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号 
  策略研报<原油> 2019.07.1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1/26 

  

 

原油连续五日下跌，原油价格刷新一个月新低   

<原油>  2019.07.19 

  

 

上海大陆期货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号

明申中心大厦 26楼 

邮编：200030 

电话：021-54071958 

信箱：dlqhyfb@126.com 

 

研究员 

姓名：袁徐超 

从业证号：F0235779 

投资咨询证号：Z0000045 

电话：021-24016152 

邮箱：yuanxuchao_2000@163.com 

助理研究员 

姓名：谭盛中 

从业证号：F3059061 

电话：021-54078059 

邮箱：993822202@qq.com 

 

 

本周热点： 

✦       【伊朗方面提出“实质性措施”以换取美国解除制裁】

伊朗方面表示，若美国愿意永久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将

正式且永久性接受对其核计划的加强式监管。该提案是伊朗

外长扎里夫在访问纽约时提出的，但美国政府对该提议并无

过多兴趣。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要求伊朗作出一系列全面让

步，其中包括停止浓缩铀生产等。伊朗外长扎里夫则坚持表

示，此项提议为伊朗的“实质性举措”。消息公布后，美、

布两油短线上扬，WTI 原油短线反弹 0.6 美元，布伦特原油

短线拉涨 0.7 美元。 

✦          上周（7 月 12 日当周）美国原油产量大幅下降 30 万

桶/天，其中主要原因是墨西哥湾产量的下滑（低 48 州产量

大幅下滑 40 万桶/天）。由于受到飓风影响，海上运营商撤

离生产平台，墨西哥湾原油产量损失高达 138 万桶/天。据

报道，当前墨西哥湾产量并未完全恢复，这也将影响 7 月

19 日当周的美国原油产量。 

✦         上周，美国炼厂开工率环比小幅下降 0.3%至 94.4%，

继续维持高位，美国原油加工量环比也仅下降 6.7 万桶/

天。其中，PADD3(墨西哥湾区)开工率环比下降 1.1%至

95.4%，因飓风 Barry 导致在新奥尔良的 Phillips 66 炼厂

26 万桶/天的炼油产能关闭，同时壳牌的炼厂降低了其 26

万桶/天炼油产能的开工率，近期这两家炼厂逐渐恢复开

工。PADD1 开工率环比下降 0.5%至 69%，因

PES(Philadelphia Energy Solutions)开工率不断下降，据

了解，这家美国东部最大的炼油厂预计将在周一关闭剩余的

炼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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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现在，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朝乐观方向发展但步伐缓慢；同时，美联储大概率降息也动作也逐渐

开始明朗。一旦关于政策不确定性悬念降低，投资者的关注焦点再次落在对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担

忧及其对国际原油需求的影响之上。现阶段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及石油市场中涉及实体经济的指标表

现均差强人意。原油市场投资者对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给原油需求带来的冲击做好准备。建议投资者

对原油持仓在近期内采取谨慎态度，等待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和各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落地

信号；同时，做好防冲击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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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1.1.1 国内期货行情：收盘价 

 

 7 月 19 日，国内原油期货跌 431.4%，收 4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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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中国 INE 指定交割油库原油库存合计 1,860,000 桶，较上一日

减少 330,000 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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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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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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原油期货市场总持仓金额为 3,094,116.56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24,564.96 万元；

原油合约总持仓量为 70,580 手，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1,906 手，总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较高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8 日，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1909 持仓额为 1,833,016.5 万元，较上一

交易日增加 160,753.54 万元。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1909 持仓量为 41,650 手，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4,356 手，主力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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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FTC 持仓： 

 

 

截止至 2019年 07月 09日，CFTC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1,999,766张，较上一周减少

31,403张，总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其中商业净持仓量为 22,672张，较上一周减少

1,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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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37张，较上一周增加

3,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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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12张，较

上一周减少 6,089张，当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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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9 日，WTI 原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79,804 张，较上

一周减少 3,745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空头持仓为 76,986 张，较上一周减

少 1,142 张，非报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净持仓为 2,818 张，较上一周减少 2,603

张，非报告净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09 日，IPE 布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54,245 张，较上一

周增加 4,231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空头持仓为 38,705 张，较上一周增加

3,892 张，非报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净持仓为 15,540 张，较上一周增加 339 张，

非报告净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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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油数据分析 

2.1 现货走势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8 日，大庆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56.09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93 美元/桶；胜利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56.98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99 美元/桶；中国南海

原油现货价格为 61.9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4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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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8 日，当日 WTI 原油现货价格为 55.3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48 美元/桶；Brent 原油现货价格为 61.3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减少 2.68 美元/桶；WTI 与 Brent

现货价差为-6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1.2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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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7 日，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63.72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1.23 美元

/桶；阿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63.48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1.23 美元/桶。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7 日，ESPO 现货原油价格为 65.76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1.57 美元/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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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供需分析 

 

 截止至 2019 年 06 月 30 日，当月我国原油进口数量为 3,957.9 万吨，与上月比减少 65.1

万吨；当月原油出口数量为 13.3 万吨，与上月比增加 9.3 万吨；当月我国原油产量为 1,610 万吨，

与上月比减少 13 万吨；当月我国原油表观消费量为 5,519 万吨，与上月比减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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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12 日，本周美国原油活跃钻机数量为 784 部，较上周减少 4 部，原

油钻机占比为 81.84%；美国天然气活跃钻机数量为 172 部，较上周减少 2 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

17.95%；美国活跃钻机数量合计为 958 部，较上周减少 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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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为 85 部，较上周增加 5 部，原油钻机占比为 72.65%；加拿大天然

气活跃钻机数量为 32 部，较上周减少 8 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 72.65%；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合计

为 117 部，较上周减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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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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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7 日，当日国内 93 号汽油价格为 6,276.1 元/吨，与上一日比上涨

56.6 元/吨；97 号汽油价格为 6,548.5 元/吨，与上一日比增加 58.7 元/吨。柴油批发价格指数为

6,834 元/吨，与上一日比增加 2 元/吨。 

2019 年 06 月，当月国内汽油产量为 1,117.3 万吨，环比下跌 2.3%；煤油产量为 444.5 万吨，

环比上涨 10%；柴油产量为 1,300.5 万吨，环比下跌 9.4%。 

 

2.3 套利分析 

 

中国胜利原油现货价格为 391.8 元/桶，胜利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43.2 元/桶，价差较

上一日上涨 3.21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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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431.61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3.39 元/桶，价差较上

一日上涨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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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42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7.58 元/桶，价

差较上一日上涨 0.91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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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8 日，北海 Brent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61.93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

跌 1.73 美元/桶；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55.3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48 美元/桶；WTI 与

Brent 原油价差为-6.63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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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 元/桶，较上一日上升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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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1.91 元/桶，处于

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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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8 日，当日全国汽油现货价格为 6,495 元/吨，航空煤油现货价格为

4,820 元/吨，柴油现货价格为 6,853 元/吨。 

 

 当日 PTA期货结算价为 5,956元/吨，较上一日上涨 60元/吨，PTA与原油的比价为

13.53，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平均水平。 

 

 当日石油沥青期货结算价为 3,288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54元/吨，石油沥青与原油的比

价为 7.47，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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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甲醇期货的结算价为 2,168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13 元/吨，甲醇与原油的比价为 4.93，

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8 日，当日燃料油期货价格为 2,404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29 元

/吨，燃料油与原油期货的比价为 5.46，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2.4.1 库存分析（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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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2 日，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含战略储备）合计库存为 1,960,047 千桶，较

上周增加 1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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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876

千桶，较上周减少 3,116 千桶，库存环比下降 0.68%，同比上升 10.9%；库欣地区商业原油库存为

50,827 千桶，较上周减少 1,351 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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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2 日，美国汽油库存为 232,752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3,565 千

桶；航空煤油库存为 41,414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378 千桶；馏分燃料油库存为 136,203 千

桶，与上周比增加 5,686 千桶；取暖油库存为 10,355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889 千桶；丙烷/

丙烯库存为 77,477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544 千桶；半成品油库存为 94,336 千桶，与上周比

减少 991 千桶；其他油品库存为 223,644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4,826 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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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汇率分析 

 

 

 2.6 运输指数数据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18 日，全球原油运输指数（BDTI）为 625 点，较上一日减少 2 点，

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为 2,130 点，较上一日增加 66 点，处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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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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国际油轮船价综合指数

（TPI）为 725.88 点，较上周减少 2.68 点，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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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朝乐观方向发展但步伐缓慢；同时，美联储大概率降息也动作也逐渐开

始明朗。一旦关于政策不确定性悬念降低，投资者的关注焦点再次落在对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

及其对国际原油需求的影响之上。现阶段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及石油市场中涉及实体经济的指标表现

均差强人意。原油市场投资者对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给原油需求带来的冲击做好准备。建议投资者对

原油持仓在近期内采取谨慎态度，等待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和各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落地信

号；同时，做好防冲击准备。 

 

 

 

 

 

 

 

 

 

支撑 阻力 方向

SC1909 431.4 400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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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