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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

克）决定维持石油产量不变，第二天，国

际油价出现大幅下跌。有观察人士认

为，这轮油价下跌不仅是因为供求失衡，

还暗藏国际政治因素，不排除美国、沙特

等国家联手对俄罗斯、伊朗发动价格战，

以打压其经济。不管幕后原因如何，油

价下跌确是正在上演的现实。那么，在

这轮油价下跌中，谁能获利，而谁又最受

伤呢？

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创下近

5年多来的最低点，收于每桶 66.15美元，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跌至每桶

70.15美元。数据显示，自今年 6月以来，

国际油价开始从每桶100多美元的高位持

续下跌，主要归因于世界主要经济体需求

疲软、美国页岩油增产部分导致供应过剩

等。

美国花旗银行分析师日前在一份报告

中指出，当前，全球每天石油供应量超出需

求量约70万桶。“石油价格信息服务”首席

石油分析师汤姆·克洛泽预测，国际油价还

要下跌每桶5到10美元才能企稳。

专家认为，总的来说，油价下跌使得

进口石油的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消费者

获利，但对于俄罗斯、委内瑞拉等石油出

口国来说却是坏消息。此外，如果油价长

期维持在低位，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国内的

页岩油生产。

北美
石油公司或终止开采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油价

下跌无疑让美国经济受益良多。目前，美

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降至 2010年以来的

最低水平，达到每加仑 2.79美元（约相当

于每升0.74美元），比今年6月下跌近1美

元。分析师克洛泽预测，美国汽油价格还

会继续下跌至每加仑2.5美元至2.7美元。

同样，在加拿大一些地区，汽油价格

已经跌破每升1美元的心理价位。

然而，对于美国和加拿大国内一些石

油生产公司来说，油价下跌并非利好消

息。这些石油公司从墨西哥湾深海、美国

陆地页岩层、加拿大油砂中开采石油，成

本很高。如果油价继续下跌，这些公司将

不得不中止一些开采活动。

分析人士认为，欧佩克日前决定维持

产量，部分原因也是为了维持传统的市场

份额，打压美国页岩油开采。近年来，美

国页岩油产量增加正不断挤压着欧佩克

的市场空间。

西欧
拖累经济整体表现

欧洲许多国家都是石油净进口国，油

价下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经济

发展，因为更低的能源价格不仅减少生产

成本，而且能够节约消费者开支。本月，

德国汽油价格已经从 9 月初的每升 1.53
欧元跌至每升1.42欧元。

但油价下跌也会加剧一个让欧洲头

疼的难题，那就是低通货膨胀率，这将使

得希腊等国难以减少债务。欧洲央行一

直希望将通货膨胀率由目前的 0.3%提到

2%左右。

此外，受低油价影响，英国、挪威等少

数欧洲石油生产国收入下跌，这将拖累欧

洲经济的整体表现。

俄罗斯
经济制裁后雪上加霜

俄罗斯国家收入的 50%来自石油出

口，油价下跌对其冲击显而易见。受西方

国家制裁和投资外流影响，俄罗斯经济已

显疲态，油价下跌更让其雪上加霜。

俄罗斯政府 24日估算，因西方制裁，

俄罗斯每年将损失大约 400亿美元，因油

价“跳水”将损失大约 1000亿美元，国民

经济正承受严峻挑战。

对于俄罗斯消费者来说，虽然国际油

价下跌，但受卢布贬值影响，国内油价并

未下降，反而出现微涨。目前，莫斯科每

升汽油价格为 35.99卢布，高于两个月前

的每升35.53卢布。

委内瑞拉
政府收入受严重影响

作为欧佩克成员国，委内瑞拉主张通

过减产提高油价。近年来，委内瑞拉石油

产量持续下滑，再加上油价下跌，政府收

入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28日下令政府

减少预算，大幅降低政府高级官员的工

资，包括他本人的薪资。

中国
节省巨额外汇支出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国内油价与国际市场接轨。受国际油价

下跌影响，今年下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

价格一直处于下行通道。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从今年 6月份

开始，中国进口原油的平均单价连续下

跌，而进口量则不断增加。若按照 2013
年中国原油进口量来简单计算，25%的跌

幅将使得中国 2014年进口油价节省超过

200亿美元成本。

专家认为，低油价有助于中国节省巨

额外汇支出，并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盈利水平。此外，油价下跌也为中国

加快建设石油战略储备创造了机会。

（新华社）

近期，油价大跌风暴来袭，关于国际

石油市场定价权之战的国际舆论不断升

温。究竟谁会在最新这轮石油定价权争

夺战中占据有利位置，从而为自身发展

赢得更大生存空间呢？

市场如战场，谁能主导价格谁就能

赢得战略主动，从而赢得国际博弈优

势。这一点在极具战略意义的国际石油

市场上体现得最充分不过了。根本而

言，决定价格的是市场之两面——“供”

与“需”。此外，鉴于石油具有战略价值，

影响油价的既有单纯的市场因素，还有

地缘政治等非市场因素。

从历史上看，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供

需天平上，供应方始终占据主动。当前

国际油市中的供应“大玩家”有几个，其

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

佩克）。这个成立迄今54年的石油生产

者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价格托拉斯

角色。

尽管目前有12个成员国的欧佩克产

量只占全球原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但

该联盟因为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成

为国际油市中的“高音喇叭”，对价格的

影响力相当可观。本周四欧佩克决定不

减产的决定引发周五国际油价大跌，就

是欧佩克对油价影响力的明证。

国际油市中还有不少单打独斗的供

应方，如：俄罗斯、加拿大、挪威、英国，印

度尼西亚，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当然还有

供应能力不断增强的美国。此外，跨国

公司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视，历史上，特别

是欧佩克成立前，跨国石油巨头对油价

的直接操纵力是惊人的。

鉴于美国近年来爆发页岩油革命，

一些人坚信，美国突然增加的供应将彻

底改变石油市场的供需平衡，美国有可

能重新夺回被欧佩克长期主导的油市定

价主导权。

再从需求角度看，世界经济的景气

与否直接影响着石油消费。当前，世界

经济复苏之路崎岖不平，整体下行风险

较大。经合组织最新报告显示，欧元区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大包袱”，日本经

济在通缩泥潭里难以自拔，中国虽然仍

能维持较高增速，但增速放缓已是各方

共识。

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未来对能源

的依赖度将逐步降低。国际能源署发布

全球能源展望报告预计，未来全球能源

需求增速将明显放缓，从过去20年里每

年2%，下降到2025年之后每年1%。

除了供需之外，很多非市场因素也能

影响油价走势。历史上看，每当油价大幅

震荡之时，往往是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之

际。上世纪的两伊战争、90年代的伊拉克

战争等都对油价产生过巨大冲击。

眼下，最受关注的地缘政治热点是

因乌克兰危机引起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对

抗。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制裁与反制裁

博弈愈演愈烈，使“新冷战”一词成为国

际舆论的讨论热点。

如今的国际石油市场，各种可能影

响价格额的因素泥沙俱下，关于油价的

阴谋论甚嚣尘上，并集中反映在两大猜

想上：一是美国利用油价打击俄罗斯，二

是沙特利用低油价打击美国页岩油。有

观察者认为，关于油价的博弈已经越来

越呈现“多极化”特征，无论美国，还是沙

特，都没有能力在国际油市当中仅凭一

己之力翻云覆雨。

欧佩克不减产决定一经发布，俄罗

斯总统普京就出面喊话，称这一决定对

俄罗斯有利，并宣称到2015年上半年，国

际油价会恢复稳定。这表面上看似不合

理的表态，其潜台词却颇值得玩味。

如今，国际油市定价权争夺进入了

战国时代，石油供需天平上的各路玩家

正在震荡中重新洗牌，谁是最大赢家目

前尚难断定。短期看，产油国利润受损

毫无疑问，而消费国趁低油价抓紧储备

则是大好时机。 （新华社）

“从本科到研一，我一直认为自己应

该考公务员，今年7月份就买了公务员考

试的相关书籍进行复习准备。但 9月份

开始找工作，真正面对未来职业选择时，

我动摇了。”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研究生二年级的陈君告诉记者，他刚签约

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

11月 30日，备受关注的 2015年国家

公务员考试笔试正式开考。本次国考的

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均创近年新低。

一度万人共挤独木桥的“公务员热”似乎

出现降温迹象。

据国家公务员局统计，实际参加今年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

笔试的近 90万人，而去年是 99万人。今

年报考人员中，有3个职位报考比例超过

2000：1，比去年减少了 7个；报考比例最

高为2674：1，比去年有较大幅度下降。

记者在北京市的考点之一——北京

服装学院的两个考场看到，均有考生座位

空缺。

专家认为，这是公务员考试回归理性

的表现，也是社会形势和心理变化的反

映。事实上，从 1987年中国建立国家公

务员制度到 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

例》颁布、2005年国家公务员法颁布，公

务员考试报考呈现平淡、热门、回归的曲

线。

陈君告诉记者，9月份开始已经有很

多企业在招聘，他在投了很多简历并经历

笔试、面试后发现，原来公务员并非唯一

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互联网领域。

“公务员工作相对偏安稳，而我的性

格可能不太安分，更喜欢接触新鲜事物，

喜欢挑战，互联网企业则更新换代很快，

这个行业需要活跃的思维，相对更适合

我。同时，当前公务员待遇确实不高，薪

资上涨的幅度也较有限。”他说。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

成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报考人数降

低，与中央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反腐力

度及作风建设不断加强有关。公务员的

岗位要求和收入越来越透明，一些隐性福

利消失，人们对公职人员有了更清醒的认

识。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国考热“降温”无

需过分解读，因为一方面是今年对报名纪

律约束进一步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出

了随意报考和试考的一些“水分”；另一方

面，则是由于报名门槛提高，导致很多人

想报而报不上。

例如，2015年度国考最热门职位——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国家机关政府

采购中心采购三处副主任科员及以下”，

虽然仅要求本科以上、政治面貌不限、基

层工作年限无限制，但专业限制严格，从

而一定程度上将很多欲报名者“拒之门

外”，从而成为 5年来国考最低竞争比的

最热职位。

网友“休止符”就表示，“其实我也很

想报考（公务员），但是门槛太高，没有适

合的职位。”

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从

今年报考情况看，考生报名更趋理性。近

几年社会媒体对公务员职业的分析、报道

增多，考生对公务员职业有了更进一步了

解，跟风报名情况减少。同时，今年招录

机关按要求对招考职位的描述更加具体，

资格条件设置更加详细，减少了考生的盲

目报考。

其实，“公务员热”只要不“发烧”，从

某种意义上来讲，保持一定温度是正常现

象，也是公务员队伍质量的保证。

目前在中国 700多万公务员中，通过

考试录用的已达40%。国家公务员考试，

经过 20年的实践与发展，成为选拔人才

的有效手段。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表

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市场和社会组

织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对包括年轻人、

普通人创业等方面的程序大大简化。如

果把公共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视为就业

的三大块，其他两块则提供了更多就业空

间。

李成言也强调，国家应提倡多元化的

职业选择，每个人职业选择应该基于兴

趣、专业、性格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

（新华社）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

试公共科目笔试 30日在全国 21个省（区

市）46个城市的900多个考点同时举行，近

90万人实际参加考试，报名和参加考试的

人数均比去年下降了10万人左右。

据了解，今年考试共 141万人通过招

录机关资格审查，105万人网上缴费确认

参加笔试，近 90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

率约为 85.5%。去年共有 152万人通过招

录机关资格审查，其中，111.9万人报名确

认参加公共科目笔试，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为99万，参考率约为88.5%。

记者在北京市的考点之一——北京服

装学院的两个考场看到，均有考生座位空

缺。

据国家公务员局介绍，今年共有 120
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计划招录2.2万余人，招

录人数较往年有所增加，参加考试人数与

录用计划数比例为40：1。

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从报

考情况看，政策导向明确，吸引了大批具有

基层和生产一线工作经历的人员报考，引

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工作的政策

也得到了较好落实。广大考生诚实参考，

文明参考，考试秩序良好。

据介绍，2015年 1月上中旬将公布公

共科目笔试成绩、分数线和第一批进入面

试的人选名单。

（新华社）

11月30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在全国同时举行。据统计，本次招录共有120多个中
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2万余人。图为考生在南京林业大学考点等候进场。 □新华社/发

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均创近年新低

“国考”降温折射职业选择更多元

近90万人参考 比去年少10万人

油价持续下跌 几家欢乐几家愁 谁能打赢国际石油定价权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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