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纪录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

探底回升，收盘上涨，你怎么
看？

答：市场周二集体收涨，
创业板指表现最好涨超1%。
盘面上，锂电题材表现强势，
北上资金重新回归，净买入约
13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
停62只，跌停9只。

技术上看，沪深股指收复
5 日 均 线 ，两 市 合 计 成 交
10027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
图显示，各股指均收复5小时
均线，60分钟MACD指标均呈
现金叉状态；从形态来看，市
场延续回升态势，也在预期中
出现技术上的金叉信号，一旦
后市再收复60小时均线，则
市场将会迎来加速。

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
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
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增加。
综合来看，2021年仅剩3个交
易日，而周三也将创出历史年
度成交金额最高纪录，短期股
指仍将继续震荡走高。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32.5
元均价买入泽达易盛8万股，
之后以33元均价卖出8万股；
以7元均价买入康芝药业52
万股，之后以 7.35 元卖出 52
万股。目前持有泽达易盛
（688555）8 万股，华创阳安
（600155）66 万股，康芝药业
（300086）52 万股，徐工机械
（000425）30 万股，鲁银投资
（600784）40万股。资金余额
10756531.24 元 ，总 净 值
27787931.24 元 ， 盈 利
13793.97%。

周三操作计划：康芝药业
拟择机高抛，华创阳安拟择机
适当加仓，泽达易盛、徐工机
械、鲁银投资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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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假期期间，多数欧洲国家并未采
取特别严格的新冠防疫措施。最新数据显
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快速传播，
在欧洲部分地区成为主要流行毒株。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此前预测，
奥密克戎毒株将在2022年头两个月取代
德尔塔毒株，成为区域内的主要流行毒
株。欧洲国家普遍在圣诞节后收紧防疫措
施，迎接新年到来。

多国单日新增病例创新高

意大利 25 日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54787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26日与27
日新增确诊病例有所减少，分别为 24882
例和 30810 例。但有分析认为，这是节日
期间民众无需进入工作场合，主动检测数
量急剧减少所致。

法国 27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30383
例。法国总理卡斯泰 27 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法国新冠疫情“极其严峻”。此前，
法国在 25 日圣诞节当天新增确诊病例首
次超过10万例，为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
最高纪录。

英国 27 日报告了 98515 例新增确诊
病 例 ，至 此 全 国 确 诊 病 例 累 计 达 到
12209991例。英国24日新增确诊病例首
度破12万例，再次刷新最高纪录。另据统
计，英国27日新增45307例奥密克戎毒株
感染病例，使这一毒株感染病例总数达到

159932例。
节日期间，芬兰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

上升，从 22 日的单日新增 2877 例升至 27
日的3649例。据芬兰通讯社报道，首都地
区上周出现的新增病例中，有 77%为奥密
克戎毒株所致。

比利时病毒学家埃马纽埃尔·安德烈
2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比利时当前病例
中有60%为奥密克戎毒株所致，而圣诞节
前这一比例只有41%。

社会服务捉襟见肘

圣诞节期间客流量增加，令英国地铁
和伦敦希思罗机场一度出现混乱局面。伦
敦交通局说，节前已有约 500 名一线员工
因“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疾病”缺勤。与此同
时，垃圾收集、社会关怀和儿童服务等领域
也出现人员短缺。

在瑞典，人们集中出行也导致主要机
场、火车站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27 日
上午，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的兰德维特
机场内拥挤不堪，机场安检耗时超过一个
小时，很多旅客误了航班。机场新闻官
对当地媒体表示，疫情问题导致登机手
续增加，旅客应提前抵达机场，为安检留
足时间。

据芬兰广播公司报道，近期芬兰新冠
自测包的需求急剧增加。圣诞假期期间，
一些商店里家庭测试套装售罄。

节后收紧防疫措施

圣诞节过后，欧洲国家普遍开始收紧
防疫措施。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在圣诞节
前达成协议，28日起进一步限制社交规模，
聚会人数不得超过10人。由于疫情严重，
一些州将限制措施提前到27日生效，还附
加了更严格的规定。

英国的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均在
26日后收紧防控。威尔士从26日起关闭
夜总会，只允许6人以内的团体在酒吧、电
影院和餐馆聚会。苏格兰从 26 日起对公
共活动实施为期三周的限制措施，包括限
制参加室内活动的人数、体育比赛将闭门
举行等。北爱尔兰从26日起关闭夜总会，
27日起工作场所需采取“合理措施”，保持
两米社交距离。

芬兰从 28 日起恢复与所有申根国家
之间的边境管制，入境旅客必须出示在入
境前6个月内疫苗全程接种证明或者新冠
感染康复证明，且持有入境前48小时内的
新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与此同时，各国加紧推广疫苗加强针
接种。德国也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德国联
邦卫生部长劳特巴赫 26 日呼吁民众加速
接种，目标是“大幅减少因感染奥密克戎毒
株住院的人数”。截至 27 日，德国已有约
70.8%的民众完成了疫苗全程接种。

据新华社

多国单日新增病例创新高

奥密克戎成欧洲部分地区主要流行毒株

美国得州加油站枪击案
致4名少年3死1伤

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
地区警方 27 日说，达拉斯郊
区加兰市一座加油站当地时
间26日晚发生枪击事件，4名
14 岁至 17 岁少年 3 死 1 伤。
枪手据信是一名14岁男孩。

加兰市警察局长杰夫·布
赖恩 27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这名14岁男孩已于27日
被捕。

根据警方发布的监控视
频，26日晚，这名男孩光着膀
子从一辆皮卡车的副驾驶座
下车后，走向加油站便利店，
使用手枪在门口向店内开了
20 多枪，然后返回皮卡车离
去。目前，警方仍在缉捕皮卡
车司机。

警方说，死者中，年龄最
小的是 14 岁的泽维尔·冈萨
雷斯，当时正在店内为家人订
购夹馅玉米饼。伤者年仅15
岁，上周刚开始在这家加油站
便利店打工，他目前在医院接
受治疗，伤势稳定。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案件
的犯罪动机仍在调查中。

据新华社

据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以色列28日
空袭叙西北部拉塔基亚港，导致港口内集装
箱堆场起火，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报道没有
提及空袭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只是说被炸集
装箱内存放的是汽车零部件和机油。

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叙军方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说，当地时间3时21分，以色列军方
向叙沿海城市拉塔基亚西部的一处商港发
动空袭，多枚发射自地中海上空的导弹袭
击了港口并击中集装箱堆场，爆炸引发火
灾，导致重大财产损失。港口附近一家医
院和部分商铺也在袭击中受损。

拉塔基亚消防队指挥官穆罕纳德·加
法尔告诉叙通社，在当地民防等多部门的
协助下，消防人员已控制住火情，遭袭的集
装箱内装有油品和汽车零配件。

这是本月来以色列第二次袭击该港。
12月7日，以色列曾空袭拉塔基亚港，造成
多个集装箱起火。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军曾多次以打击
伊朗军事设施为由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
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均否认伊朗在叙有驻军。

有何影响？
叙利亚媒体：

爆炸波及附近多栋居民楼以及医院

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援引军方消息报
道，以色列当天凌晨从地中海方向发射数
枚导弹，击中拉塔基亚港集装箱区，造成

“巨大物资损失”。
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

织”说，集装箱内存放的是武器和弹药，大
火引发剧烈爆炸，拉塔基亚市内和郊区居
民感受到强烈震动。

另据叙利亚新闻电视台报道，拉塔基
亚港的爆炸波及附近多栋居民楼、商店、旅
游设施以及一家医院。

拉塔基亚港本月 7 日遭到以军空袭。
有媒体称，袭击目标是存放于港口的一批

伊朗制武器。不过伊朗和叙利亚政府均未
证实这一说法。

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以色列
时常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军事设施
为由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叙利亚和伊朗
政府均否认伊朗在叙利亚有驻军。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 28 日拒绝就叙利
亚港口遇袭回应媒体提问。

拉塔基亚港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以北约230公里处，濒临地中海，是叙利亚
主要商业港口，距离俄罗斯驻叙空军基地
赫迈米姆基地大约20公里。

相关新闻
叙利亚谴责以色列

扩建戈兰高地犹太人定居点

叙利亚27日谴责以色列5年内让戈兰
高地犹太定居者数量翻倍的计划，指认这
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激化矛盾行为。

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前一天
宣布，将投资 10 亿新谢克尔（约合 3.18 亿
美元）加强戈兰高地的犹太人定居点建设，
使当地人口增加一倍。

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报道，叙方“强烈
谴责”上述计划，将寻求动用所有合法手段
收复戈兰高地。

叙外交部长费萨尔·梅克达德接受一
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以色列这番针对叙利
亚的行径是“犯罪”，违反联合国安理会
1981年通过的第497号决议。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
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
对其实施控制和管辖，拒绝归还叙利亚。
国际社会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

安理会第 497 号决议明确指出，以色
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构强加于戈
兰高地的决定“完全无效，不具国际法律效
力”。 据新华社

12月28日，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拉塔基亚港，港口内的集装箱起火。新华社发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西北部港口
叙媒体：以色列一个月内两次空袭叙利亚重要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