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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关注高油价负面影响

!美国汽油价格大幅回落"意味着现在
中国车主们所支付的汽油价格要高于美国
车主# $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

!"

月
#"

日
对中国油价的评论#

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纽交所原油
结算价已经从

$

月
!!

日创下
!%$&#$

美元
'

桶的历史最高纪录"跌至
(%&)$

美元
*

桶# 各
国油价跟随国际形势"迅速作出调整"而中
国油价面对民众日渐高企的呼声却!固执$

地按兵不动# 中国油价为何高烧不退'

中国油价!一枝独秀"

自今年
#

月中旬以来" 国际市场油价
持续大幅攀升"国家发改委

)

月
#"

日发出
上调全国油价的通知# 北京地区最近一次
涨价是在

!"

月
$

日"

+,

号汽油和
+$

号汽
油最高零售价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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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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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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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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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此后"无论国际市场风云如何变幻"

中国国内油价一直高居不下#

面对国际油价击穿
)"

美元每桶大
关"美国油价紧跟下调 "平均售价跌至每
加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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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

约合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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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升
0

"如

果再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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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燃油税 " 仅为人民币
#-+!

元
*

升#

而正当有消息称中国相关部门正在拟
定三套成品油零售价下调方案上报审批
时"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俄罗斯"早已多
次要求石油巨头降价" 甚至根据 %反垄断
法&"对俄两大石油巨头处以!不超过违法
收入

%1

$的巨额罚款"原因是其没有及时
根据国际油价变化下调成品油价#

外媒关注高油价负面影响

面对中国国内油价 !一枝独秀$ 的现
状" 一些外国媒体和分析机构也注意到了
其中的隐忧#

!虽然不能很肯定"但是存在着这样的
风险" 那就是中国国内成品油价格已经高
到令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性越来越显著的程
度了# $美国一家咨询公司负责人表示#

从
!"

月到
!!

月"美国%华尔街日报&

两次发表文章"探讨中国的高油价# 该报在
!"

月
#"

日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因此陷入了
一个两难境地( 究竟是应该下调政府限定

的汽油价格
2

这将是近两年来的首次
0

"还是
引入市场定价机制)让油价自由浮动' 而与
此同时"!政府推出的任何降价举措可能都
会受到国有石油巨头们的抵制$#

石油公司应该主动提出降价

目前国内成品油零售的定价机制是
由发改委来确定指导价 " 然后在指导价
的基础上允许企业略微上下浮动 " 指导
价是按照 !原油加成本 $的定价机制来决
定"很明显 "这一定价机制具有严重的滞
后性#

中石油集团相关负责人士表示" 油价
由国家发改委调整" 此前并不会提前对外
通知"目前也表示没有收到调价通知#

!涨价时"中石油这样的企业必然会极
力向国家提出调价建议" 然而面对疯跌的
油价"他们不可能提出下调申请"此时"国
家相关部门也就没有动力降价# $中国社科
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薛力认为"

中石油和中石化应该主动提出降价申请#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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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颇为复杂#

主要是以新加坡)鹿特丹)纽约三地市场成
品油交易价格为基础"参考运杂费)保险费
及国内关税和由国家确定的成品油流通费
用" 最终形成由发展改革委颁布的国内成
品油零售基准价" 中石油与中石化再在此
基准价的基础上上下浮动

.1

的范围"最
终制定出终端零售价格#

业内人士认为" 这种价格机制存在两
大弊端(首先是滞后定价"一般而言国内成
品油价格会滞后于国际油价一个月时间#

另一弊端是油价倒挂# 中国原油价格已与
国际市场接轨" 而成品油价格仍受到国家
调控"采取的是区间定价"即只有当国际成
品油价格波动大于一定幅度时" 发改委才
会对国内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整# 这一弊端
造成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发改委出于调节
通货膨胀的考虑" 即使国际成品油价格上
涨超过了既定区间" 国内成品油价格未必
会上调"即使上调"幅度也较小# 另一种情
况是" 当国际成品油价格随着原油价格回
落时"出于保护国内炼油企业的目的"国内
成品油价格并不随之回落#

能源专家认为" 由于原油与成品油价
格接轨的不对称"不论生产者还是经销商"

往往不看市场而紧盯政府调价" 影响了市
场的正常运行#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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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一路滑下来!短

短
$

个月!国际原油价格再破
%%

美元关口!

距离峰值已跌
&'(

" 美国汽油价格紧跟国际

油价跌势! 平均售价跌至每加仑
)*+

美元!

换算成人民币仅为每升
$*"%

元! 这意味着

中国
,+

号汽油
&*)%

元
-

升的价格比美国高

出一截"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经常被油企

巨头及其代言#专家$在耳边灌输#与国际接

轨$论调!中国的老百姓还以为自己得了多

大的便宜!猛然惊醒却发现%&&原来我们的

油价绝对值比世界首富'山姆大叔$都高出

一大截(而此时!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面对

国内潮水一般的质疑和愤怒! 喊了多少年

'接轨$的石化利益集团的有关人等!全部闭

嘴收声!再也不提'接轨$了)

当然!该利益集团也并非毫无说辞) 比

如! 把责任推给发改委和成品油定价机制!

'成品油价格调整由国家发改委说了算$)这

种说法一度让公众失去了可以抨击的有效

目标!但很快有人发现!原来石油巨头对于

发改委设定的'基准价$!有上下浮动
.(

的

'自由裁量权$!而一直以来加油站执行的零

售价都是'就高不就低$&&&上浮
.(

) 换言

之!只要肯降价!他们随时有权降价
/&(

) 而

眼下油企巨头不肯明令降价! 并非政策之

'不能$也!实乃主观之'不为$也)

又比如!叫嚷'亏损说$!言下之意是*上

半年国际油价飞涨!我亏本了!下半年我要

趁着进口价格暴跌捞回来) 最近!一位立场

较中立的专家算了一笔账%%%加上国家的

补贴+进口退税以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实际

支付减少! 中石化在上半年正好盈亏平衡)

事实上!在石化巨头大喊亏损的同时!上半

年亏得最多且大批倒闭的民营油企早已竞

相降价)

据调查!目前
+-$

的网民对油价存在不满

情绪)而在现实世界!但凡非石化系统人员!想

必均早已对'只接涨+不接跌$的国内油价愤怒

很久) 然而!让人伤感的是!民怨如潮!依然难

伤垄断巨头一丝毫发! 从油价到手机双向收

费!再到水电'听涨会$均是如此!民意博弈力

量和话语权之声张!看来仍是长路漫漫)

#作者$徐锋 来源$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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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交所原油结算价跌至
%$0&!

美元
!

桶!而中国油价面对民众日渐高企的呼声

却'固执$地按兵不动)

怪胎油价! 印证了一个痛苦的现实!

在垄断经营者面前!消费者人数再多也是

弱势群体!这样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强势

与弱势的分野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寡 !而

在于权利的有无! 消费者心声无法让决

策者倾听! 这已经证明了他们是事实上

的弱势群体) 油价扭曲的背后是权利的

扭曲! 欲正价格必须正视消费者权利上

的弱势! 只有这样才能让发展符合于大

多数人的利益)

国家权力当关注弱势群体! 但是国

家权力首先必须明白谁是弱势群体 !检

验的标准很简单! 就是谁的权利更无保

障! 则谁就是弱势群体) 从油价的变动

看! 真正权利无保障的是那些人数虽然

众多的消费者!而那些经营企业!却是很

容易地给决策层施加压力) 可是!我们发

现国家权力却有着误判弱势群体的嫌

疑* 他们不断地给石油经营者以政策倾

斜!如政府补贴 +提价等等 !在权力者的

眼中! 垄断企业永远是一个娇嫩无比的

弱势婴儿!需要他们母亲般的关注!这般

偏爱! 使得本已经权利匮乏的消费者处

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油价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生态 !也就

是人们对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缺乏有

力的制约 ! 这样的扭曲的社会生态 !也

不会产生规范的市场 !我们发现凡是垄

断资本存在之处 !就是公众权利无保障

之处 ! 而那些国家早已放开的领域 !也

就是公民权利均衡配置的领域) 改革需

要进一步深化 !权力必须更多地呵护弱

势者的权益 !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市场的

稳定和谐)

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均衡的油价议价

体制! 使得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权利均得

到很好地维护!只有这样!他们才是法治

中国的强势公民与强势市场主体! 而不

是当下权力与资本结合下的潜规则的适

应者)

#作者$邹云翔 来源$红网%

国内部分运营机制灵活的民营油站已

率先降价& #来源$新华网%

国际油价继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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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危机持续加深打击市场能源
需求"国际油价

!!

月
!"

日继续走低"纽约
市场油价一度跌破每桶

#$

美元#

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
%&

月份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

美分"收于每桶
'$)*+

美元#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
%

月份交
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

美
分"收于每桶

'%)"$

美元#

美国及全球经济衰退导致能源需求疲
弱不振# 美国汽车协会

%"

日预计"在即将
到来的感恩节期间" 美国人驾车出行里程
将大大减少"这是

(

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与此同时" 美国汽车制造业也受到经
济危机冲击"通用汽车)福特等最大的几家
汽车制造商正努力说服美国政府提供援助
以渡过难关#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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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大降国内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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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上午" 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律师于德华上书国家发改委"建
议发改委调低国内成品油价格#

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
!%$

美元降至
!!

月
!$

日的
((

美元"但国内油价没有
下降#于德华认为"这使国内油价出现了
国际油价涨时接轨"下跌时!错轨$的奇
异现象#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时"国家采
取不断提价并直接补贴的形式对石油公
司)炼油企业予以扶持# 相反"在国际油
价下跌"石油公司利润大增时"国家也应
运用相关的调控手段适时地对国内成品
油价格进行回调#

国家发改委的网站对其职责的介绍
中表明" 发改委负责组织制定和调整少
数由国家管理的重要商品价格和重要收
费标准" 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和价格
垄断行为等# 对石油价格的管理正是其
职责范围# 国家发改委最近一次全国范
围内调整成品油零售价格是在今年

)

月
#"

日"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
!"""

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
!(""

元#

!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是以发
改委制定的中准价的基础上" 在上下
.1

的区间内制定最终零售价格的 "可
见"企业本身也具有一定降价的空间# $

于德华说" 靠企业自发地提出降价申请
无异于天方夜谭" 作为上市公司的石油
企业"利益最大化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因
此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发改委应适时介
入#而且在现在的情况下"降低油价可以
影响下游产业链条"包括塑料)化纤)包
装)橡胶等相关产业生产成本"并对交通
运输)民航等产业的运行带来积极影响#

此外" 油价的下降还会降低人们养车的
费用"更可以促进汽车生产)销售行业的
发展#

于德华说(!我国 %宪法 &规定公民
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
和建议的权利"作为一名普通的石油消
费者和一名法律工作者"我有权利依据
%宪法&上书发改委"提出自己对油价的
看法和建议# $于德华在上书中建议"在
近期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如果
政府有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的意愿"可
以先实行开征燃油税# 开征后再调低成
品油零售价"就会使车主实际支付的油
费不会提高"实现平稳过渡#

'

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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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运(今起拉开贺岁档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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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符莹筠-记者今天从海南蓝海电影院
线获悉" 从

!!

月
#"

日开始上映的 %桃花
运&"将拉开贺岁档电影放映序幕"而整个

!#

月份"我省各大影院将形成佳片大片扎堆上
映的格局#

据介绍" 今年贺岁档第一片就是由葛
优)范冰冰等人主演的%桃花运&"该片将在
海口中影南国影城)银龙连锁影城)琼山影
剧院) 三亚明珠影城等省内主要影院上映"

并由此拉开今年贺岁档序幕# %桃花运&集结
了国内众多优秀演员"除葛优)范冰冰外"还
有梅婷)段奕宏)宋佳)李小璐)郭涛)耿乐以
及香港的元秋和移居好莱坞的邬君梅#

而今年贺岁档最受观众期待的佳片"必
定是

!#

月
##

日上映的冯小刚贺岁片%非诚
勿扰&"该片是冯小刚在%夜宴&和%集结号&

两个!另类$之后"再次回归贺岁片路线的最
新力作"演员仍旧使用葛优主演"但新启用
了港台演员舒淇)方中信)徐若瑄"外加内地
人气明星范伟)胡可#

今年贺岁档最大的大片"将数陈凯歌沉
寂多年后执导的人物传记片%梅兰芳&"上映
时间定在

!#

月
(

日" 该片是陈凯歌在 %无
极&之后回归传统剧情片路线的力作"大有
当年%霸王别姬&的遗韵"主演黎明)章子怡)

孙红雷)陈红)王学圻)英达)安藤政信等都
是剧情片表演高手#

喜欢动作片的观众将在贺岁档 !过把

瘾$#

!!

月
#"

日上映由谢霆锋)张家辉等主
演的香港警匪动作片 %证人&"

!!

月
#.

日上
映刘烨)黄秋生主演的动作片%硬汉&"

!#

月
!$

日上映甄子丹主演的功夫剧情片%叶问&"

!#

月
,"

日上映陈弈迅) 郑秀文主演的警匪
片%大搜查&#

此外"众多喜爱轻喜剧风格影片的观众
还将欣赏到一系列佳片"它们是

!!

月
#)

日
上映的爱情喜剧片%爱情呼叫转移

#

(爱情左
右&和徐克执导的爱情喜剧片%女人不坏&#

星光国际打造华语乐坛梦幻团队)**

]^_`a bcdeL

本报讯 #记者戎海% 记者从海南星光国
际公司获悉"

!!

月
!.

日"刚刚凭借%北京欢
迎你&)%生死不离&获得!

33456745

音乐盛
典$ 嘉奖的小柯" 正式签约星光国际传媒集
团"并宣布成立自己的音乐学校# 至此"星光
国际已经把张亚东)小柯)李偲菘)李伟菘和
易家扬等华语歌坛的

(

位新锐制作人全部收
至麾下"成为歌坛举足轻重的力量#

刚刚参加了海南岛欢乐节演出的那英也
出现在签约仪式上#那英对于小柯的学校寄予
厚望"她大赞小柯做了一件好事(!希望他的学
校成立后"能够真的培养出很多可以名副其实
站在舞台上演唱的新人#而我也会到学校客串
上课"给同学们讲一些我自己的经验# $

小柯表示"成立音乐学校"主要还是为
了培养有音乐素质的新人# 担当过不少选秀
节目评委的他坦言"从

#""(

年!超女$红遍

中国后"大家似乎都把找新人的途径寄托在
选秀上"但由于选秀节目自身的娱乐性限制"

很多选秀艺人在!毕业$后也很难真正站在舞
台上"!在我看来"不合理的成长叫磨炼"合理
的成长叫训练"希望把这些新人需要去磨炼
的时间"变成有秩序的可以传授的训练# $

将参加!反败为胜"环节争夺

fghijk

lmnopZqr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戎海-省
歌舞团青年歌手伊娃日前接到中央电视台
%星光大道&栏目组的来函"邀请她明年初再
次赴京参加%星光大道&的比赛# 对于这一喜
讯"伊娃表示将会精心准备"力争取得更好的
成绩"为海南歌手争光#

原来"今年
!"

月份的时候"伊娃曾经参
加了%星光大道&的比赛"最终获得了周亚军
的成绩#伊娃告诉记者"参赛选手一般是在比
赛前一个星期抵达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 !星
光影视园$"但由于工作繁忙"她在比赛的前
两天才到北京"而且还患上了感冒"最后只得
去医院打针才能继续参赛#

此次比赛伊娃请来了保亭的民间艺人蓝
金戈助演#在

%

个环节的比拼中"伊娃分别演
唱了 %打起手鼓唱起歌&%黎家摇篮曲&%草原
夜色美&三首歌曲"并且现场演奏了海南黎族
有着

!"""

多年历史的原生态乐器!灼吧$"醇
美的女中音征服了

%

名评委" 而浓郁的海南
黎族风情则让现场的观众大开眼界" 其中评
委之一) 著名笑星奇志更是毫不掩饰对伊娃
的偏向" 公开表示伊娃完全具备获得冠军的
实力#%星光大道&曾经推出了阿宝)凤凰传奇
等知名歌手" 已经成为人们眼中的 !造星工
厂$" 许多唱片公司都把旗下艺人选送参赛"

竞争十分激烈#

伊娃说"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没能得到冠
军"但是自己在央视的舞台上宣传了海南)展
示了才艺"感觉还是挺欣慰的#而央视对她再
次发出邀请"也是她事先没有想到的# 她说"

这次她要参加的环节是!反败为胜$"就是评
委们挑选几个水平不错的亚军获得者" 和冠
军选手们再次同台竞技" 争取更高一级的荣
誉# 伊娃说"她现在正在认真准备曲目)训练
才艺"准备明年初再次一搏#

伊娃在'星光大道(比赛中

'桃花运(剧照

那英#左%和小柯

春晚!零点报时"

广告拍得 *+%)万
!!

月
!.

日"

3345#""+

黄金资源广告
招标会在北京举行# 央视春晚再创天价"

!零点报时$广告拍得
%$"!

万元#而电视剧
招商方面" 黄金时段电视剧场的总冠名也
以

,-"(

亿元的高价成交# 最终招标总额达
+#-()#$

亿元#

!.

日早上
.

点
!.

分" 招标会正式开
始# 在第一轮暗标竞投中"!

#""+

年我最喜
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活动$ 独家冠名以
$"++

万元高价卖出*!

#""+

年春节晚会零
点报时$的广告虽然只有短短几秒"但仍然
被!美的$以

%$"!

万元拿下#仅此两项广告
收入加起来已经超过了

!-!

亿元" 而且都
大超今年价位# 据悉"今年的!最喜爱的节
目 $冠名费是

()""

万元"春晚的!零点报
时$费用为

%#.!

万元#

1

王文
2

因 !白云$ 宋丹丹发毒誓不再上春
晚"缺了!白云$的!黑土$赵本山在

"+

春
晚上将与谁搭档' 记者

!!

月
!.

日从北
京一笑星处得到消息 (

"+

春晚总导演郎
昆很可能让央视女主持董卿与赵本山组
成新搭档#

猜想
)

$与董卿搭档

搭档理由$女主持演小品+看点十足

!让赵本山与董卿搭档演小品$"这个
消息已在多名笑星中传开了#春晚一位编
剧说"!董卿青春时尚)多才多艺# 如果与
赵本山搭档表演"将有另外的喜剧效果# $

据
"+

春晚语言类节目统筹张振彬说(!董
卿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专业科班出身# $

近年在春晚小品中"主持人频频化身小品
演员+++董卿的%找钉子&"周涛的%让一
让生活真美好&)李咏的%婚礼&)王小丫的
%智力闯关&)朱军的%跟着媳妇当保姆&"

崔永元的%小崔说事儿&,,各路名嘴在
小品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嘴上功夫#

猜想
!

$与范师傅搭档

搭档理由$!铁三角"成员配合默契

从%三鞭子&到%卖拐&%卖车&%功夫&"

赵本山成就了名不见经传的范伟# 范伟也
曾多次帮助赵本山荣获!小品王$# 说范伟
是赵本山的最佳男搭档一点不过# 范伟和
赵本山搭档上

"+

年春晚"无论!卖什么$

都相当抢眼#

猜想
,

$与!小沈阳"等搭档

搭档理由$肥水不流外人田

各种迹象表明"赵本山多次声言退出
春晚"就是想培养徒弟# 因此"最有可能跟
本山上

"+

春晚的还是!赵家军$# 通过%刘
老根&和%乡村爱情&的磨炼"本山的弟子
驾驭小品的能力已日臻成熟# 男搭档可能
从!小沈阳$)!胡总$)!长贵$)!刘能$中产
生"女搭档可能是!永强妈$和!谢大脚$#

猜想
*

$与郭德纲搭档

搭档理由$相声不景气+小品拉一把

小品打败相声"已成为铁的事实#

#""$

年"赵本山拉上了牛群"演绎了一幕
!下蛋公鸡$的故事#

"+

春晚"牛哥)郭德
纲很可能进入赵本山的视线# 从没进过
央视春晚的相声红人郭德纲"曾主动向央
视抛出了!橄榄枝$# 如果他们搭档"非常
有新鲜感#

1

杜恩湖
2

-.-/01

234567

与董卿合作最被看好

赵本山$愁死我了+和谁搭档好呢, 郭德纲$要不咱俩合作一把,设计台词-

董卿最有希望与赵本山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