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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跌反弹
问：上周五沪指低开，盘中震荡

走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受周期股及新能源板块拖

累，市场全天震荡走低，沪指跌近
1%。盘面上，元宇宙、电子板块表现
较好，北上资金净卖出近6亿元。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51只，跌停20只。
技术上看，沪指失守5日均线，深成指
失守60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11511
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
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但60分钟MACD
指标仍保持金叉状态；从形态来看，
技术形态刚刚再次转好，但市场却并
未出现连涨，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市场
周期股持续遭遇重压，以及临近周末
投资谨慎所致，由于较强的创业板指
盘中继续刷新了近期反弹新高，且收
于5日均线之上，短期震荡并不会改
变市场止跌回升的势头。期指市场，
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
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大幅缩减。
综合来看，期指合约再次出现6个正
溢价足以说明短期跌过了，沪指有望
跟上其他股指出现超跌反弹。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以31.1元均
价买入浪潮信息13万股，之后以
31.88元均价卖出13万股。目前持有
泽达易盛（688555）8万股，华创阳安
（600155）58万股，康芝药业（300086）
52万股，浪潮信息（000977）17万股，
国新能源（600617）45万股，华菱钢铁
（000932）52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4362714.24元，总净值24158314.24
元，盈利11979.16%。

周一操作计划：浪潮信息、国新
能源、华创阳安、康芝药业、泽达易
盛、华菱钢铁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欧洲再成疫情“震中”
多国升级管控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日前发布警告说，区域内 50 余国的
新冠疫情令人担忧，欧洲地区已再度
成为新冠疫情“震中”。

据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4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该地区上周报告
近180万例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和2.4
万例新增死亡病例，与前一周相比分
别上升 6%和 12%，分别占全球当周
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 59%、
48%。过去 4 周欧洲区域报告的新
增确诊病例增加了55%以上。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主任克卢格说：“过去一周，欧洲区域
的新冠住院率上升不止一倍。照此
趋势，明年 2 月前可能再增加 50 万
新冠死亡病例。”

据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
究所5日发布的数据，该国较前一日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7120例，创疫情
暴发以来新高。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传染病学专家
尼古拉斯·梅蒂4日对媒体说：“法国新
冠发病率已连续3周呈上升之势。”

克卢格指出，一些国家疫苗接种
覆盖率不足、放松社会卫生管控措施
是造成欧洲区域当前疫情加剧的主
要原因。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
任迈克尔·瑞安呼吁欧洲各国今后数
月调整疫情应对策略，避免卫生系统
崩溃。事实上，荷兰、丹麦、瑞典等此
前“完全开放”的国家正打算或已经
恢复“强制口罩令”、新冠通行证等社
会管控措施，同时为老年人和一线医
护人员接种疫苗加强针，以免再度大
范围“封城”。 据新华社

伊拉克军方7日说，总理穆斯塔法·
卡迪米的官邸当天凌晨遭到无人机袭
击，卡迪米本人无碍。军方把这起袭击
称作一起“未遂暗杀图谋”。

伊拉克总理官邸位于首都巴格达市
中心戒备森严的“绿区”，那里是中央政
府机构和外国使馆所在地。多名西方外
交官告诉路透社记者，他们当天凌晨在

“绿区”听到爆炸声和枪声。
伊拉克军方说，一架装有炸药的无

人机当天袭击了总理官邸，卡迪米没有
受伤，躲过一劫。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
人士披露，卡迪米的 6 名贴身保安被炸
伤，他本人已转移到安全地点。

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图片看，爆
炸使卡迪米住所的门窗受到轻微损坏，
但建筑主体结构未遭到破坏。

卡迪米稍后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声，
称自己安全无虞，呼吁保持冷静和克制。
他说：“我很好……我呼吁所有人保持冷
静和自我克制，袭击事件不会动摇安全部
队维护人民安全和执法的坚定决心。”

眼下暂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
这起袭击。

伊拉克近一个月前举行新一届国民
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什叶派
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获
得73个席位，位居首位。与什叶派民兵
武装关系紧密的“法塔赫联盟”席位大幅
减少，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号召支持者抗

议示威。
“绿区”5 日遭数百名示威者冲击，

示威者与伊安全部队人员发生冲突，造
成 2 名示威者死亡，另有数十人不同程
度受伤。6 日，“法塔赫联盟”支持者返
回“绿区”周围继续抗议。

由于多个政党申诉投票舞弊，伊拉
克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目前正在几个选
区重新手动计票，最终结果预计将于几
周后出炉。

此次议会选举原定 2022 年举行。
2019年伊拉克多地爆发示威活动，抗议
政府腐败、服务不力及高失业率，时任总
理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被迫下
台。接替他的现总理卡迪米2020年就
职时承诺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同年 7 月
宣布把选举提前至2021年6月，后来又
推迟至10月10日。

穆斯塔法·卡迪米于 1967 年出生，
自2016 年起担任伊拉克情报部门负责
人。2020年4月9日，伊拉克总统萨利
赫授权卡迪米组阁。2020年5月7日，
穆斯塔法·卡迪米宣誓就任伊拉克总
理。 据新华社、央视

伊拉克总理卡迪米的住所遭无人机
袭击后一片狼藉。 新华社发

暗杀未遂
伊拉克总理卡迪米躲过无人机袭击

瞬息之间，一场流行说唱乐的狂欢，
变成了恐怖的“修罗场”。

5日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最大城市
休斯敦举行的“天文世界”音乐节上，人
群过度拥挤并发生踩踏事故，造成至少
8人死亡，25人受伤被送往医院，约300
人在现场接受医学检查和治疗。

休斯敦市长西尔维斯特·特纳说，8
名死者的年龄大多在14岁至27岁之间；
25人5日晚被送入医院接受救治，其中
一些人出现心脏骤停状况。截至6日，仍
有13人住院治疗，其中5人不到18岁。

休斯敦警察局长特洛伊·芬纳说，凶
杀案调查部门和缉毒部门分别对这场踩
踏事件启动刑事调查，“我们会彻底查清
来龙去脉”。

眼下警方仍在等待验尸结果，以确
定受害人死因。从初步情况看，一些人
是被踩踏而死，但是有人举报称看到注
射毒品等违法行为，警方表示将调查死
因是否涉及吸毒过量。

按美国媒体说法，这是2003年以来
美 国 死 伤 最 严 重 的 演 出 安 全 事 故 。
2003年2月，美国罗得岛州一家夜总会
在现场表演期间发生火灾，导致约 100
人死亡、近200人受伤。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发场地可容纳20万人，但音乐节

举办方决定限流，只发售 5 万张门票。
这些门票很快被抢购一空。

6 日，惊魂未定的音乐节亲历者或
接受媒体采访，或通过社交媒体，讲述发
生踩踏时的恐怖时刻。

“人群挤得我喘不过气来。”22岁的现
场观众埃米莉·蒙吉亚回忆说：“我开始尖
叫求救，感到很害怕，好像就要死了。”

另一名现场观众埃伦·埃文斯拍摄到
歌迷爬上扬声器支架以躲避汹涌的人潮。
埃文斯看到有人被推倒，有许多人哭着想
要离开，那是“一生中最惊恐的时刻”。

一段视频显示，当晚9时许，音乐节
创办者、美国当红说唱歌手特拉维斯·斯
科特登上舞台时，人群向台前涌去。当

一辆救护车闪着灯驶入拥挤的现场时，
斯科特中断演出，看向台下，表情困惑。

休斯敦消防局长培尼亚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事发时，人群向前方舞台挤压，
引发恐慌，有人摔倒昏迷，出现伤亡后再
次在人群中引发更严重的恐慌。

踩踏事故发生后，原定 6 日举行的
音乐节活动被取消。休斯敦消防局长塞
缪尔·培尼亚说，音乐节现场设有简易诊
所，大约 300 人 5 日因各种伤病接受医
疗服务，其中多人是吸毒过量。

一名安保人员在混乱中试图拦住某
人，但是突然感到“脖子被针扎”，随即失
去意识。急救人员后来给这名安保人员
注射阿片类解毒剂，才将其救醒。

尼娅拉·古兹从踩踏事件逃出后心
有余悸：“当时，我的肋骨快被挤断了，脖
子被别人的胳膊硌得慌。我努力呼吸，
但根本喘不过气。”她绝望之下，对着别
人的肩膀狠狠咬了一口，对方吃痛让开，
才让她侥幸夺路逃生。

死伤者为何以年轻人为主
在这次踩踏事故中，死伤者以年轻

人为主。
休斯敦市长特纳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8 名死者中包括两名未成年人。共
有 25 名伤者被送往医院，目前仍有 13
人住院接受治疗，其中5人年龄在18岁
以下，包括一名年仅10岁、生命垂危的
儿童。

休斯敦当局表示，死者具体死亡原
因尚待确认。

音乐节的主创者斯科特现年29岁，
是休斯敦本地人，曾凭包括《天文世界》
单曲和专辑在内的音乐作品8次获得格
莱美奖提名。作为美国流行乐坛当红歌
手，他的乐迷群体以年轻人居多，其中包
括大量未成年人。

踩踏事故何以会发生？
从目前市政当局和媒体披露的情况

及亲历者回忆来看，音乐节很可能存在
秩序混乱、缺乏应急预案等诸多隐患。

19岁的现场观众哈马德·巴拉克说，
事故发生前，人们就“越来越不守秩序”。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5 日下午开
始入场时，数百名歌迷不顾安保人员阻
拦，冲入一个贵宾安检口并绕过金属探
测器。混乱中有人受伤，有人被拘留。

从底特律来参加音乐节的乐手阿尔
伯特·迈尔扎说，在音乐会现场，青少年
歌迷非常多，他看到“很多酗酒和疯狂行
为”“有人扔东西，（东西）到处乱飞”。

休斯敦警察局长芬纳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现场观众有5万人之多，他担心突
然叫停演出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骚乱。
但《休斯敦纪事报》说，休斯敦地区因天
气等原因突然取消露天活动的情形颇为
常见，音乐节组织者和市政当局应有关
于如何叫停演出的“计划和程序”。工作
人员在必要时仅用几秒钟就能关闭舞台
所有电源并通过音视频系统播放安全信
息。但事发当晚，现场无人播放任何安
全信息。 据新华社

美国休斯敦音乐节发生踩踏事故
至少8死25伤,警方已启动刑事调查

这是11月5日在美国休斯敦拍摄的
“天文世界”音乐节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