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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时评

综合新华社电 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
美国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四方机制首次会议 1
月 11日在伊斯兰堡举行闭门磋商。这是四国
就阿富汗和平与和解进程举行的首轮对话。

由于此前有关各方同意将对塔利班顽固
分子采取行动，阿方对本轮对话寄予很高期待，
希望能够促使塔利班停止发动“春季攻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2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中方积极评价由巴基斯坦、阿富
汗、中国、美国参与的阿富汗问题四方机制首
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愿为阿富汗和解进程发
挥建设性作用。

洪磊表示，在巴阿中美四方协调组首次会
议上，四方一致同意落实去年阿富汗问题伊斯
坦布尔进程第五次外长会期间各方达成的共
识，致力于推进“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
程，强调应尽快重启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直
接对话，以实现阿富汗及本地区的长治久安。

阿富汗问题四方机制会议阿方代表、阿
富汗外交部副部长希克马特·卡尔扎伊 12 日
表示，阿方赞赏中国在阿富汗和平与和解进
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中方能继续参与
并密切关注整个进程。

去年 7月，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主持阿富
汗政府与塔利班武装首次公开对话。双方表
示将为和平与和解进程创造环境。但由于塔
利班领导人更替，原定于去年 7月底举行的第
二轮和平对话被推迟。

新华社北京 1月 12 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 12 日表示，中方
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的决心坚定不移。

洪磊是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
上回答有关记者提问时做上述表
示的。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中
国军舰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 12 海

里，日方将派遣自卫队舰船要求中
方舰船迅速离开。

洪磊说，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
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
有领土。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
决心坚定不移。同时，中方也不希
望看到东海局势紧张升级，愿意通
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中国财政部 12 日发布消息，现任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的杨
少林将出任世界银行首任常务副
行长兼首席行政官。

美国华盛顿时间 1 月 11 日，世
界银行宣布了这一任命。常务副行
长兼首席行政官是世行集团新设的
一个职位，主管世界银行的机构战
略、预算、风险管理、廉政、员工职业
操守、信息化等业务。杨少林的任
命将于2016年2月29日起生效。

杨少林现任财政部国际财金
合作司司长，负责中国与多、双边
开发金融机构的合作，包括筹建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等新机构。

世界银行在其新闻公报中强
调，杨少林经过国际猎头公司的专
业筛选、世界银行遴选委员会的公
开面试等选拔程序后最终胜出，并
评价杨少林在亚投行创立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世界银行成立于 1945 年，是
全球最大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其
宗旨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
促进可持续发展，总部设在美国华
盛顿。根据 2010 年 4 月世界银行
通过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成为
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国。

叙利亚官方通讯社1月11日报
道，国际社会提供的人道主义物资
正被运往几个被困村庄，预计将缓
解这些地区民众面临的生存危机。

这几个村庄近日被曝不少村
民因食品短缺而活活饿死，一些视
频短片被传到社交网站后引发国
际社会震动。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计划，
联合国方面将向距叙首都大马士
革数十公里的边境小村迈达亚运
送足够 4 万人维持 1 个月的食品，
以及向伊德利卜省的富阿村和法
尔亚村运送足够 2 万人维持 1 个月
的食品。其中，迈达亚由叙反对派
武装控制，已经被政府军围困约半
年时间。

在大马士革，一公斤面粉的售
价大约 79 美分，在迈达亚却卖到
120 美元，一公斤大米更是卖到
150 美元；在大马士革，一公升牛
奶售价约 1.06 美元，但在迈达亚卖
到 300 美元。

当地居民也曾试图自行出城
购买食品，甚至逃离家乡求生，但
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间的冲突带
来的严重影响是村庄周边数不清
的地雷。

事实上，不仅仅是迈达亚村，
被反对派武装围困的一些村镇也
面临同样的人道主义危机。用一
名人权组织成员的话说，外界所看
到的惨状只是“冰山一角”。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新华社专电 随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创 12 年新
低，行业人士认为，美国至少三分之一油企将难逃破
产命运。

美国市场原油期货价格 11 日跌破每桶 31 美元，
创 12 年来新低。英国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
至 2014 年 4 月以来最低。

美国摩根士丹利银行和高盛集团 11 日说，油价
可能跌至每桶 20 美元。

总部位于美国的沃尔夫研究公司认为，到 2017
年年中，大约三分之一美国油气企业将面临破产和
重组。但如果油价反弹到每桶 50 美元上方，其中一
些可能幸存。

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资深油气分析师法德
尔·盖特则更为悲观。他 11 日说，油市找到平衡点
之前，大约一半美国页岩油气企业将破产。

据新华社纽约 1月 11日电 国际油
价 11 日大跌，纽约油价收盘价跌至 2003
年 12 月以来的最低，伦敦布伦特油价收
盘价跌至 2004 年 4 月以来的最低。市场
需要供需平衡，供过于求的结果就是价
格不断下探。

原油市场有句老话，叫“低价消灭低
价”，意思是低价将促进原油需求的增
加，令行业的投资减少从而降低供应，市
场供需出现再平衡，油价继而上涨。反
之，“高价消灭高价”也是同样的道理。

目前原油市场面临供过于求的严峻
局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原油
产量约占世界石油市场的三分之一。面
对油价的下跌，欧佩克在去年 12 月中的
部长级会议结束后没有采取减产措施，
欲与非欧佩克国家争夺市场份额，这让
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再平衡的道路更为坎
坷。目前欧佩克的实际日均产量约为
3150 万桶，处于多年高位。

本月初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断绝外交关
系。沙特和伊朗都是欧佩克成员国，中东
局势紧张只给油价带来了短暂的支撑。有
分析认为，伊朗与沙特关系紧张，双方都会
增加石油产量，以抢占市场份额，并令欧佩
克下次会议更难达成减产协议，使本已供
应过剩的市场面临更大压力。

有报道称，沙特的国有企业沙特阿
拉伯石油公司正在考虑上市。作为全球
最大的石油生产和出口企业，并且拥有
巨大的石油资源，市场担心该公司上市
融资后将继续扩大产量。

低油价也波及了美国页岩油产业。
目前油价已低于很多原油生产商的生产
成本，大多数原油生产商仍在顶着亏损
的压力继续生产。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
据显示，目前美国日均原油产量约为 922
万桶，处于多年高位。这说明美国原油
生产商对价格显示出很强的抗压能力，
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减产。

美国国会去年 12 月投票批准一项法
案，解除美国长达 40 年的原油出口禁令。
市场预期，由于全球原油供应充分，未来美
国原油出口量或有限，不过该禁令的解除
给原油厂商带来了更多的灵活性，也令纽
约油价和伦敦布伦特油之间的价差缩小。

一方面是市场供应基本维持，另一
方面是需求萎缩。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
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油价下跌后美
国的原油需求未见起色，加上今年北美
地区冬季气温偏暖对取暖油需求下降

等，这些因素都给油价带来下行压力。
除供求因素外，美元随着美联储启

动加息而持续走强也对油价形成打压。
一方面，美元上涨降低了以美元计价的
石油的投资吸引力。欧洲、亚洲的消费
者需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原油，从而导致
石油的需求进一步缩小。另一方面，一
些产油国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意味

着以美元计算的开采成本降低，从一定
程度上拉低了油价。

关于国际油价何处是底，目前还很
难判断。现在市场上还有大量资金在做
空油价。悲观的预期是一些机构认为油
价或跌到每桶 20 美元附近。由于供需情
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低油价或将持续一
段时间，等候市场出现供需平衡。

首轮阿富汗和平进程四方对话 11 日在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阿富汗、巴基
斯坦、中国、美国四国代表就重启和平进程
进行磋商。四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
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立即展开直接对话，尽
快启动和平与对话进程。

自 2014 年年末北约结束在阿战斗任务
后，阿富汗经历血腥一年，塔利班武装的反
攻和“伊斯兰国”的渗透越发激烈，恐怖袭击
此起彼伏。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阿富汗和平
之路，呼唤各方协力、推动和解。而在美国
等西方国家影响力减弱之际，中国等地区国

家的作用与担当，共促阿富汗和平与和解，
共同擘画阿富汗和平进程路线图。

实现和平，并非朝夕之功。回顾整个阿
富汗战争过程，从最初推翻塔利班政权，到漫
长的反恐拉锯战、政治和安全重建，阿富汗政
府、美国以及塔利班武装多番尝试和解，均以
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西方国家强行干涉
与阿富汗自身国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武力不能造就和平，不对等和无衔接的
谈判徒有其表。只有构建更为广泛的对话
框架，尽可能容纳利益相关方，把握尺度扫
除障碍，才能打开局面、疏通关窍。

在这方面，作为阿富汗一衣带水的邻国
和地区大国，中国一直坚持“阿人主导、阿人
所有”原则，赢得地区国家的广泛认同和信
任，而中国不断上升的区域影响力和同相关
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成为和平解决阿富汗问
题的利好因素。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意愿和责任协助维
护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阿富汗问题
上，中国强调发挥“建设性作用”，不是取代
阿富汗来主导和平进程，而是着力于各方之
间的利益沟通和衔接，与有关方面一同为重
启和谈搭建平台，提供便利。

不可否认，阿富汗当前局势复杂，头绪
繁琐，需要开放的心态、坚韧的决心和高超
的智慧予以解决。中国倡议以“尊重阿富汗
主权和各方意愿”为前提，并且“对任何有助
于实现阿富汗国内和平和解的倡议都持开
放态度”，可谓正当其需、恰如其分。

此次会议决定今后定期举行对话，并将
于 1 月 18 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召开第二
轮对话，讨论阿和平进程路线图。世界期待
各方协力共促阿富汗和平进程沿着正确方
向不断前行。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首轮阿富汗问题四方对话正式举行，阿方表示

中方为和平进程发挥重要作用

共同擘画阿富汗和平进程路线图

外交部回应钓鱼岛问题

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主权

中国官员出任
世行常务副行长

一公斤大米卖上百美元

叙被困村庄陷人道危机

新华社内比都 1 月 12 日电
缅甸联邦和平会议于当地时间 12
日上午召开，标志着首轮全国和平
政治对话启动。

缅甸总统吴登盛、副总统赛茂
康、联邦议会议长吴瑞曼、国防军
总司令敏昂莱、全国民主联盟主席
昂山素季和少数民族武装领导人
及政府部长、政党代表参加了在内
比都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和平政
治对话开幕式。

吴登盛在致开幕辞时说，缅甸
自独立以来受到国内武装冲突困
扰，为促使全国实现和平，本届政
府做了很多努力，为新政府继续推
进和平政治对话打下良好基础。

本轮对话预计持续 5 天，将于

16 日闭幕。
缅甸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从

2013 年 11 月起举行了 9 轮会谈，
吴登盛、敏昂莱和 8 支少数民族武
装领导人于 2015年 10月 15日在内
比都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根据协
议，成立由政府、少数民族武装和各
政治党派三方代表组成的联邦和平
对话联合委员会，负责起草和平政
治对话框架草案。吴登盛于 2015
年12月18日宣布，将于2016年1月
12日启动全国和平政治对话。

缅甸自 1948 年独立以来，境
内一直存在大小数十支少数民族
武装。在缅甸政府认可的 15 支少
数民族武装中，仍有 7 支尚未签署
全国停火协议。

缅甸启动首轮
全国和平政治对话

1 月 12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警方封锁通往蓝色清真寺的道
路。据土耳其多安通讯社 12日报道，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著名
旅游景区苏丹艾哈迈德广场当天发生剧烈爆炸，已造成 25人死伤。目
前已知死伤者中有外国游客。 新华/法新

土一著名景点发生爆炸
已致 25人死伤

市场供过于求 油价持续探底

原油市场何时再现供需平衡？
▶▶相关新闻

至少三分之一
美国油企或将破产

1月12日，阿富汗前塔利班武装人员准备向政府上缴武器。这次上缴武器是塔利班与政府和解计划的一部分。 新华/法新

纽约油价跌至纽约油价跌至20032003年年 1212月以来的最低月以来的最低，，
伦敦布伦特油价跌至伦敦布伦特油价跌至20042004年年44月以来的最低月以来的最低。。

俄卢布汇率
随油价持续下跌

1月 12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名男子站在
一个外汇兑换点外。俄罗斯莫斯科交易所美元对卢
布汇率 12日开盘上涨到1美元兑换77.04卢布，显示俄
货币卢布汇率继续随油价下跌。 新华社发

东方东方ICIC供图供图

伦敦油价

31.55
美元/桶

纽约油价

31.41
美元/桶

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