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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炼油厂遭 10架无人机袭击

原油期货石油股集体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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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联 合 启 动

“桂格有 AI，

营养到家”公益项目，通过 AI 技术互动号

召爱心网友和社会各界一起关注和改善

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况。

“桂格有 AI，营养到家”是三家企业首

次联合举办的跨品牌线上和线下联动的

公益活动。 从 9 月 15 日到 28 日，参与者

可以在活动 H5 页面选择体验 AI 语音解

锁营养加餐进行捐赠，或到京东到家 App

活动页面参与捐赠活动，包括沃尔玛、永

辉在内的京东到家平台上所有商超门店

均参与此次活动，覆盖超过100 个城市。

百事公司将配捐桂格燕麦片或鸡蛋+牛奶

的营养加餐，通过达达进行物流配送，为

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项目区的贫困地

区儿童送去营养和网友们的爱心。 为期两

周的“桂格有 AI，营养到家”活动预计将为

云南、 贵州和甘肃 9 所贫困地区小学约

1800 名学生提供一学期的营养加餐。

百事公司全球首席商务官兼大中华

区首席执行官柯睿楠表示，“作为最早进

入中国的跨国企业之一，百事公司在华

已近40 载，在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种美

味的食品、饮料和营养品的同时，也积极

支持多项社会公益项目，例如‘母亲水

窖’和‘百事营养行动’等，为中国社会的

发展尽绵薄之力。我们一直关注并致力于

推动青少年的营养健康状况改善。我们认

为贫困和营养不良不能成为儿童发展的

障碍。 百事公司希望通过此次跨品牌合

作，呼吁青少年和整个社会利用新科技，

来关注并参与中国贫困地区孩童营养状

况的改善。 ”

除了支持此次“桂格有 AI，营养到家”

活动，桂格品牌还积极参与百事公司与中

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开展的“百事营养行

动”，助力“爱加餐”项目，帮助提高中国中

西部贫困农村地区学生营养水平和健康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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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格有AI，营养到家

机构观点

方正中期期货： 短线消息面

情绪的释放已基本达到极限 ，后

续需关注沙特产量何时能恢复 。

从长期来看， 宏观面及需求面均

偏弱仍然会压制油价。 走势上，昨

日短线情绪得到释放后， 不建议

追高。

华金证券： 建议关注短期油

价上行带来的投资机会。 最受益

的是油气资产， 相关标的有中海

油（港股）、中石油和中石化，以及

洲际油气、新潮能源等。 此外，还

可以关注油服类个股， 如中海油

服、安东油服等。

联讯证券： 沙特油田遇袭减

产， 油气设备油服板块迎来投资

机遇。 建议重点关注页岩油气开

发的核心设备压裂设备国产龙头

企业杰瑞股份， 建议关注中石化

旗下石油机械资产的上市平台石

化机械 。 油服产业链上，随

着油价稳步上行 ，油服市场

也走向景气 ， 油服

工作单价和工作量

有望双双上升 。 油

服标的重点推荐中

海油服、海油工程。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上周六沙特境内一炼油厂和

油田遇袭， 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飙

升， 其中布伦特原油开盘大涨

19%， 而国内原油期货及 A 股市

场中的能源化工板块也出现联动

效应， 不仅上海原油期货开盘涨

停，A-H 两地石油股也联袂上

涨。 中国石油昨日报涨 3.5%，单

日涨幅创下今年 2 月 25 日以来

新高。与此同时，一众上市交易的

油气类基金也放量大涨。 分析人

士称， 国际油价近几日走势将取

决于沙特产能恢复的时间及节

奏。

国际油价大幅跳涨

昨日上午 9 点， 上海原油期

货开盘全线涨停，燃油、沥青期货

等相关商品也纷纷跳空高开。 具

体来看，主力合约原油开盘 1911

涨停，报价 477.5 元，创下 5 月 24

日以来新高。虽然其后打开涨停，

但截至收盘，涨幅仍高达 6.35%。

此外， 燃油期货和沥青期货主力

合约分别上涨 5.19%和 5.16%。

原油期货大涨与沙特境内一

炼油厂和油田受袭有关。 据新华

社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

实，胡塞武装9月14日动用10架无

人机袭击了沙特境内布盖格炼油

厂和胡赖斯地区一处油田。 沙特

能源大臣当日表示， 阿美石油公

司的两个石油设施已暂时停产，

导致该公司削减约一半的总产

量，减产幅度高达570万桶/日。

受上述消息影响， 周一布伦

特原油和纽约油价大幅飙升。 其

中，布伦特原油开盘大涨 19%，至

每桶 71.9 美元。 而美国原油开盘

也一度涨超 14%至每桶 63.89 美

元。随后价格有所回调，但截至昨

日 20：00， 美国原油价格涨幅接

近 10%。

A股石油板块领跑

在油价上涨带动下，A 股原

油相关板块也跟风上涨。 昨日开

盘，洲际油气、潜能恒信、通源石

油、 中曼石油等 7 只石化股开盘

涨停。 港股市场相关个股表现同

样出色。 昨日。 恒指低开 0.51%，

报 27212.89 点。 然而“三桶油”跳

空高开， 中国海洋石油涨超 8%、

中国石油股份涨近 7%，中国石化

股份涨超 3%。

截至收盘，A 股能源设备、石

油天然气领涨两市， 两行业指数

分别达到 3.96%、2.96%。石油行业

两大巨头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涨

幅分别为 3.50%、2.69%。记者注意

到，作为超级权重股，中国石油近五

年单日涨幅大于等于 3.5%的次数仅

有 33 次。 而上一次单日涨幅超过

3.5%，还在今年的 2 月 25 日。

不仅仅是个股， 上市交易的油

气类基金也悉数大涨。 据信息时报

记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场内与原油

相关的基金共有 8 个， 分别是石油

基金、嘉实原油、原油基金、南方原

油、诺安油气、国泰商品、广发石油、

华宝油气。 Wind 数据显示，昨日上

述 8 只基金场内交易涨幅均超过

4%，其中华宝旗下的石油基金涨幅

最大，达到 7%。 紧随其后的嘉实原

油、原油基金、南方原油

涨幅也超过 6%。 与此同

时，部分基金的交易额也

大幅增加。 以昨日成交额

最高的华宝油气为例，该

基金昨日成交额为 3.26

亿元， 相较前一交易日

7875 万的交易额增幅明

显。

多家券商发出研报

认为，此次沙特阿美遭袭

事件将在一定程度上为

A 股能源化工板块带来

投资机会。 川财证券建议

投资者关注从事海上油

气及页岩油气等非常规

能源勘探开采的企业。

对油价长期影响不大

卓创资讯分析师朱光明接受信

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沙特油厂

遇袭事件发生在周末， 处于休市时

间， 因此各方已经充分消化这一消

息。市场也是纷纷预测开盘将跳涨，

但是涨幅如此之大的确超乎想象。

“接下来油价是上涨还是回调，将取

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恢复生产所需

时间， 如果沙特阿美能够在短时间

内恢复生产， 例如几天一个星期以

内， 那么消息面对原油价格的影响

已经到达极限， 接下来油价会逐步

回落。但若产能恢复时间超过一周，

接下来油价还有上涨空间。此外，也

要考虑沙特和美国如何处理该次袭

击事件。 若后续沙特与胡塞武装组

织冲突频繁，对于油价而言，涨势将

会持续。 ”朱光明表示。

不过也有公募基金认为消息面

上的情绪释放已经较为充分。 如南

方基金认为， 全球最大产油国 50%

的产能紧急暂停， 对全球油价无疑

造成了一个较大的波动。 但该影响

只是一个短期市场扰动， 对长期原

油价格影响不大， 因为预计沙特能

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原油生产。同时，

当前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正在

实施主动限产措施， 将全球原油产

量控制在当前水平。 如果油价上涨

过快，OPEC 可迅速释放产能，填补

原油供给缺口，稳定市场价格。除此

以外，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

消费国， 自产原油与本国原油

储备充足， 目前原油为净出口

状态。综合来看，原油供给缺口

大概率能很快填补。 沙特遇袭

事件对全球油价应会产生扰

动， 使短期 WTI 原油价格上

升， 但随着供给缺口的迅速填

补， 原油价格将大概率处在

55~65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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