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国际·广告
2020年 9? 10日 星期四

www.jfdaily.com

责编：唐蓓茗 编辑：张全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奉贤店
地址：奉贤区环城东路 793号 5楼（近航南公路口）

路线：轨交 5号线环城东路站

金九银十装修旺季 全力满足申城市民装修需求
住上海·选尚海 / 一站式实景体验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黄浦旗舰店
地址：黄浦区肇嘉浜路 100号（近卢湾体育馆）

路线：轨交 9号线打浦桥站，轨交 9、12号线嘉善路站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浦东东方店
地址：浦东新区东方路 3601号丰华园 6号楼（近东明路）

路线：轨交 6、7号线高科西路站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闵行吴中店
地址：闵行区吴中路 1780号（近紫藤路，万象城对面）

路线：轨交 10号线紫藤路站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杨浦店
地址：杨浦区安波路（创智汇）998号 2号楼 5楼
路线：轨交 10号线五角场站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普陀店
地址：普陀区中山北路 2923号（近曹杨路）

路线：轨交 3、4、11号线曹杨路站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青浦店
地址：青浦区崧泉路 1071号（近秀禾路口）

路线：轨交 17号线汇金路站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宝山共康店
地址：宝山区共康路 328号 1~2楼（近三泉路）

路线：轨交 1号线共康路站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虹口店
地址：虹口区东宝兴路 909号（近中山北路内环）

路线：轨交 8号线西藏北路站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浦东龙阳店
地址：浦东新区龙阳路 2000号龙阳广场 2楼
路线：轨交 2、7、16号线龙阳路站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闵行南方商城店
地址：闵行区古方路 101号（近古美西路）

路线：轨交 1号线莲花路站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松江店
地址：松江区嘉松南路 288号 3楼
路线：（近绿城路轨交 9号线松江新城站）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嘉定店
地址：嘉定区双单路 1355号
路线：轨交 11号线嘉定新城站

金九银十 装修好时节

时间已经悄然进入九月， 一年中暑气最
浓的日子已经过去， 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即将
到来。据有着 26年丰厚从业经验的尚海整装
施工老法师奚工介绍： 目前已经进入了一年
当中较为适宜的装修时间段。奚工谈到，刚过
去的夏季气候炎热， 工人师傅做活都是大汗
淋漓，长时间的作业较易产生疲劳倦怠感，影
响工作效率及整体工期的把控。 奚工同时谈
到， 秋季装修不仅温度较夏季有了一定的下
降，空气中的湿度也明显降低，我们在施工中
所选用的装修材料也更容易进行保存， 不易
受潮。不仅如此，我们知道涂刷作业作为施工
环节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秋季作业更
是好处多多。凉风阵阵的室内，不仅有利于各
类油漆涂料的快速挥发，良好的通风与湿度，

更可以大大地缩短涂料的风干时间， 而且适
合的基底水分含量还可以增加涂料的附着
力， 让刷涂料变得又快又牢固。 值得一提的
是， 目前尚海整装推荐装修业主选用的均是
具有全球权威环保认证———德国原罐纯进口
的食品级诗珑乳胶漆。 此款乳胶漆因其品类
齐全、色彩选择丰富、手感细腻、附着力强、透
气性佳、 性价比高等诸多优点吸引到了大量
申城装修业主的认可。

通风通畅， 舒适的秋季更能大大地缩短
晾房时间。有装修需求的申城市民，快来尚海
整装选定装修吧，现在装修，春节前入住，满
足您新年住新家的美好愿望！

尚海整装实景整装节
一步到位装新家

自即日起至 9 月 13 日， 尚海整装实景
整装节正式开幕啦！有装修需求的申城市民
可以自行前往尚海整装位于全市的 12 家门
店，逛建材、看工艺、选家具、送家电、挑软
装！ 一站式实景体验让您家装修一步到位。

步入尚海整装各门店内的实景样板间，无论
是年轻群体钟情的现代简约风、 北欧风；或
是中老年客户推崇美式轻奢风， 在这里，共
计 98 间样板间供您逐一挑选。除此以外，我
们的样板间内更有大量成套家具软装可供
市民百姓现场挑选， 同时保证所见即所得！

除了参观实景样板间之外，装修业主也可在门
店内设有的自助案例查询机中查询您家所在
的楼盘区域名称，即可马上查询到尚海整装位
于该楼盘中的在建工地，这样一来，您也可以
更直观了解到与您相同户型的设计规划方案，

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设计师尽快熟悉并了
解您的户型，更好的为您家的户型做出合理的
个性化整装设计。除了设计，建材选择也大有
讲究。 走进尚海整装的实景建材展示区域，材
料出样展厅内常常聚集了前来选购的消费者，

其中一户由设计师陪同前来选购材料的邹阿
姨在挑选过程中说到：“尚海整装确实是一家
品质很高的装修公司，给我们业主推荐的都是
知名品牌，我们信得过，还能在门店展厅里现
场触摸挑选比较，这是我们看中的一大优势。”

据了解， 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囊括设
计、施工、建材、软装四大环节，11 大品类建材
全覆盖！同时，尚海整装向所有申城市民承诺：

主材辅材均源头采购，贵一罚五！

除了刚刚提到的设计与建材，在整个装修
过程中， 施工团队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
的。众所周知，尚海整装所属的聚通装饰集团
有着 26 年的丰厚底蕴，从公司孕育而生的“金
鲁班”施工团队因其出色高效的交付品质也是
在整个上海家装行业都享有盛名。而这一次只
要前往尚海整装任意门店参与实景整装节活
动，公司特别精选了多达 25 支的“金鲁班”明
星施工班组供装修业主优先抢定， 有着 26 年
高品质施工班组的专业保障，尚海整装必能不
负业主的委托，真正实现申城市民实现一个美
好家的愿望！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
要想住得好，还得选尚海

“我是一名退休舞蹈教师，退休之后希望能
和老伴住得好一点，把家里重新装修一下，希望
能够装的好一点。”六月中旬的一个潮湿闷热的
午后， 业主傅先生一家来到位于普陀区中山北
路 2923 号的尚海整装实景家居体验中心普陀
店，向设计师说到。据了解，业主家位于武康路
上，生活在一栋拥有悠久历史的保护建筑中。由
于经常会有学生来到业主家中学习舞蹈， 所以
业主希望在家中增设教学及与友人聚会沙龙的
区域， 并增加一定的厨房面积， 兼顾生活和工

作。 接待业主的是尚海整装普陀店的设计师周
丽娟，对于业主提出的需求，设计师多次实地陪
同业主上门实地考察， 给到合理优化的规划方
案。“设计师小周很负责，做事情很耐心、细致、

设计能力也很专业，基本上我提出的需求都能
尽量地去满足，项目经理周工带领的施工团队
也尽心尽责，工作很卖力，不仅保质保量的完
成交付任务还比预定工期稍有提前，选择了尚
海整装，真的帮我们一家省了不少心。”

其实，像这样的例子在尚海整装比比皆是，

不少有着装修困扰的申城市民来到我们的门
店， 有着专业负责的设计师及高效的交付团队
帮您规划， 满足您对新家一切美好的愿望。目
前，一年当中适宜装修的季节已经到来，还在等
什么呢？赶紧参加活动吧！

秋意渐浓———尚海整装实景样板间“金色麦田”。

尚海整装工人师傅认真、细致地进行墙面涂刷作业。

整洁、有序的尚海整装在建工地保护。

新闻分析

今日聚焦

三极并立，博弈不止

随着美国页岩油的崛起，国际能源格局
发生巨变，传统产油国的命运将风雨飘摇。有
观点认为，全球能源领域已形成美沙俄“三极
并立”的格局。目前，美国、俄罗斯、沙特分列
全球石油生产国前三位， 也是世界上仅有的
三个石油日产量超过 1000万桶的国家。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邹志强指出，从供应角度来看，未来这三个超
级产油国在全球能源领域和油价中的作用将
更突出，包括欧佩克成员国在内的其他产油小
国“只能跟着走”。不过，三巨头分别代表了三
方不同力量，沙特代表欧佩克，俄罗斯代表非
欧佩克产油国，美国代表美国国内页岩油产业
以及西半球原油市场。三方之间互有竞争，也
有合作，短期内他们之间的博弈不会停止。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
究员孙霞认为，比起外部挑战，更大的威胁
来自欧佩克内部，核心产油国和其他产油国
在减产协议的具体执行上并非一条心，“欧
佩克+” 联盟之间对未来经济形势和经济利
益的判断同样分歧较大。

此外，老牌产油国还需要面对新晋市场
竞争者，除了美国页岩油，还有巴西深海石
油以及加拿大油砂等新玩家入局。而且从长
远看，中国、美国、欧洲都在大力发展新能
源，一旦“电力代替汽油”的时代全面到来，

欧佩克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话语权将被进
一步削弱。

不过，专家们也表示，欧佩克目前没有解
体的动力。就组织内部而言，沙特有赖于它控
制油价，其他产油国也没有能力“单打独斗”；

从外部因素看，美国、俄罗斯也都希望借欧佩
克左右油价，并借其对中东地区施加影响。

■本报记者 杨瑛

影响力仍存，但在新冠疫情、供给过剩等背景下需要调整机制和战略

欧佩克60岁了，“石油权力”能否闪耀如初
■本报记者 杨瑛

1960年 9月 10日，为维护产油国的利益、抵
制国际石油公司单方面下调油价，伊朗、伊拉克、

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五大产油国代表
齐聚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召开会议，并于 14日宣
布石油输出国组织正式成立，简称“欧佩克”。

而今，欧佩克已到花甲之年。在国际能源格
局发生巨变之下， 外界对欧佩克的未来充满担
忧，甚至有声音质疑，高龄的欧佩克还有多少生
命力。无论如何，曾掌握“石油权力”的欧佩克已
经走到一个关键路口，将迎接新的挑战。

从巅峰到下坡
1960年前，国际能源格局主要掌握在西方

国际石油公司手中，其他产油国没有太大话语
权。因此，欧佩克成立的目的在于：协调和统一
成员国石油政策， 维持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稳
定，确保石油生产国获得稳定收入。

该组织自成立以来，坚持与西方石油垄断
资本抗争，在提高油价和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
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发展至今，欧佩克已有 13个成员国：阿尔
及利亚、安哥拉、刚果、赤道几内亚、加蓬、伊
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尼日利亚、沙特阿
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

经历了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探索期，在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欧佩克宣布石
油禁运，造成油价暴涨，极大提升了欧佩克的话
语权，并使其在国际能源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欧佩克的权力在上世纪 70年代达到巅峰。

然而， 从 80年代中期开始， 油价持续低
迷，非欧佩克产油国加速竞争，再加上战争等
因素导致一些欧佩克产油国对美国的依赖加
强，导致欧佩克影响力开始走下坡路。

2010年，美国页岩油技术成熟，改变了国
际能源格局，对欧佩克造成巨大打击，加速了
该组织影响力的下滑。

自 2017年起， 欧佩克与俄罗斯等其他产
油国达成“欧佩克+”协议，以避免过度供给和
油价波动。但此举被认为是欧佩克控制力和影

响力削弱的表现。

2018年，媒体曝出沙特正在研究欧佩克解
体对油市的影响；2019年 1月，卡塔尔宣布“退
群”，这些消息接连震动国际石油市场，甚至引
发欧佩克是否会解体的猜测。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
员孙霞、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邹志强认为，欧佩克影响力减弱有几大因素：

首先，组织内部分歧较大，产油国在能源战
略、对外关系上冲突不断。自上世纪 90年代以
来，欧佩克内部划分为鹰派和鸽派，以伊朗、伊
拉克为代表的鹰派成员国主张抬升油价， 以支
持自身经济发展； 以沙特为代表的鸽派则力求
提高产量、降低油价，配合西方和石油消费国。

其次，国际能源格局生变，供应方增多，欧
佩克的市场份额被蚕食。1973年鼎盛时期，欧
佩克年总产量占全球石油总产量 50%以上。但
此后，一些新兴产油国将欧佩克国家挤出产油

大国排行榜，尤其是美国页岩油崛起后，对欧
佩克形成竞争。

第三， 技术革新推动汽油向清洁能源转
变。全球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的发展改变了
能源消费结构，叠加全球气候问题，欧佩克影
响力减弱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

对油市仍有较强影响力
随着欧佩克影响力减弱，国际石油市场对

欧佩克的界定也充满争议。一方面，美国等一些
国家指责欧佩克垄断市场、 控制油价； 另一方
面，也有声音认为，被贴上“超产”“各自为政”等
标签的欧佩克，对国际油市的作用正在被忽视。

邹志强认为，尽管影响力有所降低，但毕
竟欧佩克仍控制着全球 70%以上的能源储量，

以及 40%以上的石油出口量。在可预见的中长
期内，欧佩克仍将是国际能源市场中“比较强
的一股力量”。

今年 3月，“欧佩克+” 两大主要产油国沙
特和俄罗斯打响石油价格战， 导致油价暴跌。

随后油价经历了长达数月的缓慢复苏。

最新的情况是，8日国际油价再度暴跌。纽
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降幅逾 7%， 伦敦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近三个月来首次跌破每桶 40美
元。分析认为，此次油价大跌的原因主要是需求
不及预期，以及受沙特下调官方油价影响。

分析指出，疫情的反复对于油市仍像是一
颗“定时炸弹”，欧美各国疫情仍未解除，印度
确诊病例上升，都加重了市场对能源需求的担
忧。同时，随着美国夏季驾车高峰结束，石油消
费开始回落；再加上市场担忧“欧佩克+”减产
承诺动摇，都在侵蚀市场信心。

与此同时，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日
前下调了 10 月向亚洲和美国出口的原油价
格。加拿大皇家银行全球大宗商品战略负责人
赫丽玛·克罗夫特表示， 沙特下调官方售价也
引发了对石油需求的新担忧。

业内分析认为，每桶 40至 45美元依旧是
现阶段页岩油与原油价格的平衡点， 一些产油
国的财政状况也无力承担更低的油价。因此，短
期内油价可能跌破 40美元，但不会长期偏离。

孙霞指出，目前国际油价的定价权主要掌
握在美国和沙特手中。一方面，沙特自身有很
多剩余产能， 需要利用欧佩克来调控油价；它
也希望通过欧佩克与美俄共享油价话语权。另
一方面，沙美联盟关系健在，美国借助地缘政
治对沙特施加影响，同时美国也希望利用欧佩
克来维系石油美元计价体系。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6月报告指出，在欧
佩克成立 60周年之际， 将面对来自全球经济
和能源格局的挑战。新冠疫情、供给过剩、油价
崩盘等一系列问题，都说明欧佩克需要调整机
制和战略，但同时也说明，欧佩克仍在且将在
调节石油市场供需中扮演重要角色，“只是道
路将是曲折的”。

短期看，欧佩克的挑战在于，疫情危机仍未
解除的前提下， 如何维系当前大规模的减产协
议。更长期和结构性的挑战是，尽管石油依旧重
要，但在全球能源变局下，它的相对价值将下降。

这是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拍摄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标识。 新华社资料照片

“托底”入学的少年一样成才（上接第 1版）今年暑假，像以往一
样，所有高一的新生在开学前参加了学
校一个多星期的“兴趣班”，学校开出了
包括美术、声乐、舞蹈、器乐、作曲、文学
编导、田径、乒乓、自行车、板球、武术等
几十个体育、艺术、科技和人文类的社
团，学生们在各项体验中寻找自己的兴
趣所在，然后选择自己的“专业”，并在
未来三年进行系统学习。

周辛雨，2010届城桥中学高三（9）班
毕业生。 刚入学时周辛雨并没有绘画基
础。在老师的引导、鼓励之下，她逐渐对
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信心得到激
发，进而文化学习的自觉性也得到了很
大的提升。通过三年努力，在 2010年的
美术专业联考中，小周同学取得了 415.8

分的好成绩，顺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

“我们不能选择学生，但可以选择
不同的教育模式，所以提出了‘艺体科
融合，适性育人’的办学理念，将因材施
教真正落实在每一个个体上，培养各个

学生的个性特长，让他们找到最佳发展
方向，为他们提供不一样的成才道路。”

沈钢说。

老师抱团合力育才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学校从生源实

际和学生生涯发展需求出发，将艺、体、

科高度融合，构建适性育人的课程框架，

包含共同基础课程、特色专项课程和融
合渗透课程三个方面，实现“会审美、会
学习、会健体、有特长”的育人目标。

特色课程需要专业老师。城桥中学
共有 158名老师，其中各类特色课程老
师近四成。沈钢把这些老师比喻成“根
雕师”， 因为每个学生在他们手中都可
成为一件令人惊叹的作品。

王东韵是普通的农家姑娘，她的专
项是 400米，曾经在上海市运动会上获
得过前八的好成绩。今年，她的高考分
超过了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类本科的录
取分数线，但执着于当教师的她选择了

上师大的体育教育专业。

“让我遇到汤教练，幸运！让我选择了
体育，开心！”高一的时候，王东韵曾经学了
一段时间的美术，直到田径总教练汤联老
师发现了她这个好苗子：“你来跟我练中长
跑吧。”这句邀约，为王东韵打开了一扇窗：

这个只在初中时参加过校运会的姑娘显示
出了田径项目上的天赋，频频创造佳绩，登
上市运会的赛场， 最终成功以此为她赢得
了前往心仪大学深造的机会。如今，王东韵
全家都在为这个未来的“小王老师”而雀
跃，爸爸妈妈说，庆幸孩子在城桥中学找到
了适合自己的路，才有了最好的安排。

在城桥中学，学校对老师们有着不同
的评价体系：老师考评不以个人和科目为
单位，而是以团队成就来“评判”。在这样的
体系下，班主任、文化课老师、专业课老师
形成合力，目标一致，文化课哪一门比较
好，就给其他科目“让路”，专业课成绩稳定

的孩子，专业老师就把时间匀给文化课。王
东韵说：“到了训练时间，文化课老师都准
时放手，老师们都会为了我们一起努力。”

这么多年来，一批批艺体科人才从城
桥中学走出： 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宋丹妮、

曾经跟随歌唱家廖昌永前往匈牙利李斯
特音乐学院演出的低男中音刘葭、2018年
雅加达亚运会女子高尔夫团体铜牌得主
成员殷若宁……

“根雕师”们的共同努力，重树了学生
的自信，也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
实的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 从 1995年至
2019年， 城桥中学总计输送了 3500多名
美术类本科生生源、200 多名音乐类本科
生生源，2006年至今为全市兄弟学校输送
了 32名体育教师。其中，崇明区中小学美
术教师中， 共有 46名美术教师毕业于城
桥中学；崇明区中小学音乐教师中，共有
21名城桥中学毕业生。

惠及更多学生家庭
这些年的耕耘，城桥中学的特色教育

早已有口皆碑。

今年，小陈中考考了 563 分，按理可
以进入崇明其它录取控分线更高的高
中就读，但热爱跆拳道的他选择了到城
桥中学就读：因为这里可以继续为梦想
努力，而他的目标，是进入上海体育学
院深造。

这些年，在继续做强学校特色教育的
同时，城桥中学成立了教育集团，将教育
理念向外辐射，向下延伸，做强品牌，发掘
更多的艺体科人才好苗子。

2018 年 6 月， 城桥中学教育集团成
立， 育林中学成为了适性育人模式新的
“试验田”。育林中学是一所初中，生源中
的 3/4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学生学
业基础在全区 30 多所初中中处于下游。

在进入教育集团后，学校对标城桥中学这
些年来成功的实践， 及时确定了因校制

宜、以生为本、量才施教、人人成才的教育
策略。在完成上海市教委规定的课程计划
外，每天下午 3点 20分以后，所有学生进
行素质教育活动课程，以社团、拓展课、探
究课形式开展各项活动， 培养学生兴趣，

寻找个性特长，探索职业生涯发展方向。

“学校提供平台，挖掘学生的优势和潜能，

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一技之
长。”沈钢说。

这些年来，城桥中学的体育、艺术、科
技等项目 9次荣获国家级荣誉，成为全国
特色学校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学校适性育人的特色教育给了很多普通
孩子不一样的成才之路，也改变了许多普
通家庭的未来。

去年，学校通过了上海市特色高中建
设项目的初评。市教委主任王平评价道：

“在特色高中创建工作中， 崇明区城桥中
学以艺术、体育为突破口，把普通生源培
养得‘不普通’，成为市民心目中的特色优
质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