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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热点： 

✦ 截至 7 月 3 日该周，美国石油钻探商削减了五座钻井平

台，使总数降至 788 座；过去一年，美国创纪录的原油产

量令油价承压。但美国原油库存降幅不及预期，限制了油价

涨幅。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28

日当周美国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减少 108.5 万桶至

4.685 亿桶，减少 0.2%；上周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增加 10 万

桶至 1220 万桶/日，美国国内原油产量连续 3 周录得下滑

后本周录得增长。 

 

✦ 据今日油价 7 月 3 日报道，能源数据提供商 KPLER 报告

称，上个月欧佩克原油出口较 5 月份增加 76.1 万桶/天，达

到 2370 万桶/天。5 月份，今年 5 月，欧佩克石油日产量

降至 2200 万桶以下。这一增长得益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和伊拉克的强劲出口，6 月份沙特阿拉伯的出口量增加了约

13.5 万桶/天。上个月伊拉克的出口量增加了 10 万桶/天，

但阿联酋原油出口量增幅最大，超过 40 万桶/天。6 月，伊

朗出口再次大幅下降，从 46.9 万桶/天到仅 51.5 万桶/天。

尽管委内瑞拉和利比亚都在 6 月份增加了装船量。委内瑞拉

的出口量从 5 月的 88.3 万桶/天增至 6 月的 96.8 万桶/天，

利比亚 6 月的出口量为 110 万桶/天，高于 5 月的 97.4 万

桶/天。由于欧佩克+减产协议和委内瑞拉和伊朗因制裁而非

自愿减产的双重影响，卡特尔的出口量比去年 6 月的低

357.7 万桶/天。 

http://114.80.154.45/SmartReaderWeb/SmartReader/?type=1&id=468242159&fav=1&lan=cn&dla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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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上周，中美两国首脑大阪会晤的结果提振了市场信心，WTI 一度冲击 60 美元/桶，创下 

5 周新高。随着乐观情绪的释放，油价回调调整。回顾原油价格的月度变化，我们可以还原出

原油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变化主线：从中美贸易谈判僵局的极度悲观到大阪首脑会谈释放积极信

号的有限乐观再到大阪会谈之后被双方谈判前景的不确定性锁定，而这不确定性导致油价再次

进入调整窗口。中美博弈棋至中盘，由于贸易战已经对两个经济产生了实际负面影响，双方在

经济压力不断累加的背景下，有可能用更加冷静和务实的态度考虑双方诉求。虽然短期之内，

双方贸易僵局不可能出现大的逆转，但却产生了积极发展的契机，这对重压投资者的宏观和原 

油需求不确定性来说，无疑是对利好面的推动。 

 

✦        风险点： 

1.中美贸易战仍是关注重点，随着贸易战进入中段缓和阶段，投资者需警惕贸易战风向的突

然转换。 

2.全球原油需求疲软依然是压制原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但下降持续力度有限，加之各

OPEC 国家进行限产活动，对油价下跌也有所缓解，虽目前处在低谷，但仍需警惕油价需求的

爆发。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号 
  策略研报<原油> 2019.06.28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3/26 

 

 

 

 

 

 

 

 

 

目录 

 

 

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二. 原油数据分析................................................................................................................................  

三. 相关市场信息................................................................................................................................  

四. 投资策略........................................................................................................................................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号 
  策略研报<原油> 2019.06.28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4/26 

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1.1.1 国内期货行情：收盘价 

 

 7 月 05 日，国内原油期货涨 0.23%，收 432.1元/桶。  

 

 1.1.2 国内期货行情：INE 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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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中国 INE 指定交割油库原油库存合计 1,611,000 桶，较上一日

无变化；其中浙江油库（包括中国石化册子岛、中化兴中和中油大榭）库存合计 0 桶，较上一日无

变化；山东油库（包括青岛董家口、中国石化日照）库存合计 0 桶，较上一日无变化；上海洋山油

库库存为 903,000 桶，较上一日无变化；大连中石油油库库存 47,000 桶，较上一日无变化。 

 

1.2 资金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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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原油主力合约 SC1908 收盘价为 430.4 元/吨，结算价为 431.1

元/吨。当前，原油期货市场总持仓金额为 2,604,150.74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301,888.02 万

元；原油合约总持仓量为 60,264 手，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6,816 手，总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较高水

平。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1908 持仓额为 1,381,416.84 万元，较上

一交易日减少 236,595.96 万元。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1908 持仓量为 32,044 手，较上一交易日减

少 5,410 手，主力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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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FTC 持仓： 

 

 

截止至 2019 年 06 月 25 日，CFTC 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2,004,961 张，较上一周增加

1,343 张，总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其中商业净持仓量为 22,377 张，较上一周增加

10,510 张，当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基金净持仓量为 161,211 张，较上一周增加

8,532 张，当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其他报告头寸的净持仓量为 217,592 张，较上

一周增加 7,184 张，当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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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19 年 06 月 25 日，WTI 原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76,092 张，较上

一周减少 2,576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空头持仓为 79,987 张，较上一周增

加 901 张，非报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净持仓为-3,895 张，较上一周减少 3,477 张，

非报告净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6 月 25 日，IPE 布油 CFTC 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2,391,962 张，较上一周

增加 32,418 张，总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其中商业净持仓量为-569,564 张，较上一周

减少 14,610 张，当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基金净持仓量为 265,781 张，较上一周

减少 15,087 张，当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其他报告头寸的净持仓量为-168,643 张，

较上一周增加 17,447 张，当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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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6 月 25 日，IPE 布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48,100 张，较上

一周减少 2,077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空头持仓为 37,441 张，较上一周减

少 6,141 张，非报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净持仓为 10,659 张，较上一周增加 4,064

张，非报告净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 

二. 原油数据分析 

2.1 现货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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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大庆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56.1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1.04 美元/桶；胜利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56.87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1 美元/桶；中国南海原油

现货价格为 60.77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86 美元/桶。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当日 WTI 原油现货价格为 56.8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54 美元/桶；Brent 原油现货价格为 6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增加 0.63 美元/桶；WTI 与 Brent 现

货价差为-7.2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17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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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62.29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0.98 美元

/桶；阿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61.86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1.19 美元/桶。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ESPO 现货原油价格为 64.55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0.72 美元/

桶。 

2.2 供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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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5 月 31 日，当月我国原油进口数量为 4,023 万吨，与上月比减少 350 万

吨；当月原油出口数量为 4 万吨，与上月比减少 28 万吨；当月我国原油产量为 1,623 万吨，与上

月比增加 51.9 万吨；当月我国原油表观消费量为 5,610 万吨，与上月比减少 302.1 万吨。当月我国

原油的进口依存度为 72.21%，自给率为 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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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6 月 28 日，本周美国原油活跃钻机数量为 793 部，较上周增加 4 部，原

油钻机占比为 82.01%；美国天然气活跃钻机数量为 173 部，较上周减少 4 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

17.89%；美国活跃钻机数量合计为 967 部，较上周无变化。 

 

 本周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为 84 部，较上周增加 4 部，原油钻机占比为 67.74%；加拿大天然

气活跃钻机数量为 40 部，较上周增加 1 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 67.74%；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合计

为 124 部，较上周增加 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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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3 月，当月全球陆地活跃钻机为 1,943 部，较上月减少 91 部；当月全球海

上活跃钻机为 270 部，较上月减少 2 部,；当月全球活跃钻机为 2,213 部，月度环比减少 93 部。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3 日，当日国内 93 号汽油价格为 6,219.5 元/吨，与上一日比下跌

9.8 元/吨；97 号汽油价格为 6,489.8 元/吨，与上一日比减少 15.2 元/吨。柴油批发价格指数为

6,642 元/吨，与上一日比增加 21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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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套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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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贴水方面，阿联酋迪拜原油和上扎库姆原油、阿曼原油、卡塔尔海洋油为 0 元/桶，也门马西

拉原油升水为 5 元/桶，伊拉克巴士拉轻油和中国胜利原油贴水为 5 元/桶。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当日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431.1 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0.9 元/桶。

中国胜利原油现货价格为 390.73 元/桶，胜利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40.37 元/桶，价差较上

一日上涨 8.14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427.96 元/桶，阿曼原油现

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3.14 元/桶，价差较上一日上涨 8.03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平均水平；阿

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425.01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6.09 元/桶，价差较上

一日上涨 9.47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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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北海 Brent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63.3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52 美元/桶；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56.8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54 美元/桶；WTI 与 Brent

原油价差为-6.5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0.02 美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INE 与 WTI 原油折合人民币价差为 40.86 元/桶，较上一日上升 2.44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

的较高水平；INE 原油与 Brent 原油折合人民币价差为-3.8 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2.26 元/桶，处于

过去一年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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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当日全国汽油现货价格为 6,286 元/吨，航空煤油现货价格为

5,223 元/吨，柴油现货价格为 6,671 元/吨。PTA 期货结算价为 6,292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96 元/

吨，PTA 与原油的比价为 14.6，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当日甲醇期货的结算价为 2,326 元

/吨，较上一日下跌 4 元/吨，甲醇与原油的比价为 5.4，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当日燃料油期货价格为 2,767 元/吨，较上一日上涨 14 元

/吨，燃料油与原油期货的比价为 6.42，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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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库存分析（国际） 

 

 

       截止至 2019 年 06 月 21 日，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含战略储备）合计库存为 1,949,705

千桶，较上周减少 11,886 千桶；其中战略石油储备为 644,818 千桶，较上周无变化；商业原

油库存为 469,576 千桶，较上周减少 12,788 千桶，库存环比下降 2.65%，同比上升

12.71%；库欣地区商业原油库存为 51,836 千桶，较上周减少 1,746 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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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6 月 28 日，美国汽油库存为 230,642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1,583 千

桶；航空煤油库存为 39,382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455 千桶；馏分燃料油库存为 126,788 千

桶，与上周比增加 1,408 千桶；取暖油库存为 9,202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134 千桶；丙烷/丙

烯库存为 77,174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1,308 千桶；半成品油库存为 97,400 千桶，与上周比

减少 804 千桶；其他油品库存为 215,995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2,558 千桶。 

2.5 汇率分析 

 

 

 2.6 运输指数数据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号 
  策略研报<原油> 2019.06.28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24/26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4 日，全球原油运输指数（BDTI）为 652 点，较上一日减少 8

点，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为 1,700 点，较上一日增加 151

点，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截止至 2019 年 06 月 30 日，中国新造油轮价格指数

（CNDPI）为 845 点，较上一日减少 1 点，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3 日，国际油轮船价综合指数（TPI）为 731.98 点，较上周增加 1.79 点，处于过去三年的平

均水平。投资策略 

5.1 趋势研判 

商品投资评级与相关定义：       

 

 

未来一周评级：以报告发布日当天分析师（研究员）对未来一周内商品的预期涨跌幅

度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震荡：预期未来一周涨幅在-3%～3%之间；上涨/下

跌：预期未来一周涨幅大于 3%/小于-3%。 

未来 3-6 个月评级：以报告发布日当天分析师（研究员）对未来 3-6 个月内商品的预

期涨跌幅度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买入：预期涨幅大于 15%；中性偏多：预

期涨幅在 5%～15%之间；震荡：预期涨幅在 -5%～5%之间；中性偏空：预期涨幅在 -

15%～-5%之间；卖出：预期涨幅小于-15%。 

 

5.3 行情展望 

 上周，中美两国首脑大阪会晤的结果提振了市场信心，WTI 一度冲击 60 美元/桶，创下 

5 周新高。随着乐观情绪的释放，油价回调调整。回顾原油价格的月度变化，我们可以还原出

支撑 阻力 方向

SC1908 432.1 410 465 震荡 中性偏空

品种 收盘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3-6个月评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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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变化主线：从中美贸易谈判僵局的极度悲观到大阪首脑会谈释放积极信

号的有限乐观再到大阪会谈之后被双方谈判前景的不确定性锁定，而这不确定性导致油价再次

进入调整窗口。中美博弈棋至中盘，由于贸易战已经对两个经济产生了实际负面影响，双方在

经济压力不断累加的背景下，有可能用更加冷静和务实的态度考虑双方诉求。虽然短期之内，

双方贸易僵局不可能出现大的逆转，但却产生了积极发展的契机，这对重压投资者的宏观和原 

油需求不确定性来说，无疑是对利好面的推动。 

 

 

5.2 风险提示 

1.中美贸易战仍是关注重点，随着贸易战进入中段缓和阶段，投资者需警惕贸易战风向的突然

转换。 

2.全球原油需求疲软依然是压制原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但下降持续力度有限，加之各

OPEC 国家进行限产活动，对油价下跌也有所缓解，虽目前处在低谷，但仍需警惕油价需求的

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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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大陆期货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26 楼 

电话：021-5407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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