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引起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担忧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日宽幅震荡，由明显走高转为显著下跌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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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通告
110千伏空港变电站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

丰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4557.86平方米（约合

6.84亩）。项目涉及演丰镇美兰村委会美兰上村民小

组。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

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政府所办

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65369101。

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2年12月7日

公告
为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效能，三亚市老干部活

动中心招待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901342200E）

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已同意立项关闭。为依法全面清理劳动

关系，请单位长期离岗、因私出国（境）定居等无法联系的

职工及时回单位报到。联系地址：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200号

三亚市老干部活动中心。邮编：572000。联系人：林女士。联系

电话：88261659，18289538288。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如上述人员既未回单位报到，也未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

与单位联系，将依法按自动离职处理。特此公告。

三亚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招待所

2022年12月7日

公告
我公司现有一批树木需要间伐，分布在我司四个作业

区。共有72个小班，合计面积11067亩。其中：木麻黄

7510.05吨；桉树328.05吨；相思类1475.55吨。有意者请

于登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联系我司，联系人：刘先生，联

系电话：13976628099。

海南省岛东森林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 7日

观 天下

主要产油国4日举行会议并发表声
明称，10月初的减产计划“纯粹出于市场
考虑”，“后来被市场参与者认为是稳定
全球油市的必要和正确之举”。声明同
时强调，产油国随时准备举行会议，采取
额外措施“在必要时支持原油市场的平
衡和稳定”。

由于市场担忧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拖
累需求，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从
今年6月的每桶超过120美元跌至目前
的每桶80美元左右。伦敦布伦特原油
期货价格也呈现相似走势。

今年9月，主要产油国时隔一年多
后首次宣布下调月度产量，将今年10月
的月度产量日均下调10万桶；10月初宣
布自11月起，在8月产量的基础上将月
度产量日均下调200万桶。

从国际油价走势来看，产油国大幅
减产效果并不明显。国际油价11月以

来继续震荡下行。欧佩克在其11月月
度石油市场报告中解释说，普遍的高通
胀、主要央行收紧货币政策、许多经济体
债务水平高企、劳动力市场收紧以及供
应链持续受限，增加了世界经济不确定
性，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经济活动疲
软挫伤了市场需求。

英国油价网分析师朱莉安娜·盖格
指出，由于部分产油国实际产量原本就
低于其产量配额，预计实际减产幅度约
为名义减产规模的一半，对油价的提振
自然有限。

当前，主要产油国对市场需求非常
敏感。科威特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谢赫
纳瓦夫·萨巴赫认为，明年原油需求要么
不变，要么降低。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市场面临
巨大地缘政治风险，且利空、利多因素交
织，主要产油国希望“低调”，仍在观望、

评估市场需求变化。
产油国本次会议正值欧盟和七国集

团决定对俄油出口设置上限之际。俄方
此前警告，将不会向对俄油实施限价的
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这引发市场
对俄可能激烈减产导致市场断供的担
忧，助推油价看涨情绪。

美国“政治报”媒体公司报道指
出，俄罗斯可能为其原本通过海运输
往欧盟的原油找到新买家，但没人低
估俄方可能猛烈回击的风险，即减少
生产和出口以推高全球油价并损害对
手经济。

另外，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美
国今年已经释放战略石油储备2亿桶以
上，使其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近40年
最低。美国大规模释放储备或将收尾，
同样对油价构成支撑。

但是，美欧限价的效果和影响还有

待观察，特别是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高
于此前部分预期，实则缓解了部分投资
者的担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
所副研究员唐恬波指出，60美元上限很
接近俄当前出口原油价格，对国际油价
的后续影响还要看相关措施的落地和执
行情况。

美国外汇交易商安达公司市场分析
师克雷格·埃尔拉姆预计，近期原油价格
大幅波动的风险增加。

英国能源视线咨询公司研究总监阿
姆里塔·森认为，当前国际原油市场存在
巨大未知数，因此主要产油国保持政策
稳定而不是增加市场波动是谨慎的体
现。如有需要，预计主要产油国会采取
行动来增加或减少供应。

（新华社巴格达12月 5日电 记者
凡帅帅 董亚雷）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日前以视频方式举行第34次部长级会议，决定维持10
月初确定的减产目标。

观察人士指出，主要产油国决定继续减产，说明其“保价”意图强烈。当前正值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海
运石油出口设置价格上限，主要产油国持观望态度，将继续评估西方对俄油限价及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

决定维持10月初确定的减产目标

主要产油国在“保价”中

据新华社巴黎 12 月 6 日电
（记者刘芳）国际能源署6日发布的
《2022年可再生能源报告》指出，受
能源危机推动，各国可再生能源安
装明显提速，未来五年全球装机增
量有望接近此前五年增量的两倍。

报告预计，2022年至2027年
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将增加2400吉瓦，占全球电力增量
的90%以上。到2025年初，可再
生能源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第一大
电力来源。

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
比罗尔表示，未来五年世界新增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相当于此前
20年增加的总和，这清楚地表明，
当前的能源危机可以成为一个历史
转折点，让全球能源系统更清洁、更
安全。

报告预计，未来五年，欧洲地区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有望达到
上一个五年期增量的两倍，中国增
量将占全球增量近一半，美国、印度
的可再生能源增长也很显著。

国际能源署：

可再生能源全球装机增量未来五年有望翻番
中国增量将占全球增量近一半

到2025年初，可再生能源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力来源。
图为12月5日，吊车在波兰格但斯克的一个码头卸煤。 新华社/路透

12月5日，救援人员在哥伦比亚里萨拉尔达省运送遇难者遗体。
哥伦比亚内政部长阿方索·普拉达5日对当地媒体说，4日上午哥伦比

亚中西部里萨拉尔达省突发泥石流，已经造成至少34人死亡。据报道，事
故发生在距离首都波哥大约230公里的乡村高速公路上。路过的多辆汽
车被强降雨造成的泥石流掩埋，其中包括一辆载有二三十人的公共汽车。

新华社/路透

哥伦比亚突发泥石流造成至少34人死亡

对美货币政策担忧致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据路透社以一名知情人士为消
息源报道，工作组寻求赶在明年年初
《通胀削减法》所含部分措施生效前
达成协议。

一名与会欧盟官员告诉媒体记
者，美方显然试图以一种“非对抗方
式”陈述欧方关切。只是，这原本就
被当作一场“争端”，而欧方“仍在等
待更具实质的回应”。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访美时直
言批评《通胀削减法》“损欧利美”，拜
登当时表示可对该法作“微调”，以照
顾欧洲企业利益。法国官员希望白
宫出台行政令实现“微调”，那样无需

国会修改法律。
只是，按照那名欧盟官员的说

法，按照目前判断，所谓“微调”会“极
其困难”。

欧盟委员会分管内部市场的委
员蒂埃里·布雷东没有参加5日的会
议。他的办公室解释说，在布雷东看
来，针对众多欧洲国家产业部长和企
业关切的议题，这类对话没有提供足
够讨论空间。

布雷东上月警告，如果美国不撤
销绿色补贴政策，欧盟将诉诸世界贸
易组织，并考虑采取报复性措施。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难指望“微调”

美方《通胀削减法》所含“绿色补贴”等政策引发的贸易争端悬而未决

美欧贸易对话 补贴争端难解
美国和欧洲联盟高级官员5日举行对话，历时6小时，美方《通胀削减法》所含“绿色补

贴”等政策引发的贸易争端依然悬而未决。

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当天在华盛
顿附近举行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美国国务卿
安东尼·布林肯、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贸易代
表戴琦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韦
斯塔格、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共同主持，谈
及乌克兰局势、芯片供应链等议题。舆论关注
双方就美国《通胀削减法》绿色补贴条款的讨论。

这项法案8月经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后正
式立法，关键内容是向美国绿色产业提供总额
约3700亿美元补贴，以加快美国向绿色能源
转型，措施包括向在北美生产电动汽车和电池
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税收优惠。欧盟方面认
为，相关补贴包含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意图把
欧洲企业和资金吸引到美国，以损害欧洲工业

为代价使美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5日早些时候，在欧盟委员会分管经济事务的

东布罗夫斯基斯直言《通胀削减法》构成歧视，敦
促美方在年底前加以修改。他在会前告诉德国
之声电台，美方做法可能破坏美欧双方数年来修
复贸易关系的进展，结果变成“进一步，退两步”。

不过，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双方语气
缓和。东布罗夫斯基斯说：“今天，我们离开会
场时，比进入会场时稍微多了一点乐观。”布林
肯称，双方底线是“共同前进，不以彼此损失为
代价，而以彼此受益为目的”。

会后联合声明说，为解决绿色补贴争端而设
立的美欧工作组工作“取得初步进展”，“我们认识
到欧盟方面的关切，承诺以建设性态度应对”。

“进一步，退两步”

俄副总理：

俄罗斯可能小幅
减少石油产量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6
日说，考虑到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俄罗
斯可能小幅减少石油产量。他同时表
示，对俄石油限价将导致全球对这一行
业投资下滑、能源短缺，进而推高油价。

诺瓦克当天告诉媒体记者：“鉴于
形势不确定，我们不排除在必要情况下
减少石油产量。今天市场波动相当
大。我认为不会大量减产，但不排除这
种可能。”

欧洲联盟成员国2日就对俄海运石
油出口设置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达
成协议，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宣布将与
欧盟实施同样限价政策。

诺瓦克表示，俄不接受人为、非市场
方式对俄石油实施限价，这只会导致未
来全球对这一行业投资下滑、能源短缺，
反过来又推高油价。

俄罗斯是世界主要产油国之一。乌
克兰危机今年2月升级后，欧盟同美国
一道对俄罗斯施加严厉制裁，试图打击
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但同时导致欧洲
能源供应紧张、价格飞涨。俄方已经警
告，将不会向对俄石油实施限价的国家
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12月5日是世界土壤日。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说，全球约三分
之一土壤退化，导致土壤肥力流失、
谷物和果蔬营养质量下降。

粮农组织网站写道，人类95%
的食物直接或间接产自土壤，“土
壤肥力流失意味着土地生产力下
降，许多谷物、蔬菜和水果所含维
生素和（其他）营养成分不及70年
前丰富”。

粮农组织当天首次发布评估全
球黑土地状况的报告，指出肥沃的

黑土地对于全球粮食供应至关重
要。为防止进一步退化，一是要保
留黑土地上的自然植被，如草地、森
林、湿地，二是对用于耕种的黑土地
建立可持续的土壤管理机制。

粮农组织认为，当前供应链中
断导致的粮食和化肥危机加剧了土
壤退化问题，尤其是在非洲、拉丁美
洲和亚洲经济较落后国家，小农户
购买有机肥和无机肥本就不易，如
今面临化肥价格上涨300%的局面。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粮农组织：

全球三分之一土壤退化 影响谷物果蔬养分

美国“猎户座”飞船5日再次近
距离飞越月球，之后开启返程飞行，
预计于11日返回地球。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发布
消息说，“猎户座”飞船在美国东部
时间5日11时43分（北京时间6日
0时43分）调整飞行轨道，开始返
回地球。飞船当天飞越月球时距月
表127公里，为这次绕月飞行距月
球最近距离。

美联社援引地面控制中心解说
员桑德拉·琼斯的话说：“‘猎户座’
现在一心回家。”飞船将借助月球的

“引力弹弓”效应完成返回地球的
38万公里飞行，预计将于11日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附近海域
溅落。

“猎户座”飞船11月16日搭乘
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
统”发射升空，搭载三个模拟宇航员
的人体模型，执行“阿耳忒弥斯1
号”绕月飞行测试任务。这次任务
成功后，美国航天局才会展开“阿耳
忒弥斯2号”载人绕月飞行测试，随
后展开宇航员登月任务。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猎户座”飞船启程回地球

纽约商品交易所2023年1月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 美元

收于每桶76.93 美元

跌幅为3.81%

美联储持续加息可能会抑制石油需求。同时，在欧盟对俄罗斯海运出口原油
实施禁运后，亚洲新订单将替代欧洲到期订单，俄石油出口预计不会减少。专家认为

2023年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9 美元

收于每桶82.68 美元

跌幅为3.38%

截至当天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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