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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产油量减半

国际油价开盘飙升

美国秀出

“祖传”原油储备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

统特朗普15日在推特上
表示，为应对沙特石油设
施遭袭事件可能对油价
造成的影响，他已经授
权“在必要时”从战略石
油储备中释放石油，以
保证市场供应充足。

特朗普说，具体释
放的石油量“尚未确
定”。他还表示，已经
通知所有相关机构加
速批准得克萨斯州和
其他各州目前正处于
审批程序的输油管
道。

沙特阿拉伯内政
部 14 日发表声明
说，数架无人机当天
凌晨袭击了沙特国
家石油公司（阿美石
油公司）的两处石
油设施并引发火
灾。沙特能源大臣
阿卜杜勒-阿齐
兹·本·萨勒曼15
日称，两处设施遭
袭致使沙特原油
供 应 每 日 减 少
570万桶，约占沙
特石油日产量的
50%。

15日，美国
西得克萨斯原
油期货价格涨
幅一度达到约
12%，超过每
桶61美元。伦
敦布伦特原油
期货价格涨幅
一度达18%，
超过每桶 70
美元，之后有
所回落。

伊朗：鲁哈尼不会在联大期间与特朗普会面
据新华社电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总统鲁哈尼不会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穆萨维说，根据目前鲁哈尼的行程，没有安排与特朗普会面的计划，
“我不认为这件事会在纽约发生”。穆萨维强调，鲁哈尼此前已明确表示，“会面不是为了拍照，而是为
了达成实实在在的成果”。

互相指责
美国：胡塞武装？

没可能！
此次袭击正值国际油价面临重

要的方向性选择，无疑是一枚重磅炸
弹。业内人士认为，袭击将令国际市
场石油价格每桶暴涨5至 10美元。
因此，油市本周开盘的走势备受关注。

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和沙
特官方并不认为也门胡塞武装有能力
制造这样一场袭击。他们认为，被袭
目标距离最近的也门边界770公里，远
远超过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Qasef-1
的最大航程，所以可能是伊朗或伊朗支
持的伊拉克武装力量发动了这次袭击。

不过，英国媒体援引联合国调查人
员的话报道称，胡塞武装可能是使用了
新一代的无人机UAV-X。报道称，胡
塞武装去年就开始使用这个能够以241
公里的时速最远飞行1448公里、杀伤力
更强的新型无人机。但外界并不认为胡
塞武装有能力研发最大航程超过800公
里的无人机，于是只有可能是向来与沙特
不睦的伊朗提供了帮助。 新民

伊朗：我们干的？
他胡说！

据新华社电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15
日在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否认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关于伊朗参与袭击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
的说法，并称美国正在谋求与伊朗进行“极
限、直接”的对抗。

扎里夫当天发文说：“在极限施压失败
后，美国国务卿正在转向极限、直接（与伊朗对
抗）。”扎里夫说，美国及其“代理人”在也门遭
到打击，他们总幻想武器装备的优势最终能带
来军事胜利。扎里夫表示，指责伊朗并不能终
结这场“灾难”。蓬佩奥14日通发文，指控伊朗
策动了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

互放狠话
特朗普
威胁动武

因重要石油设施遭袭，“油
霸”沙特不得不关停一半石油
生产，国际油价反应剧烈。尽
管也门胡赛武装已出面认领这
场造成严重后果的空袭，但美国
国务卿第一时间将矛头指向了
伊朗。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现“热
心”，不但趁机亮出压箱底的“祖传
原油储备”来应急，“顺便”抢占市
场份额；还发推为沙特出头，宣称
知道谁是幕后黑手，威胁“备战”动
武。

据美媒15日报道，特朗普当天
写道，“沙特的石油供应受到了攻
击。有理由相信，我们知道罪魁祸首
是谁，并已依据查证结果做好备战工
作，但是我们正在等待沙特方面认定
谁是这次袭击的元凶，以及我们将依
据何种条款来进行下一步动作。”宗和

伊朗：有能力打击
2000公里内美军基地

据新华社电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
尼姆通讯社15日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空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当天表示，距伊
朗2000公里以内的所有美军基地和舰艇
都在伊朗导弹的打击范围内。

哈吉扎德表示，今年6月伊朗击落美军
无人机后，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就进入高度戒
备状态，为打击波斯湾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
以及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做好了准备。“（当
时）若美国反击，我们能够打击这些目标。”

哈吉扎德表示，伊朗一直在为一场“全
面战争”做准备。

女排世界杯
中国队3:0俄罗斯队

豪取三连胜！
昨日下午，中国女排与俄罗

斯女排相遇，双方的前两场比赛均
获得了胜利。此次的对决必将是
一场强强对话。最终中国女排以
3:0的比分完胜俄罗斯，拿到了三
连胜。 宗和

男篮世界杯

周琦力量差？
卧推仅够姚明零头！

还不及艾弗森一半？
世界杯中国男篮惨败，原因

举不胜举，但是球员的能力也
是重要差距之一，近日就有业
内人士爆料，许多中国球员力
量不足是重要原因。

号称“大魔王”的周琦，身
高接近 2米 2，体重却不足
100公斤，该业内人士指出，
他的“卧推数据仅为60KG，
还需要辅助。”若以这种力
量，确实不好打NBA。

要知道NBA很多明
星不但天赋惊人，而且平
日刻苦练习，像奥尼尔卧
推能达到 210KG，詹姆
斯卧推190KG，麦迪卧
推能达120KG，即使矮
小的艾弗森卧推也可以
做到130KG！这个甚
至超过了周琦一倍还
多？要知道艾弗森只
有1.83米，体重也就
75公斤。

虽然东方人和他
们有些身体上的差
距，但经过后天的练
习还是可以接近
的。比如姚明卧推
就可接近160KG，
易建联如此高龄
也 能 保 持 在
100KG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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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一等
奖中2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二等奖中55注，单
注奖金818390元。我省
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0
注；二等奖中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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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排
列 3直选”中4582注，单
注奖金 1040元；“排列 3
组选 3”中 0注；“排列五
直选”中 134注，单注奖
金10万元。

我省中奖情况：“排列
3直选”中5注，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3组选3”中
0注；“排列 5 直选”中 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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