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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探底震荡，
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尽管市场缩量低开低走，沪指也
再度失守3000点，但贵州茅台仍站上
1200元刷新历史新高，盘面上科技股遭
遇资金抛售，市场赚钱效应降低，不过北
上资金却逆市净流入超40亿元。截至收
盘，两市涨停41只，跌停33只。技术上
看，沪深股指仍收于5日均线之上，而沪
指日线MACD指标还出现金叉；60分钟
图显示，两市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不
过仍在 60 小时均线之上，而 60 分钟
MACD指标仍保持金叉状态；从形态来
看，沪指从2891点开始的反弹由于力度
够大，使得30分钟技术形态得到极大修
复，使之本来可能出现的探底形态转变
为震荡形态，不过由于沪指尚未补掉
2980点缺口支撑，因此短期只要成交重
新放大，后市还是有望再度走强。期指
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减少，各
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减少。综合来
看，指数震荡也在合理范围，由于三季报
预告密集披露，短期只需注意业绩波动
风险。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9.4元卖出天源
迪科12万股。目前持有南玻A（000012）
45 万股，中新赛克（002912）2 万股，中际
旭创（300308）5万股，光环新网（300383）4
万股。资金余额 5122447.65 元，总净值
12066147.65元，盈利5933.07%。

周三操作计划：南玻A、中新赛克、光
环新网、中际旭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震荡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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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胡洪言出生于1940年，浙江省永康县
人，1971年参加公安工作，历任浙江省武义
县公安局壶山派出所民警、指导员、县公安
局治安股股长、内保科科长、科级纪检员。

1991年11月6日22时许，胡洪言和
同事像往常一样整理完当天的案卷正准
备休息，突然接到群众上门举报，下午有
两名形迹可疑的青年住进招待所，“传说
有枪，不知是真是假”。

这一线索立即引起胡洪言的警觉。
他马上带着同事一起摸排寻找到这两名
可疑人员的住处，发现房门大开，室内一
片狼藉，不见人影。据招待所管理人员
反映，二人刚刚结账，已匆匆离开。

“要拦住这两个人！”胡洪言当机立
断，要迅速对二人予以追逃拦截，并同时
向上级领导部门报告。当来到一处国道
线附近时，胡洪言见两个身材高大的青
年正神色慌张地拦下一辆前往温州方向
的客车。胡洪言与同事马上将二人截
住，带往附近的一间会议室进行审查。

“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事需要你们配
合调查。”亮明身份后，胡洪言对两名青
年进行搜查。其中一名青年突然从腰间
拔出一支手枪，对着胡洪言和同事疯狂
射击。胡洪言迎着歹徒的枪口冲上去，
徒手夺枪。狠毒的歹徒向胡洪言开枪，
子弹击中其腹部，血流如注。在身负重
伤的情况下，胡洪言用最后的力气控制
住歹徒，并向同事呼喊：“快去抓罪犯！
快去抓罪犯……”

由于右腹腔大血管被击破失血过
多，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胡洪言壮烈牺
牲。1992年，胡洪言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同年被公安部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据新华社

胡洪言：
用生命为人民铸就平安“金盾”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和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获悉，15日11时
20分左右，广西玉林市陆川县北部工业
园广西兰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反应釜
发生爆炸（未起火）。经现场医护人员确
认，事故已造成4人死亡、2人重伤、4人
轻伤。据了解，目前搜救工作已结束，除
玉林消防支队陆川中队在现场监护外其
余救援力量已经撤回。爆炸原因及财产
损失正在调查统计当中。

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部位为树脂合
成反应车间内的反应釜，反应釜主要用
于甲醛和苯酚合成酚醛树脂，反应釜内
原料及半成品储量约5吨。 据新华社

记者15日从吉林省白城市政府了解
到，白城市经济开发区一银行办公楼坍
塌，共9人被困。截至15日下午3时，共
5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正在医院治疗，
无生命危险。

14日上午6时许，位于白城市经济
开发区的三合路农村商业银行保平分理
处办公楼在装修施工中坍塌。白城市第
一时间组织施救，经过昼夜连续奋战，截
至15日下午3时，9名被困人员中有4人
伤情稳定，无生命危险，有5人已死亡，现
场搜救工作已完成。

搜救结束后，白城市在现场召开了
后续工作部署会，对伤员救治、善后处
置、家属安抚、现场清理、安全保障等工
作进行了部署，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新华社

广西陆川县一化工厂
车间反应釜爆炸
4人死亡6人受伤

白城一银行办公楼坍塌
致5死4伤

叙政府军重返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

示，政府军14日进入北部多座村镇，
受到民众欢迎。一些人呼喊支持总统
巴沙尔·阿萨德的口号，一些人拥抱政
府军士兵。

美联社报道，叙利亚政府军士兵
乘车抵达北部拉卡省，继而进驻库尔
德武装控制区的行政中心艾因伊萨以
及泰勒塔姆尔镇和塔卜卡镇，随后进
入北部重镇曼比季。

曼比季位于北部阿勒颇省东北
部，地处幼发拉底河以西，美军在那里
有一处基地。

美联社解读，政府军进入曼比季是
叙利亚持续内战的重要节点，巴沙尔政
府进一步巩固对叙利亚国土的控制。

叙利亚官方媒体阿拉伯叙利亚通
讯社报道政府军打算“对抗土耳其的
入侵”，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受到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
武装声称，他们和土耳其军队一同发
起夺取曼比季的攻势。土耳其私营电
视台NTV报道，土耳其特种部队和突
击队14日向曼比季推进。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土耳其频道同样提及这场
攻势，说可以听到交火声。

美军千人撤离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4日确

认，大约1000名美军士兵将撤离叙利
亚，但将留在中东，以防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卷土重来。

特朗普说，美军将“重新部署并留
在这一地区”，他们的任务是紧盯叙利
亚局势，避免2014年“伊斯兰国”控制
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国土的局面重现。

土耳其9日发起“和平之泉”行动
前夕，美军开始从叙利亚东北部撤
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13日宣布
驻叙利亚北部的美军悉数南移。特朗
普14日说，一小批部队将留守叙利亚
南部城镇坦夫。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指认美军撤离
意味着背弃盟友。这一武装先前接受
美军训练和武装，充当美国打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的盟友。

土耳其不退后
土耳其认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

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威胁土
耳其国家安全，将继续越境军事行动。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

多安14日说，“我们决定继续行动直
至结束，不在意各方威胁”，“我们的战
役将继续，直至取得最终胜利”。

土耳其国防部说，发起“和平之
泉”行动以来，土方已经消灭560名武
装人员。按照埃尔多安先前的说法，
土耳其军队打死500名武装人员、打
伤24人，另有26人投降。

|国际观察|

叙土问题
令特朗普政府骑虎难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表示，土耳
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对地区和
平稳定构成威胁，美方因此对土耳其
实施多项制裁，并要求土方立即停止
相关行动。

特朗普14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土
耳其的军事行动破坏了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行动，威胁平民安全与
地区和平稳定，由此威胁美国国家安
全和外交政策，因此他授权美国政府
对土耳其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当天随即对土耳其政
府部门和高官实施制裁，制裁对象为
土耳其国防部及其部长、能源和自然
资源部及其部长和内政部长。他们在
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
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特朗普还说，美国将把土耳其输
美钢铁关税重新上调至50%，并立即
中止商务部与土方涉及1000亿美元
的贸易协议谈判。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美国在中东
问题上的一系列表态令盟友们颇为不
满。特朗普此次对土耳其进行制裁，
既是为了回应美国国内的批评声音，
也有安抚中东地区盟友之意。

从“不支持、不参与”到实施制裁，
美国这种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美
国国会与特朗普在中东政策上意见相
左、相互博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
长孙德刚说，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
把中东视为包袱，有意从叙利亚撤军，
让土耳其填补权力真空。而国会反对
特朗普“从中东抽身”的政策，认为此
举将使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安
全承诺可信度降低，并让俄罗斯和伊
朗等国填补权力真空。

此外，孙德刚还认为，特朗普政府
在叙利亚政策上的转变也体现出其在
中东政策上缺乏定力，缺乏内部共识。

10月14日，在叙利亚哈赛克省，叙利亚政府军在一座小镇的街道上巡逻。新华社发

叙利亚政府军14

日进入先前由叙利亚

库尔德武装控制的东

北部地区，准备与越

过边境的土耳其军队

作战。

尽管面临制裁威

胁，土耳其誓言推进

“和平之泉”军事行

动。

叙利亚政府军
重回叙东北部

准备与越境的土耳其军队作战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5 日表示，中
方呼吁土耳其停止对叙利亚军事行动，
回到政治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上来。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
道，土耳其军队9日对叙利亚东北部发起
军事行动以来，已造成当地不少人员伤
亡。有分析认为，军事行动不但会引起
人道主义灾难，还会让关押在土叙边界
部分营地的恐怖分子乘机逃脱，使反恐
成果毁于一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
中使用武力，主张各方应切实遵守《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在国际法框架内通过政治外交
渠道解决问题。叙利亚的主权、独立、
统一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
中方呼吁土耳其停止军事行动，回到政
治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上来。

耿爽说，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反恐
形势依然严峻，有关军事行动可能导致
恐怖分子外窜，“伊斯兰国”企图借机卷
土重来。中方敦促土方负起责任，同国
际社会一道，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据新华社

外交部：
中方呼吁土耳其停止对叙利亚军事行动

|中方声音|

俄罗斯总统普京14日访问沙特阿
拉伯，与沙特领导人讨论双边合作以
及地区热点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普京时隔12年访
问沙特，表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影响力
上升。随着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
以及影响力下降，俄罗斯抓住机会发展
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备受大国博弈
影响的中东地区多极化格局进一步凸
显，各种力量将进行重新分化组合。

签多项协议
普京当天与沙特国王萨勒曼·本·

阿卜杜勒-阿齐兹会谈后，两国签署20
多项合作协议，总金额数十亿美元，涉
及能源、高技术、航空、文化、卫生、农
业、交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其中一项关键协议是，两国同意
在“OPEC+”框架内加强合作，同步限
制产量、推升油价。“OPEC+”包括

OPEC成员国和 10个非OPEC成员
国。俄罗斯不是OPEC成员，但近年
与这一组织密切合作。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
本·萨勒曼在协议签署仪式上说，两国
寻求强化合作，增强原油市场的稳定
性。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
斯科夫告诉媒体记者，普京与沙特方
面讨论了“军事合作”。

俄罗斯与沙特2017年10月就沙
特购买俄制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签
署备忘录。只是，沙特后续选择购买
美制反导系统。沙特北部两处石油设
施9月中旬遇袭后，俄方提议沙特购买
S-400系统。

扮演调解人
普京和沙特国王萨勒曼说，双边

合作对本地区和平和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普京当天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会晤时同样讨论双边合作
和地区局势。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表
示，希望与俄方共同致力于本地区安
全、稳定、和平和经济增长。

普京访前表示，俄罗斯可就缓解
沙特和伊朗紧张关系扮演积极角色。
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俄罗斯近
年与沙特明显改善关系。沙特国王萨
勒曼2017年10月访俄。

俄罗斯政治分析师费奥多尔·卢
基扬诺夫说，鉴于俄罗斯与沙特、伊朗
都保持较好关系，俄方可在沙伊之间

“扮演调解人角色”。

访问有玄机
普京上次访问沙特是在 2007

年。近几年来，中东局势发生很大变
化，俄罗斯与埃及、沙特等中东国家的

关系也得到改善。普京在行前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希望未来以更
快的速度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普京此访时机耐人寻味。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
说，美国在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后未采
取有效反制措施，而最近又抛弃了叙
利亚库尔德武装，导致地区盟友都感
到美国的安全保障不可靠。在此背景
下，俄罗斯试图抓住机会扩大在中东
地区特别是美国盟友中的影响力。未
来美国主导中东安全局势的能力将进
一步下降，中东安全格局出现多极化
趋势，俄罗斯将成为重要一极。

此外，美国抛弃叙库尔德武装，纵
容土耳其越境打击行动，遭到整个阿
拉伯世界的反对。孙德刚表示，俄罗
斯利用叙利亚问题在美国和阿拉伯世
界之间打入楔子，持续扩大自己在中
东地区的影响力。 据新华社

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
已经进行了近一周。

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曾是美军在
当地的重要盟友，为美军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出人出力。但在土耳其人
眼中，他们是“恐怖组织”，是寻求通过武
力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国
交界处建立独立库尔德国家的“库尔德
工人党”的分支，对土耳其国家安全有
重大威胁。

先前，因为库尔德武装得到美军支
持，土耳其行动有所顾忌。本月6日，
美国表态，对土耳其军事行动“不支持、
不参与”。三天后，土耳其出兵。随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让约1000名美
军撤离叙利亚北部地区。

有分析说，这意味着，库尔德武装
在发挥完帮助美军打击“伊斯兰国”的
作用后，成为了美国的“弃子”。

撤军招致美国国内不少人反对。
他们称，这一决定是对昔日盟友的背
叛。

14日，美方似乎往回收了一步。
当天，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说，土耳其
的军事行动威胁了地区和平稳定，威胁
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美方因此
决定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他称，如果土
耳其不停止行动，他将迅速击溃土耳其
经济。

然而在库尔德人看来，美国背叛已
经是事实。

“美国人背叛了我们，我们再也不

信任他们了。”一名被迫逃离家园的库
尔德妇女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
说。

库尔德武装控制叙利亚将近30%
国土，设立自治机构。此前，叙利亚政
府曾多次警告库尔德武装，不要成为

“服务于美国针对叙利亚政策的工具”。
土耳其发起军事行动后，叙利亚政

府表示，决心“以一切合法手段抗击土
耳其侵略”，已准备好接纳“迷失的同
胞”，只要“他们回到确保叙利亚领土、
人民完整统一的正道上来”。

13日晚，叙库尔德武装政治代表
机构宣布，为应对土耳其进攻，该政治
代表机构和叙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
亚民主军”已和叙政府军达成协议，叙
政府军将沿叙土边境进驻，以支持“叙
利亚民主军”“抵挡侵略”并收回被土军
及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占领的地区。

叙利亚通讯社14日报道，当天，政
府军进入了叙利亚北部多个此前由叙
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地区。叙利亚国家
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当地民众对叙
政府军进驻表示欢迎。有目击者称，在
一些地区能听到庆祝的枪声响起。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东问题专家
阿伦·戴维·米勒认为，美国近期对土耳
其进攻叙库尔德武装的态度正是本届美
国政府外交政策风格的一个缩影：行事
缺乏连贯的计划性与程序性，也全然不
顾决策结果会给美国的国际形象带来怎
样的负面影响。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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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国“用后即弃”库尔德人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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