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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宏观经济有所反转，原油悲观情绪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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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启动全球最大的石油对冲计划】据悉，墨西哥已率

先向华尔街大型银行机构们提出了 10 亿美元的石油对冲计

划。与此同时，近几日对 2020 年金融石油期权合约的买盘

上升，与这一巨大交易相符。本年度，墨西哥政府的目标

是，在看跌期权上投资 12.3 亿美元，来对其 2019 年的石

油销售收入进行套期保值，保证原油均价不会跌破每桶 55

美元。依照从前惯例，墨西哥一般会买入多达 10 亿美元的

金融头寸，以对其来年的石油收入进行套期保值。而之所以

要进行套期保值操作，是因为石油销售收入是墨西哥政府收

入的首要来源。 

✦ 【美国宣布制裁一个与伊朗石油运输相关的航运网络】美国

财政部 4 日宣布，制裁一个与伊朗石油运输相关的航运网

络。美财政部在声明中说，此次制裁涉及 16 家实体、10 名

个人和 11 艘船只。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

“圣城旅”高官及其他伊朗官员操纵这一航运网络，“非

法”运送并销售伊朗石油。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布赖

恩·胡克当天在美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制裁是

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手段的延续，未来还会出台更多对

伊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经济收入来源、迫使伊朗重回谈判

桌。 

✦ 美国至 8 月 30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477.1 万桶，预期-

248.8 万桶，前值-1002.7 万桶。美国 8 月 30 日当周 EIA

汽油库存-239.6 万桶，预期-175 万桶，前值-209 万桶。美

国 8 月 30 日当周 EIA 精炼厂设备利用率-0.4%，预期-

0.3%，前值-0.7%。美国 8 月 30 日当周 EIA 库欣地区原油

库存-23 万桶，前值-198 万桶。美国 8 月 30 日当周 EIA 精

炼油库存-253.8 万桶，预期 40 万桶，前值-206.3 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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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美国上周原油库存下降、国际贸易关系有所进展以及中东局势紧张等消息令油价得到支

撑。但油价在接近收盘时出现回落。我们可以从行情中看出，投资者虽然受到原油库存下降，

以及国际局势相关消息是的油价盘中提振，但市场仍然对原油需求有所担忧，使得油价在收盘

前回落。而反观美国成品油库存，美国成品油库存和消费数据虽出现利好，但恰逢驾驶旺季渐

至尾声：后续汽油消费将出现下降。中短期，馏分油的需求持续强于汽油。同时，汽油在炼油

产品总量中的占比超过 50%，汽油消费的式微也将拖累炼厂开工率，这是炼厂秋检的逻辑，也

是需要投资需要注意的原油市场的空头因素：原油库存恐由降转增。投资者需警惕季节性转变

以及市场突变带来的风险，近期谨慎入市。短线投资者可选择做多主力合约，但做好止损止盈

方式市场突变带来的巨大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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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1.1.1 国内期货行情：收盘价 

 

 9 月 6 日，国内原油期货涨 1.12%，收 443.3 元/桶。  

 

 1.1.2 国内期货行情：INE 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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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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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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原油期货市场总持仓金额为 2,114,867.08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45,558.14 万元；原油合约

总持仓量为 47,778 手，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274 手，总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较高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6 日，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1910 持仓额为 891,018.8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减

少 84,508.88 万元。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1910 持仓量为 19,978 手，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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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27 日，CFTC 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2,003,007 张，较上一周增加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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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9 张，较上一周减少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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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81 张，较上一周减少 26,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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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69 张，较上一周增加 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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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WTI 原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71,300 张，较上一周增加

2,716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空头持仓为 80,505 张，较上一周增加 3,099 张，非报

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净持仓为-9,205 张，较上一周减少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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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IPE 布油 CFTC 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2,365,733 张，较上一周增加

15,058 张，总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其中商业净持仓量为-611,228 张，较上一周减少 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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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150 张，较上一周增加 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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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67 张，较上一周增加 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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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IPE 布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48,736 张，较上一周增加

2,595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空头持仓为 44,775 张，较上一周增加 2,604 张，非报

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净持仓为 3,961 张，较上一周减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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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05 日，大庆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53.37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1.88 美元/

桶；胜利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63.48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2.09 美元/桶；中国南海原油现货价格为

58.66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1.79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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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5 日，当日 WTI 原油现货价格为 56.3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04 美元/

桶；Brent 原油现货价格为 62.89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增加 2.03 美元/桶；WTI 与 Brent 现货价差为-6.59 美

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99 美元/桶。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5 日，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59.5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2.09 美元/桶；阿联

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58.54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1.81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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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5 日，ESPO 现货原油价格为 62.67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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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本周美国原油活跃钻机数量为 742 部，较上周减少 12

部，原油钻机占比为 82.08%；美国天然气活跃钻机数量为 162 部，较上周无变化，天然

气钻机占比为 17.92%；美国活跃钻机数量合计为 904 部，较上周减少 12 部。 

 据贝克休斯，8 月 30 日当周，美国钻机数环比下降 12 台至 904 台，同比下降 144

台。其中，石油钻机数环比减少 12 台至 42 台；天然气钻机数与上周持平。 

 904 台钻机中，按照海陆划分，876 台为陆上钻机（环比下降 11 台），0 台内陆水域

钻机（环比下降 1 台）和 28 台离岸（海上）钻机（与上周持平）；按照钻井类型划分，

70 台为定向井（环比增加 1 台），784 台为水平井（环比下降 13 台），50 台为垂直井

（与上周持平）。 

 按州划分，德克萨斯州钻机数减少 5 台至 441 台，新墨西哥州钻机数减少 1 台至 108

台，俄克拉荷马州钻机数减少 2 台至 80 台，北达科塔州钻机数增加 3 台至 51 台。 

 按产油盆地划分，Permian 盆地石油钻机数减少 5 台至 429 台，DJ-Niobrara 石油钻

机数减少 2 台；Eagle ford、Cana Woodford 盆地、墨西哥湾石油钻机数与上周持平，

Williston 盆地石油钻机数增加 3 台，其他较小的盆地石油钻机数共减少 7 台。 

 此前，美国最大的独立页岩生产商 Concho Resources 承认了油井过于密集不利于产

量增加。这将削弱页岩钻井活动对钻机数的要求。 

 另外，油价长时间处于低位，损害了页岩生产商们本已捉襟见肘的现金流。因此，

页岩生产商们关注的重心从产量提高转向盈利增长。美国金融服务公司 Cowen&co 表

示，其跟踪的 E&P 公司们 2019 年钻井和完井的资本支出比 2018 年下降了 5%：其中预

计独立页岩油生产商 2019 年将下降 11%。 

 另外一种极端的现象是：申请破产的私营或者较小的石油公司数量也在增加。由于

这些公司通过扩大债务来提高产量，但油价长期处于低位，已经持续多年的微薄回报令投

资者对盈利增长的前景感到失望。因此，尽管一些公司也在努力偿还债务，但总体上惠誉

评级的拥有垃圾级债券的能源公司债务违约率上升至 2017 年以来的最高，申请破产的公

司数量也在增加。 

 这就是美国页岩公司面临的挑战。因此，美国钻机数连续下降并不令人意外：截至

8 月 30 日当周，美国钻机数已连续第 9 个月下降至 2017 年 11 月 3 日当周以来的最低水

平。 

 据最近的 eia 周度数据，美国原油产量创下了 1250 万桶/天的历史新高，这主要是因

为，生产商们通过消耗库存井（DUC）来使完井（Completed）数量增加。但国金能化认

为，消耗库存井的做法难以持久。投资者需要注意：由于钻机数的持续下降导致的新钻井

（Drilled）减少将会触发未来完井数量和原油产量增速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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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为 105 部，较上周增加 10 部，原油钻机占比为 70%；加拿大天然气活

跃钻机数量为 45 部，较上周增加 1 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 70%；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合计为 150 部，

较上周增加 1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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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5 日，NYMEX 汽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1.54 美元/加仑（折合 64.86 美元/

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01 美元/加仑，汽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8.56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较

低水平； 

 NYMEX 取暖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188.21 美分/加仑（折合 79.05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增加 0.5

美分/加仑，取暖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22.75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ICE 柴油期货合约的收盘价为 576 美元/吨（折合 77.8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增加 0.5 美元/

吨，ICE 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21.54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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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04 日，当日国内 93 号汽油价格为 6,792.7 元/吨，与上一日比上涨 53.3

元/吨；97 号汽油价格为 7,109 元/吨，与上一日比增加 45.5 元/吨。柴油批发价格指数为 6,835 元/

吨，与上一日比增加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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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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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胜利原油现货价格为 449.77 元/桶，胜利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 11.37 元/桶，价差

较上一日上涨 0.35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421.57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16.83 元/桶，价差较上

一日上涨 0.36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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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414.77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23.63 元/桶，价差较

上一日下跌 1.62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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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5 日，北海 Brent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60.95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25 美元/桶；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56.3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04 美元/桶；WTI 与 Brent 原

油价差为-4.65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0.21 美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INE 与 WTI 原油折合人民币价差为 39.5 元/桶，较上一日上升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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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12.69 元/桶，处于过去

一年的较高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6 日，当日全国汽油现货价格为 6,917 元/吨，航空煤油现货价格为 4,922

元/吨，柴油现货价格为 6,867 元/吨。 

 

 当日 PTA 期货结算价为 5,210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6 元/吨，PTA 与原油的比价为 1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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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8 元/吨，较上一日上涨 6 元/吨，石油沥青与原油的比价为

6.97，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平均水平。 

 

 当日甲醇期货的结算价为 2,194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21 元/吨，甲醇与原油的比价为 4.92，比

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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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6 日，当日燃料油期货价格为 2,224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1 元/吨，燃料

油与原油期货的比价为 4.99，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2.4.1 库存分析（国际） 

 

 本周美国原油库存总体下降 1002 万桶，创 5 周来最大单周降幅；此外，本周汽油库

存下降 209 万桶，本报告期较去年同期略低。本周美国原油美国原油库存降幅超过预期，

成品油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美国资本管理负责人表示，沙特对美国原油出口减少是美国

商业原油库存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 8 月 27 日欧佩克部长发布公告指出，欧佩克

及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 7 月份减少的原油产量高达协议减产额度的 159%，是

自今年年初协议生效以来的最高值。限产的较高执行程度抵消了由经济增长担忧导致的市

场不确定性。 

 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导致的不确定性依然不利于全球石油需求，并持续打击投资

者信心，最新 EIA 库存数据出炉后，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仍旧调低了对今年和明年的原

油需求预测，提示投资者不要对单周库存指标盲目乐观。 

 本报告期，美国商业原油库存下降 1002 万桶，降幅扩大，但整体水平仍高于 5 年均

线，较去年同期偏高；汽油库存下降 209 万桶。本周库欣库存为 4035 万桶，下降 198 万

桶，连降 8 周。中东浮仓原油库存为 634 万桶，较上一报告期增加 352 万桶，大幅低于三

年均线，略高于去年同期。7 月中国战储+商储原油库存增速加快，中国山东港口库存稳

步增长。 

        全球运输中的原油库存为 10.03 亿桶，较上一报告期减少 1929 万桶，高于三年平

均，大幅低于去年同期，受地缘政治及贸易战影响，本报告期全球原油运输量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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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30 日，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含战略储备）合计库存为 1,943,914 千桶，较上周减少

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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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980 千桶，较上周减

少 4,771 千桶，库存环比下降 1.12%，同比上升 4.24%；库欣地区商业原油库存为 40,126 千桶，较上周减少

230 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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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30 日，美国汽油库存为 229,586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2,396 千桶；

航空煤油库存为 42,636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939 千桶；馏分燃料油库存为 133,522 千桶，与上周

比减少 2,538 千桶；取暖油库存为 10,727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684 千桶；丙烷/丙烯库存为

97,019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2,862 千桶；半成品油库存为 96,060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1,959 千

桶；其他油品库存为 223,426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197 千桶。 

 

 

 

 

 

2.5 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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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运输指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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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5 日，全球原油运输指数（BDTI）为 676 点，较上一日增加 9 点，处

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为 2,499 点，较上一日减少 19 点，处于过去

三年的较高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30 日，中国新造油轮价格指数（CNDPI）为 839 点，较上一日减少 4

点，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4 日，国际油轮船价综合指数（TPI）为 729.48 点，较上周增加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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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 阻力 方向

SC1910 443.3 420 470 震荡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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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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行情展望 

 美国上周原油库存下降、国际贸易关系有所进展以及中东局势紧张等消息令油价得到支

撑。但油价在接近收盘时出现回落。我们可以从行情中看出，投资者虽然受到原油库存下降，

以及国际局势相关消息是的油价盘中提振，但市场仍然对原油需求有所担忧，使得油价在收盘

前回落。而反观美国成品油库存，美国成品油库存和消费数据虽出现利好，但恰逢驾驶旺季渐

至尾声：后续汽油消费将出现下降。中短期，馏分油的需求持续强于汽油。同时，汽油在炼油

产品总量中的占比超过 50%，汽油消费的式微也将拖累炼厂开工率，这是炼厂秋检的逻辑，也

是需要投资需要注意的原油市场的空头因素：原油库存恐由降转增。投资者需警惕季节性转变

以及市场突变带来的风险，近期谨慎入市。短线投资者可选择做多主力合约，但做好止损止盈

方式市场突变带来的巨大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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