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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 10 月
7日结束。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
当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13 位
候选人中没有人在此轮得票过
半，因此得票数排前两位的右翼
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和左翼的劳工
党候选人阿达将进入本月 28 日的
第二轮投票。

截至发稿时，在 99.87％已统
计的选票中，来自里约热内卢州的
前联邦众议员博尔索纳罗获得
46.06％的选票，位列第一；阿达位
居其后，赢得 29.23％的选票。根
据巴西法律，如果总统选举第一轮
投票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得票最
多的两人将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
胜负。

分析人士指出，选前多次民
调都显示，博尔索纳罗和阿达支
持率稳居前两位，因此当日的投
票结果可以说在预料之中。

近年来巴西政坛腐败问题严
重，社会治安不佳，经济复苏乏
力，致使不少巴西民众对现状产
生厌倦。博尔索纳罗提出的一系
列主张，如强化警察执法、打击
犯罪和清除腐败，对不少民众有
强烈吸引力，因此在卢拉退出选
举后，博尔索纳罗的支持率一直
稳居首位。不过他的一些激烈言
论也招致了不少反对。

阿达于 9 月 11 日正式接替巴
西前总统卢拉成为劳工党总统候
选人。他通过塑造自身作为“卢
拉继承者”的形象，短时间内扭
转了此前知名度较低的劣势，成
功将民众对卢拉的厚爱转化为对
自己的支持，支持度稳步攀升，紧追博尔索纳罗。

然而，劳工党在此前十余年执政期间积累下大量
腐败丑闻，多位高层政治人物深陷贪腐调查，导致劳
工党在民众中的形象受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阿
达的支持率。

投票结果出炉后，博尔索纳罗通过社交网络对所
有巴西人表达了感谢。他表示，自己在除东北地区外
的其他地区均取得了优势，接下来将着重争取东北地
区的选票。

阿达则同支持者在圣保罗举行集会，强调将集合
各方力量，把握第二轮投票机会。他称自己已同三位
其他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进行了会面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巴西媒体将此次选举称为 30年来最难预测结果的
总统选举，目前看来这一说法并不为过，谁能在第二
轮投票中获胜仍然难以预料。

分析人士认为，面对第二轮投票，两位候选人需
要提出更为具体的施政理念，尤其是同国家整体发展
密切相关的计划。此前，博尔索纳罗在选战过程中并
未提出过具体方针，在经济领域也缺乏对策。

来自右翼和左翼的两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
也是巴西社会左右两派势力矛盾重重、彼此间不断对
抗的表现。无论谁能最终胜出，上任后都将面临严峻
挑战，需要带领巴西尽快走出经济衰退影响，调和社
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维护国家稳定。

（据新华社电）

油价又涨了！

近段时间，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截至
10月9日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
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67 美元，
收于每桶74.96美元，涨幅为0.9％。12月
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9
美元，收于每桶85美元，涨幅为1.3％。

此前一周，今年 12 月交货的伦敦布
伦特原油期货交割价格在10月3日一度攀
升至86美元以上，创2014年10月30日以
来新高。纽约商品交易所 11 月交货的轻
质原油期货价格也有上涨，收于每桶
76.41美元。

美国能源信息局在 9月份月度报告中
预测，今明两年布伦特原油期货均价分别
为每桶 73 美元和 74 美元，纽约轻质原油
期货均价分别为每桶67美元和68美元。

自 2016 年跌至每桶 26 美元的低谷之
后，国际油价一度在每桶 30美元左右波动
徘徊许久。此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联合减产
协议，从 2017年 1月起 6个月内，欧佩克和
非欧佩克产油国日均共减产约 180万桶原
油。之后，这项协议又延长9个月。经过一
年多努力，原油供大于求的状况得到缓解，
国际油价逐渐攀升至每桶70美元以上。

进入 2018 年以来，国际油价不止一
次突破每桶 80 美元的关口，持续走高的
态势逐渐引发市场对原油需求的担忧，也
令产油国之间龃龉不断。

9 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多次抨
击欧佩克成员国推高油价，敦促其提高石
油产量水平，降低原油价格。

然而，9 月底举行的第十次欧佩克和
非欧佩克产油国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

议，并未发表关于增产的正式声明。欧佩
克轮值主席、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强
调，欧佩克不是政治组织，不会因外界压
力而屈服。一些分析认为，这是对特朗普
要求“降低油价”言论的无视。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莫斯科一
场能源论坛活动中将矛头指向美国，称油
价上涨相当大程度上缘于美国现任政府

“不负责任的政策”，美方政策直接影响全
球经济。

谁是主推手？

国际油价不断走高，究竟谁是主要推
手？

“美元升值，油价不跌反涨，美国是
受益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
济师徐洪才向本报分析称，本轮油价上
涨，主要源自美国对伊朗制裁这一地缘政
治因素。

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与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也认为，当前不存在经济发展拉动石
油需求增大因素，也不存在供应短缺问
题。同时，美元没有贬值趋势，石油储备
和商业库存也没有出现明显异常情况。中
东地区地缘政治动荡，尤其是美伊关系和
叙利亚战争等危机愈演愈烈，这是导致近
段时间油价持续震荡走高的最关键、最核
心原因。

今年 5月，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伊核协
议，并对不同行业给予了 90—180天不等
的对伊制裁宽限期，石油相关制裁的过渡
期为 180天，即自 11月 4日起恢复对伊朗
原油出口的制裁，并寻求其他国家也减少
对伊朗原油的进口，直至削减为零，以此
迫使伊朗重新就核问题进行谈判。

有预测称，一旦制裁生效，作为仅次
于沙特和伊拉克的欧佩克第三大产油国，
伊朗原油日出口量将减少 100万桶。各主
要产油国的富余产能能否填补这一缺口？
形势似乎并不乐观。法国巴黎银行原油分
析师哈里·奇兰吉里安认为，伊朗可能将
因美国制裁失去相当大的原油出口量，而
欧佩克又不愿提高产量，国际原油市场短
期内缺乏填补供应缺口的能力。

“炒作成分多于市场成分。”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在美国宣布对伊制裁
的背景下，另有一些投机基金进入石油期
货市场，借机炒高石油价格，造成市场心
理恐慌，推动国际油价上涨。

此外，委内瑞拉石油产能下降，伊拉
克、利比亚等产油国安全局势不稳，美国
页岩油产能受到输油管运能限制，这些因
素也令分析普遍认为国际油价在今年年底
之前无法改变大幅走高的趋势。

勿掉以轻心！

近来，一些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商已忍
不住开始讨论国际油价“破百”的可能。

摩根大通在新近发布的市场展望报告
中称，未来几个月，美国对伊制裁，可能
引发油价涨至 90 美元一线。大宗商品贸
易商托克和摩科瑞能源贸易集团总裁加吉
则认为，受美国将在第四季度末制裁伊朗
的影响，市场供应收紧，原油价格涨至每
桶100美元成为可能。

10 年之前，国际油价曾经达到每桶
140 美元的峰值，如今是否将会又一次站

上每桶100美元的高位？
“ 目 前 来 看 ，‘ 破 百 ’ 的 可 能 性 不

大。”陈凤英分析称，国际油价的未来走
向主要取决于经济形势。明年或后年，世
界经济走势可能出现拐点，如果经济下
行，需求将受影响。

10 月 8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
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今明两
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至 3.7%，并指出世界
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已经上升。“如果
世界经济增速在 3.5%至 3.7%之间，那么油
价将会在70—80美元/桶之间。”陈凤英说。

当然，短期之内，地缘政治因素的影
响不可忽视。美国CNBC网站引述业内专
家观点称，美国对伊朗能源行业的制裁在
11 月生效时，可能会将油价推高至每桶
100美元以上。

董秀成认为，美国对伊制裁效果如
何、其他国家配合与否以及叙利亚战乱是
否升级等问题仍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在整
个 2018 年乃至 2019 年，国际油价将维持
高位震荡的局面。而从长期来看，国际油
价将处于60—80美元/桶的均衡时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许涛
也认为，国际油价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
高位。“经济规律与政治博弈等多方面因
素相互叠加，将使油价维持上升趋势。”

“如果国际油价涨到每桶 100 美元，
全球经济可能出现滞涨。”徐洪才指出，
虽然从美元升值压制油价、技术进步降低
生产成本、欧佩克可能扩大产能增加供给
等因素来看，接下来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空
间有限，不太可能“破百”，但各国仍需
高度重视油价高度上涨将给全球经济带来
的危害，加强政策协调，设法有效管控。

国际油价真会“破百”吗？
本报记者 严 瑜

进入10月以来，国际油价不断上涨，一度飙至近
4年来新高。国际舆论场中，有关油价能否“破百”的
讨论也随之出现，甚至应和者不在少数。一路高歌猛
进，本轮油价上涨究竟动力何在，又将冲至多高？本
报记者采访多名专家，请他们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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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举行哥伦布日游行纽约举行哥伦布日游行
10月8日，美国纽约举行哥伦布日游行，纪念意

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到达美洲大陆。
哥伦布日游行也是美国最大的展示意大利文化传统

的庆祝活动。图为当天，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
道，人们参加哥伦布日游行。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10月8日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 15 周年纪念日。当天，首届“你眼
中的中国——东盟青年赴华秋令营活动”
在北京启动。来自东盟十国高校的青年教
师和学生代表及东盟秘书处官员等 23 人
开始了为期6天的中国之旅，中国与东盟
国家的人文交流奏响新的青春乐章。

行程满满引期待

据悉，此次东盟青年赴华秋令营活动
将先后在北京、四川两地展开，行程满满，
亮点颇多。代表团将参加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交流活动，如参观外交部、举办知识竞
赛、聆听高校教授讲座、与中国青年学生交
流互动、与国宝大熊猫亲密接触等。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第一次参
加中国与东盟国家青年间的交流活动。”就
读于伦敦公共关系学院的印度尼西亚学生
艾米莉亚告诉本报记者，她期待通过这些
交流活动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

参与此次秋令营活动的代表团成员大
多具有公共关系和新闻传播专业背景。中
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胡正跃在开营仪式
上表示，代表团成员肩负着影响社会舆论
和引导民意的重大责任，他还勉励大家“用
眼、用心观察中国，感受中国，发现中国”。

来自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的大四学生
法得利·胡森就读于多媒体专业。他希望
借此机会了解中国新媒体的运作方式，交
到更多的中国朋友。

架起青年交流桥

“东盟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
‘五通’指数如何？”“大众传媒在推动全
球化进程中有哪些作用？”“中国对东盟政
策如何演变发展？”……8 日上午，代表
团成员来到此次秋令营活动的第一站——
北京大学，与北大师生代表围绕中国外
交、大众传媒、中国—东盟关系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

“我开始更多思考，如何通过非对抗
的和平方式，推动东盟十国与中国关系的
可持续发展。”文莱学生安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
出，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联系十分紧密，这是一种通过
彼此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关系。

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何宜贤则讲述了自己参与首
届中国—东盟青年峰会的经历。“我认识了更多来自中国

和来自泰国、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新朋
友，极大地拓展了视野。”

这正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青年交流的
一个缩影。据统计，目前中国与东盟国
家间有 20 万名留学生在彼此国家学习，
每年双方人员往来接近 5000 万人次。青
年交流已经成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
重要领域，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注
入强大的动力。

共绘合作新蓝图

2018年不仅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 15 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和东盟第二个 50年的起步之年。随着
中国与东盟各自进入发展新阶段，中国—
东盟关系正迈入提质升级的新时代。对
于中国—东盟关系的未来，东盟国家的青
年们充满信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沿
线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证明
了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安娜表示，“该
政策使得东盟国家和中国建立起紧密的
联系和友谊，期待双方在未来有更多合
作成果。

艾米莉亚也认为，“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能够促进东盟国家与中国
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相信‘中
国奇迹’和‘东盟奇迹’都会实现。”

“在来到中国之前，我从未想到中国
发展如此之快。”就读于北京大学燕京学
堂的新加坡留学生黄俊扬分享了他在中
国学习、生活的感受，由衷感慨，“不同
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非常重要。”泰国留
学生吴泰康也表示，期待东盟国家与中
国互学互鉴，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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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 天 下615人

摩洛哥军方近日发布公报说，摩洛
哥海军于10月6日和7日在地中海共救起
615名偷渡者。

公报说，摩海军两天内在地中海海域向31艘橡皮艇
上的人施以援手，这些橡皮艇上共载有 615 名偷渡者。
这些橡皮艇中有数艘十分破旧，在救援完成后沉入海
中。所有获救偷渡者身体无恙，已被送往附近的港口。

本月3日，摩洛哥军方发布公报说，摩洛哥海军当
天在北部海域救起37名偷渡者。

1948人

印度尼西亚抗灾署8日通报，印尼中
苏拉威西省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及地震

引发的海啸已经造成1948人死亡。
据印尼媒体报道，由于帕卢市的巴拉洛阿和佩托波

两个村庄发生“土壤液化”现象，约5000名村民被移动或
下沉的房屋所埋而失踪。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称，
这一数据来自当地政府的失踪人口报告，印尼抗灾署正
在核实。苏托波表示，整个地震和海啸搜救工作于本月
11日结束，但会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延长。（据新华社电）

图为参与此次秋令营活动启动仪式的东盟国家
青年代表。

图为参与此次秋令营活动启动仪式的东盟国家
青年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