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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热点： 

      布伦特原油开盘涨幅迅速扩大至 19%，站上 70 美元/

桶；WTI 原油开涨 13%，现报 62.85 美元/桶。 

 

此前，周六沙特最大原油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导致逾

500 万桶/日产能暂停，由于受影响的产油量占沙特当前产

油量的一半，沙特的石油产出和出口均中断。 

对石油市场而言，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突然中

断，超过了 1990 年 8 月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伊拉克时科威特和伊拉克石油供应的损失。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这也超过了 1979 年伊斯兰革命期

间伊朗石油产量的损失。 

  盛宝银行（Saxo Bank a /S）驻哥本哈根大宗商品策略

主管奥勒-汉森（Ole Hansen）在电子邮件中表示，“在经

济放缓之际，全球经济无法承受更高的油价。” 

  知情人士表示，沙特阿拉伯可以在几天内重启大量停产

的石油生产，但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沙特或其

客户可能会利用石油储备，在短期内维持石油供应。如果

Abqaiq 恢复全部产能需要数周时间，沙特阿美可能会考虑

宣布自己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部分国际货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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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周内国际原油受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和沙特限产支撑，原油期货周线上涨。周内前期，

EIA 原油库存超预期下降为市场带来提振，同时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连续三周录得减少提振油

价，不过中美贸易会谈的消息难以消除市场对贸易局势与经济衰退的忧虑限制油价涨幅，国际

原油持续上涨；周内后期，沙特新任能源部长阿齐兹称将维持沙特限制原油产量以支撑油价的

政策，但是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发布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下调需求预期，投资者担忧加剧，同时

博尔顿被解雇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将放宽对伊朗制裁的消息令原油供应增加，原油先涨后

跌。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周五(9 月 6 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6 日当

周，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再减 4 座至 738 座，连续三周录得下滑同时触及 2017 年 11 月来新

低。更多数据显示，上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活跃钻井总数减少 6 座至 898 座。整体看来，本周

国际原油市场在各方空好消息博弈下，原油价格周线上涨。其中 WTI 期货本周均价 56.76 美元

/桶，较上周上涨 2.42%，较上月上涨 3.50%；本周布伦特期货均价 61.65 美元/桶，较上周上

涨 3.06%，较上月上涨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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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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国内原油期货跌 3.09%，收 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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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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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原油期货市场总持仓金额为 2,038,692.12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53,774.28 万元；原油合约

总持仓量为 46,086 手，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318 手，总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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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2 日，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1911 持仓额为 1,510,732.08 万元，较上一交易

日增加 6,396.08 万元。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1911 持仓量为 34,164 手，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764 手，主力合

约持仓量处在历史平均水平。 

 

1.3 CFTC 持仓：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0 日，CFTC 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2,080,994 张，较上一周减少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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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0 张，较上一周减少 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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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488 张，较上一周增加 40,892 张，当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

的平均水平；其他报告头寸的净持仓量为 207,717 张，较上一周增加 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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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0 日，WTI 原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80,080 张，较上一周增加

3,589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空头持仓为 84,097 张，较上一周增加 5,568 张，非报

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净持仓为-4,017 张，较上一周减少 1,979 张，非报告净持仓处于过去

三年的较低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0 日，IPE 布油 CFTC 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2,444,077 张，较上一周增加

8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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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095 张，较上一周减少 56,201 张，

当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基金净持仓量为 295,929 张，较上一周增加 4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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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17 张，较上一周增加 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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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0 日，IPE 布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47,429 张，较上一周增加

2,655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空头持仓为 41,116 张，较上一周减少 2,423 张，非报

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净持仓为 6,313 张，较上一周增加 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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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3 日，大庆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52.45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09 美元/

桶；胜利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62.31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1 美元/桶；中国南海原油现货价格为 57.77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97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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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3 日，当日 WTI 原油现货价格为 54.85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24 美元

/桶；Brent 原油现货价格为 61.26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增加 0.16 美元/桶；WTI 与 Brent 现货价差为-6.41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4 美元/桶。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3 日，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59.31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1.16 美元/桶；阿

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58.51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0.89 美元/桶。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3 日，ESPO 现货原油价格为 62.49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0.81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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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供需分析 

 

 截止至 2019 年 08 月 31 日，当月我国原油进口数量为 4,217.4 万吨，与上月比增加 113.4 万

吨；当月原油出口数量为 18 万吨，与上月比增加 5 万吨；当月我国原油产量为 1,628.7 万吨，与上月

比增加 18.7 万吨；当月我国原油表观消费量为 5,665.7 万吨，与上月比增加 146.7 万吨。当月我国原

油的进口依存度为 72.08%，自给率为 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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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3 日，本周美国原油活跃钻机数量为 733 部，较上周减少 5 部，原油钻机

占比为 82.73%；美国天然气活跃钻机数量为 153 部，较上周减少 7 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 17.27%；

美国活跃钻机数量合计为 886 部，较上周减少 12 部。 

   

 

 本周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为 93 部，较上周减少 9 部，原油钻机占比为 69.4%；加拿大天然气活

跃钻机数量为 41 部，较上周减少 4 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 69.4%；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合计为 134

部，较上周减少 13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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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3 日，NYMEX 汽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1.55 美元/加仑（折合 65.02 美元/

桶），与上一日比无变化，汽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10.17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平均水平； 

 NYMEX 取暖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187.52 美分/加仑（折合 78.76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减少

0.94 美分/加仑，取暖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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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75 美元/吨（折合 77.67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减少 1 美元/

吨，ICE 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22.82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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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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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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8 元/

吨，与上一日比增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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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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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套利分析 

 

 中国胜利原油现货价格为 449.23 元/桶，胜利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2.67 元/桶，价差较

上一日下跌 1.11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428.41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23.49 元/桶，价差较上

一日下跌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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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3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31.07 元/桶，价

差较上一日下跌 2.59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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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3 日，北海 Brent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60.22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16 美元/桶；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54.85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24 美元/桶；WTI 与 Brent

原油价差为-5.37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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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1 元/桶，较上一日下降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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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3 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6.47 元/桶，处于过去

一年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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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2 日，当日全国汽油现货价格为 7,191 元/吨，航空煤油现货价格为 4,922

元/吨，柴油现货价格为 6,999 元/吨。 

 

 当日 PTA 期货结算价为 5,104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38 元/吨，PTA 与原油的比价为 11.54，比

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当日石油沥青期货结算价为 3,062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68 元/吨，石油沥青与原油的比价为

6.92，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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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甲醇期货的结算价为 2,244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4 元/吨，甲醇与原油的比价为 5.07，比价

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2 日，当日燃料油期货价格为 2,217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40 元/吨，燃

料油与原油期货的比价为 5.01，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2.4.1 库存分析（国际）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6 日，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含战略储备）合计库存为 1,940,775 千桶，

较上周减少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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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068

千桶，较上周减少 6,912 千桶，库存环比下降 1.63%，同比上升 3.63%；库欣地区商业原油库存为

39,328 千桶，较上周减少 798 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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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06 日，美国汽油库存为 228,904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682 千桶；

航空煤油库存为 44,485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1,849 千桶；馏分燃料油库存为 136,226 千桶，

与上周比增加 2,704 千桶；取暖油库存为 11,012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285 千桶；丙烷/丙烯

库存为 97,763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744 千桶；半成品油库存为 95,246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814 千桶；其他油品库存为 225,524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2,098 千桶。 

 

2.5 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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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1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20/21 

 

截止至 2019 年 09 月 13 日，全球原油运输指数（BDTI）为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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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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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国际油轮船价综合指数

（TPI）为 731.86 点，较上周增加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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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 阻力 方向

SC1911 436.5 465 490 上涨 震荡

品种 收盘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3-6个月评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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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最大石油输出国沙特的两处石油设施 9 月 14 日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宣称这次袭击

使该国石油产量减少一半，这意味着将影响近 570 万桶原油日产量，约占世界每日石油产量的

5%，因此袭击立即震动了整个世界。因此，预计国际原油价格短期内会巨幅上涨。 

  美国产油商今年以来已经削减了大约 10%的资本支出。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 8 月累计减少

34 座，创 2019 年 3 月来最大降幅，而 7 月累计减少了 17 座。另一方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

金会的一名高级工作人员 Suzanne DiMaggio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阻

止一切与伊朗相关的外交途径，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斡旋的一项计划。因此，综合利好利

空因素，从中长期来看，预计国际原油价格缓慢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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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且报告并不能完全

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投资风险，我们也无

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货品种买卖的依据，由于该报告

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请谨慎参考。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期货交易

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的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一

切买卖风险自负。 

 

另外，本报告版权仅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不得以任何形式传送、翻版、

复印、刊登、发表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予以其他任何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引用、刊发，须注明出

处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且不得有悖本报告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