率， 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

生长起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

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

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文章指出， 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

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

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体人民能否依

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

和文化事业， 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

益要求， 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

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

主化， 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

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执政党能否依

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

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经过长期努力， 我们在解决这些重点问

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中国实行工

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政体， 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

文章指出，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自信， 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 增强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关键是要增加

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而不是要削

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要不断推

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

序化， 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

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产业链协同，

重大项目跑出“临港速度”
（上接第一版）

“家门口”就能找到合作伙伴

对企业来说， 产业集聚带来的更大

益处， 是可以在产业内部形成合作发展

的效应， 让企业双方实现更快成长。

入驻临港地区不久的忆芯科技， 已

经拥有自己的 “朋友圈”。 “忆芯是做

数据分析和数据储存的。 临港地区有大

量做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的人工智能企

业， 正好可以形成数据采集、 分析、 计

算、 存储的完整产品形态。” 孙唐透露，

忆芯科技已经和人工智能 “独角兽” 企

业地平线等形成合作， 预计今年底， 双

方合作研发的一款用于监测领域的产品

就将面市， “我们非常感谢上海市针

对临港新片区推出 50 条特殊支持政

策 ， 这能吸引更多高端专业人才加入

我们一起做智能化存储 ， 真正实现中

国芯的梦想。”

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型

产业体系， 临港特别强调要聚焦集成电

路、 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 民用航空等

重点产业， 在投资环境、 贸易监管、 国

际人才流动以及税收等核心环节， 提供

一系列配套措施，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

质量发展。

目前， 临港已经高起点打造面向未

来的 “10+1” 产业集群 ， 正在形成规

模效应和独特产业品牌。 在高端装备制

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 汽车配套研发、

新材料、 3D 打印等领域， 门类较为齐

全的产业集群已经成型。 临港集团副总

裁翁恺宁表示， 下一步将立足临港已经

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城市形态和产业框

架， 抓紧优化功能布局， 集中精力推进

功能载体建设， 以临港科技城为基础建

设全球创新协同区 ， 依托滴水湖 “滨

湖+滨海” 独特区位优势建设现代服务

开放区， 以临港产业区和奉贤园区等为

基础建设新兴产业引领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