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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减产 油价涨跌不一
由于全球需求减少 依然承受下行压力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

油国 12日敲定迄今最大规模原油减产协议，
但国际油价 13日涨跌不一。分析师认为，减

产协议有助国际原油市场稳定，但由于疫情
导致全球原油需求减少，国际油价依然承受

下行压力。

迄今最大减产
欧佩克与俄罗斯等 10个非欧佩克产油

国 12日经由“欧佩克+”视频会议敲定减产协

议，将从 5月 1日起大规模减产。减产规模创
历史纪录，是欧佩克 2008年减产协议规定额

度的 4倍多。
依据会议公报，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

国 5月和 6月日均减产 970万桶，7月至年底

日均减产 770万桶，2021年 1月至 2022年 4

月日均减产 580万桶。沙特和俄罗斯以日均

1100万桶为基准计算减产额度，其他各国以
2018年 10月原油产量为基准。

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多说，这次减产有

历史意义，减产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为
组建包括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全球产油国

联盟”奠定基础。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写道，减产协议

将挽救美国能源领域数以十万计工作岗位，
感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沙特国王萨勒曼推动

达成协议，“对各方都是挺棒的协议”。

增加原油储备
除规定的减产配额，沙特、阿联酋和科威

特还同意每天额外减产 200万桶。沙特能源

大臣阿卜杜勒说，沙特实际减产规模将达到
日均 1250万桶。

多名熟悉减产磋商的人士表示，除“欧佩
克+”外，巴西、加拿大、印尼、挪威和美国将日

均减产 400万至 500万桶，全球原油减产规

模可能超过日均 2000万桶。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将购买大量原油作为

战略储备，美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已确认将

增加储备。国际能源署定于 15日发布月报，
说明成员国增加原油储备情况。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预期，即便在最
乐观情况下，全球原油市场年底仍无法恢复

稳定。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定于 6月 10

日召开视频会议，商讨是否需要进一步采取

措施稳定原油市场。

减产协议有效期至 2022年 4 月 30 日，
各国打算 2021年 12月作出评估，可能延长

减产期限。

规模仍显不足
协议达成后，国际油价一度显著上涨，纽

约商品交易所 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 5.36%，6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
价格上涨 4.45%。不过，油价随后明显回落。

截至收盘，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35美元，收于每桶 22.41美元，跌幅 1.54%。

6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26美元，收于每桶 31.74美元，涨幅 0.83%。
分析人士认为，对能源产业和国际原油

市场来说，减产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由于疫
情造成石油产品需求日均减少 1500 万至

3000万桶，减产规模仍显不足。
雷斯塔能源公司分析部门负责人尼斯温

表示，减产协议对能源行业和全球经济至少

是“短暂的宽慰”，尽管减产规模小于市场所
需，但“避免了最坏的情况”。

花旗银行全球大宗商品负责人莫尔斯
说，史无前例的减产将在下半年产生显著影

响，预计年底油价将升至每桶 45美元。
不过，美国“重新投资”资本管理公司创

始人基尔达夫认为，随着全球原油库存增加，
今后几周油价可能再度下探至每桶 20美元。

澳大利亚阿克西公司分析师英尼斯指
出，原油存量接近触顶，要阻止油价下跌，减

产协议可能“晚了一步”。包雪琳 刘亚南

文在寅政府明日迎来“期中考”
疫情防控得当或成国会选举加分因素

    四年一度的韩国国会选举将于 15日举

行。此次选举正值疫情期间，不仅是对文在
寅政府的“期中考试”，也被视为 2022年总

统选举的风向标。分析人士认为，对疫情的
有力防控将成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加分

因素，如果该党继续维持国会第一大党地
位，将有利于文在寅任期后半段顺利推行施

政政策和改革措施。

改制影响不大
韩国国会选举实行小选区制和比例代

表制结合的方式，选民投票时一票投给所在

选区的议员候选人，一票投给支持的政党。
选举共产生 300名国会议员，全国 253个小

选区按简单多数制各产生 1名议员，其余 47

个议席由得票 3%以上或获得 5个以上小选

区议席的政党按得票比例分配。

不过，根据去年 12月通过的《公职选举
法》修订案，本次选举规则有所变化，47个比

例代表席位中只有 17 席按政党得票率分
配，其余 30席将采用“准联动制”。按照新计

算方法，获得小选区议席越多的政党将越难
得到“准联动制”议席。这一调整旨在改变传

统的两党政治格局，增加小党议员比例。
本次选举另一重大改革是选举人最低

年龄由 19周岁降低至 18周岁，旨在鼓励更
多年轻人参与投票。

为夺取 30个“准联动制”席位，最大在

野党未来统合党代表的保守派和共同民主
党代表的进步派年初先后成立了仅用于参

加比例代表选举的政党。舆论认为，此举使
改制流于形式，难以起到实际作用。

疫情成为焦点
共同民主党在国会有 120个议席，为第

一大党，未来统合党 92个议席，为第二大

党。双方都大打“疫情牌”，谋求竞选优势。

共同民主党院内代表李仁荣称，这是一

次“战胜疫情的选举”。他呼吁选民支持文在
寅政府，以维持施政稳定，改善民生。

未来统合党则指责执政党在疫情初期
应对不力，抛出“政权审判论”。党首黄教安

说，国会选举是让国民纠正文在寅施政错误
的机会，请求选民投下“审判的一票”。

分析人士指出，2月底大邱和庆尚北道

出现聚集性感染后，文在寅支持率一度跌至
低点，但此后得益于“早检测早隔离”，疫情

得到较快控制。面对疫情，韩国民众不安心

理扩散，对维持执政稳定的需求更加突出。
文在寅政府的防疫措施收获了民心，让进步

阵营处于有利位置。而保守阵营在竞选中屡
屡出言不慎，竞选策略出现偏差。时事评论

家朴相炳说，保守政党高喊反对文在寅，却
并未给出选民一定要选择自己的理由。

事先投票火爆
为防止投票日当天选民有事无法投票，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在全国设立 3508

个事先投票所，10日至 11日举行事先投票。
疫情期间，投票过程多了不少麻烦。投

票前，工作人员对选民一一测量体温，超过

37.5℃的人将被带到另外单设的投票站。选
民投票时要戴上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等候投

票时间隔 1米以上，严防交叉感染。
出人意料的是，此次事先投票率高达

26.7%，刷新历史纪录。有分析认为，这一方
面是由于不少选民担心选举日当天人流拥

挤加大感染风险，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选民对
选举的高涨热情。

还有分析指出，事先投票率高可能与更
多年轻人投票有关，而年轻人一般更支持进

步派立场，或许利好共同民主党。不过，共同
民主党候选人、前国务总理李洛渊 12日在

首尔钟路区举行竞选活动时表示，共同民主
党面对选举如履薄冰，谁也不能妄测结果。

钟路区被称为韩国“政治第一区”，卢武
铉和李明博等出任总统前均曾当选代表钟

路选区的议员。本次在该选区与李洛渊正面
交锋的正是黄教安，两人都是下届总统选举

呼声较高的“种子选手”，此次选举如能获
胜，将为竞选总统积累政治资本。陆睿

    本报特稿 美国

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
13日表示，支持前副

总统拜登竞选总统。
桑德斯当天在一

场直播节目中与拜登
连线时表示：“我们需

要你入主白宫，为此

我将竭尽所能。”“我
现在请求所有美国

人，包括每一位民主
党人、每一位独立人

士，以及许许多多共
和党人能够团结起

来，继续支持拜登竞
选美国总统，我们必

须确保能够打败在我看来是
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总统。”

拜登则表示，桑德斯的
支持对他而言极为重要。“我

需要你的支持，不仅

仅是帮我赢得竞选，
还有之后的治理。”

在直播快结束
时，两人彼此开玩笑

说要下盘国际象棋。
桑德斯和拜登还

宣布，将组建由各自
幕僚组成的联合工作

组，在经济、教育、气
候变化和刑事司法等

政策上协同合作。
桑德斯 8日宣布

停止竞选活动，仅仅
5天后便表态支持拜

登，与他在 2016年竞
选活动中的表现形成鲜明对

比，当时他与另一名民主党
总统竞选人希拉里一直对抗

到当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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