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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热点： 

✦  【EIA 报告美国原油库存减少】EIA 报告：美国上周原油出

口增加 12 万桶/日至 280.3 万桶/日。美国原油产品四周平

均供应量为 2146.1 万桶/日，较去年同期增加 3.1%。除却

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上周进口 721.8 万桶/日，较前一周减

少 49.6 万桶/日。上周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减少 0 万桶至

1230 万桶/日。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减少 273.2 万

桶至 4.378 亿桶，减少 0.6%。 

 

✦ 8 月 22 日，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2050 年世界与

中国能源展望》报告称，到 2025 年，亚太地区成为世界唯

一原油净进口地区，原油净进口量将达 13.9 亿吨，比 2015

年增长 25.3%；2035 年净进口量达 15.1 亿吨，比 2015 年

增长 36.2%。2050 年，亚太地区仍将承接世界 95%以上的

原油净进口量。 

 

✦ 【伊朗油轮驶离直布罗陀】据天空新闻 18 日报道，自上月

4 日被英国扣押后，伊朗油轮格雷斯 1 号最终驶离直布罗

陀。此前，在直布罗陀宣布释放伊朗油轮后，美国司法部曾

申请阻止，并宣布对格雷斯 1 号发出拘捕令。伊朗外长扎里

夫表示，希望油轮的释放可以缓解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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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本周初英国释放了被扣押的伊朗游轮，这一举动有利于缓解全球的紧张局势。但同时沙特

油田设施遇袭刺激油价上升，周初原油价格连续三天回升。不过综合来看全球经济局势衰退的

形势，长期刺激着投资者的神经。投资者不愿将资产大比例的投资在类似原油这样的风险资

产，致使原油价格走低。近期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不稳定，以及全球经济未显著回升的情况下，

建议投资者谨慎选择入市时机，及时控制仓位，等待明显的入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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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1.1.1 国内期货行情：收盘价 

 

 8 月 23 日，国内原油期货跌 0.3%，收 427.1 元/桶。  

 

 1.1.2 国内期货行情：INE 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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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2 日，中国 INE 指定交割油库原油库存合计 1,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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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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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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2 日，原油主力合约 SC1910 收盘价为 425.7 元/吨，结算价为 428.4 元/吨。 

当前，原油期货市场总持仓金额为 2,049,709.78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04,254.96 万元；原油合约总持仓

量为 47,858 手，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3,032 手，总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平均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2 日，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1910 持仓额为 1,619,009.28 万元，较上一交易

日减少 9,578.62 万元。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1910 持仓量为 37,792 手，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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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13 日，CFTC 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2,059,135 张，较上一周减少 1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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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9 张，较上一周减少 1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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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89 张，较上一周增加 3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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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55 张，较上一周减少 25,237 张，当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

年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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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13 日，WTI 原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72,466 张，较上一周减少

3,693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空头持仓为 83,076 张，较上一周增加 5,365 张，非报

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净持仓为-10,610 张，较上一周减少 9,058 张，非报告净持仓处于过去

三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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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13 日，IPE 布油 CFTC 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2,302,912 张，较上一周增加

3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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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729 张，较上一周增加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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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523 张，较上一周减少 2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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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76 张，较上一周增加 30,800 张，当前净持仓

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13 日，IPE 布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46,322 张，较上一周减少

3,278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空头持仓为 43,593 张，较上一周增加 4,773 张，非报

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净持仓为 2,729 张，较上一周减少 8,051 张，非报告净持仓处于过去三

年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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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油数据分析 

2.1 现货走势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2 日，大庆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53.0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34 美元/桶；胜利

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54.5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63 美元/桶；中国南海原油现货价格为 58.29 美元/

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27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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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2 日，当日 WTI 原油现货价格为 55.35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33 美元

/桶；Brent 原油现货价格为 59.89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减少 0.94 美元/桶；WTI 与 Brent 现货价差为-4.5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61 美元/桶。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2 日，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61.39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0.38 美元/桶；阿

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60.54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0.36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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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2 日，ESPO 现货原油价格为 64.45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0.27 美元/桶。 

2.2 供需分析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31 日，当月我国原油进口数量为 4,103.5 万吨，与上月比增加 145.5 万

吨；当月原油出口数量为 18.3 万吨，与上月比增加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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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16 日，本周美国原油活跃钻机数量为 770 部，较上周增加 6

部，原油钻机占比为 82.35%；美国天然气活跃钻机数量为 165 部，较上周减少 4 部，天

然气钻机占比为 17.65%；美国活跃钻机数量合计为 935 部，较上周增加 1 部。 

  

 

 

 本周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为 101 部，较上周增加 7 部，原油钻机占比为 71.13%；加拿大天然气

活跃钻机数量为 41 部，较上周减少 5 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 71.13%；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合计为

142 部，较上周增加 2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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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2 日，NYMEX 汽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1.55 美元/加仑（折合 64.92 美元/

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01 美元/加仑，汽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9.57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较

低水平； 

 NYMEX 取暖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184.82 美分/加仑（折合 77.62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减少 1.5

美分/加仑，取暖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22.27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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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 柴油期货合约的收盘价为 564 美元/吨（折合 76.22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减少 6.25 美元/

吨，ICE 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20.87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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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21 日，当日国内 93 号汽油价格为 6,667.7 元/吨，与上一日比上涨 73.2

元/吨；97 号汽油价格为 6,995.5 元/吨，与上一日比增加 71.9 元/吨。柴油批发价格指数为 6,726 元/

吨，与上一日比减少 45 元/吨。 

 2019 年 07 月，当月国内汽油产量为 1,140.3 万吨，环比下跌 1.4%；煤油产量为 445.1 万吨，

环比上涨 7.6%；柴油产量为 1,356 万吨，环比下跌 2.4%。 

2.3 套利分析 

 

 中国胜利原油现货价格为 384.45 元/桶，胜利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47.05 元/桶，价差

较上一日上涨 2.55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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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432.74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 1.24 元/桶，价差较上一

日上涨 0.83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阿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426.75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4.75 元/桶，价差

较上一日上涨 0.68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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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2 日，北海 Brent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59.92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38 美元/桶；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55.35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33 美元/桶；WTI 与 Brent

原油价差为-4.57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0.05 美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原油> 2019.08.2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21/28 

 INE 与 WTI 原油折合人民币价差为 41.34 元/桶，较上一日上升 4.21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平

均水平；INE 原油与 Brent 原油折合人民币价差为 9.12 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4.53 元/桶，处于过去一

年的较高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2 日，当日全国汽油现货价格为 6,702 元/吨，航空煤油现货价格为 5,001

元/吨，柴油现货价格为 6,763 元/吨。 

 

 当日 PTA 期货结算价为 5,100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64 元/吨，PTA 与原油的比价为 11.9，比价

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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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石油沥青期货结算价为 3,228 元/吨，较上一日上涨 66 元/吨，石油沥青与原油的比价为

7.54，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当日甲醇期货的结算价为 2,139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9 元/吨，甲醇与原油的比价为 4.99，比价

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2 日，当日燃料油期货价格为 2,209 元/吨，较上一日上涨 21 元/吨，燃

料油与原油期货的比价为 5.16，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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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库存分析（国际）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16 日，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含战略储备）合计库存为 1,960,043 千桶，较上

周增加 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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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778 千

桶，较上周减少 2,732 千桶，库存环比下降 0.62%，同比上升 7.2%；库欣地区商业原油库存为 42,336

千桶，较上周减少 2,485 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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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16 日，美国汽油库存为 234,072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312 千桶；航

空煤油库存为 41,348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680 千桶；馏分燃料油库存为 138,123 千桶，与上周比

增加 2,610 千桶；取暖油库存为 10,477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228 千桶；丙烷/丙烯库存为 90,496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3,987 千桶；半成品油库存为 93,874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429 千桶；其他油

品库存为 226,182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1,421 千桶。 

 

 

2.5 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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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运输指数数据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1 日，全球原油运输指数（BDTI）为 659 点，较上一日增加 2 点，处

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为 2,061 点，较上一日增加 2 点，处于过去

三年的较高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7 月 30 日，中国新造油轮价格指数（CNDPI）为 843 点，较上一日减少 2

点，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21 日，国际油轮船价综合指数（TPI）为 726.21 点，较上周增加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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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 阻力 方向

SC1910 427.1 400 440 弱势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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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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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初英国释放了被扣押的伊朗游轮，这一举动有利于缓解全球的紧张局势。但同时沙特

油田设施遇袭刺激油价上升，周初原油价格连续三天回升。不过综合来看全球经济局势衰退的

形势，长期刺激着投资者的神经。投资者不愿将资产大比例的投资在类似原油这样的风险资

产，致使原油价格走低。近期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不稳定，以及全球经济未显著回升的情况下，

建议投资者谨慎选择入市时机，及时控制仓位，等待明显的入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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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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