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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合多国释放原油储备

国际油价缘何不跌反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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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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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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狗咬人”事件多名干部受处理

狗的主人被撤职
新华社郑州 11 月 23 日电（记者冯
大鹏）在“狗咬人”舆情发酵后，23 日晚，
河南安阳通报了对涉“狗咬人”事件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通报指出，安阳市委、市政府责令安
阳市城市管理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公安局
文峰分局、
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四个
单位作出深刻检查，
并在全市通报批评。
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情况为：给予安
阳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
张占方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安阳市城市
管理执法支队监督检查科副科长兼市城
市管理局专项治理办公室副主任郭双军
党内严重警告、记大过处分，并给予免职
处理；给予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负责人、二级高级主办蔡国强诫
勉谈话处理；给予安阳市文峰区城市管
理局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冯海军记过处
分；给予安阳市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
处人大工委主任马彦丰政务警告处分；
给予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中华路派出
所所长杨占山诫勉谈话处理。给予事件
当事人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正科级稽查专员王新刚党内严重警

告、撤职处分，
并调离执法岗位。
据了解，11 月 19 日，安阳市成立了
“狗伤老人”事件工作组。经核查，涉事
的两只犬经过训练和芯片植入，中国工
作犬管理协会为其颁发了《犬注册登记
证》，但该协会介绍，该证不能作为认定
工作犬的充分依据。目前，安阳市城市
管理局已对涉事犬只进行收容，并注销
了涉事犬只的《养犬登记证》。同时，安
阳正组织对全市烈性犬、大型犬进行全
面排查整治，确保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工作组核查发现，10 月 9 日在安阳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门前发生
的冲突中，有人携带的伸缩棍贴有警用
标志，但为非警用制式装备。有关部门
已对伸缩棍携带者作出警告处罚，并依
法没收伸缩棍。
关于网上反映的李小迎涉嫌诈骗
“百万”问题，工作组已责成安阳市委政
法委牵头，组织市政法单位和殷都区公
安局、检察院对该案件进行复核。
另据介绍，23 日下午，安阳市召开
了全市党员干部“转作风 提效能”警示
教育整顿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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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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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测试无人机空中收放

俄专家戳其软肋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24 日 电
《参考消息》24 日登载俄新社网站
文章《
“这将改变力量平衡”：五角大
楼成功测试“空中航母”
》。文章摘
要如下：近期发生的武装冲突显示，
无人机正在快速挤占传统飞机的地
位。不过，大多数现代军用无人机
是航程较短的战术无人机，因此无
人机指挥所通常需要部署在距离作
战行动区域不远的地方。只要摧毁
这些指挥所，就能瓦解无人机的作
战能力。
美国五角大楼从 2014 年开始
尝试解决这个问题，采取的办法包
括研发“小妖精”项目——一种价格
低廉且拥有半自动控制系统的中型
无人机。
“小妖精”
无人机长度为 4.2 米，
翼展约 3.5 米，
起飞重量 680 千克（包
括 66 千克有效载荷），航程 560 公
里。
“小妖精”
项目主管蒂姆·基特说：
“如果（该项目）取得成功……我们
将能在敌方防空火力范围边界附
近释放无人机。载机将留在（敌方
防空武器的）杀伤范围之外，而由
其 释 放 的无人机群将负责在可能
对飞行员造成危险的区域收集信
息、确认目标并完成其他任务。
”
发展这种技术的并非只有美
国。俄罗斯的喀琅施塔得公司也在
研发基于人工智能的无人机群应用
系统。
俄《祖国军火库》杂志主编维克
托·穆拉霍夫斯基说：
“‘小妖精’可
以充当自杀无人机。如果它们未发
现足够有价值的目标，还能返回载
机。”但穆拉霍夫斯基表示，这种技
术也有不少弱点，其中最主要的是
载机容易受到攻击。
因此，这位专家认为，这套战术
只适合用于对付恐怖分子等不具备
先进防空系统的对手。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