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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提要： 

 本周油价震荡明显，虽上周减产会议的超预期决议

以及沙特遭遇袭击事件推动下原油价格短线飙升，但随着

多头的了结平仓，以及多头情绪的平缓，价格略有回调。

目前来看油价的上涨动力开始显现乏力，短期维持高位震

荡的可能性加大，市场乐观情绪趋于平缓。倒挂阿曼油

价，倒挂程度较小。截至 3 月 10 日收盘： 4 月 WTI 结算

价涨 0.43 报 64.44 美元 桶，涨幅 0.7% 。 5 月布伦特涨 

0.38 报 67.90 美元 桶，涨幅 0.6% 。 SC2105 跌 9 报 423.5 

元 桶 。3 月 10 日，油价盘中大幅波动近 2 美元 桶。俄罗

斯释放当前油市健康状况言论，且将会从下月开始进行明

显增产。此外，在目前油价水平下，不仅包括俄罗斯，非

欧佩克国家存在继续增产的动力。随后油价短时重挫，但

是媒体进行了增产言论更正，受此消息影响，油价剧烈震

荡为主 。 

 下周来看，油市上涨根基出现松动，短时震荡调整

为主。主要在于市场心态由之前的乐观看涨转变为当前的

谨慎观望。出现这种变化的核心原因便是俄罗斯释放将会

明显增产的信号，虽然随后对言辞进行了修正，但依然无

法阻碍市场对非欧佩克将会增产的疑虑，这无疑对当下油

市过热的看涨情绪进行了降温。当然，只要沙特依然严格

执行减产，油市的基本面并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油市的下

方支撑较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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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情回顾与展望 

1.1 国内期货行情：收盘价 

图 1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03 月 12 日盘中，国内原油期货主力合约涨 1.66%，收 423.2 元/桶。 

图 2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03 月 12 日盘中，国内甲醇期货主力合约涨 0.49%，收 2463 元/吨。 

图 3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03 月 12 日盘中，国内燃油期货主力合约涨 1.53%，收 2583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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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03 月 12 日盘中，国内 PTA 期货主力合约涨 2.87%，收 4590 元/吨。 

 

 1.2 国内期货行情：INE 库存 

图 5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6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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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1 日，中国 INE 指定交割油库原油库存合计 22,022,000 桶，较上一日减

少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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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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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弘润）库存合计 4,660,000 桶，

较上一日减少 300,000 桶；上海洋山油库库存为 1,220,000 桶，较上一日无变化；大连中石油油库库存

6,821,000 桶，较上一日无变化。 

 

 

1.3 资金流向： 

图 7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8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1 日，原油主力合约 SC2104 收盘价为 416.2 元/吨，结算价为 416.3 元/

吨。当前，原油期货市场总持仓金额为 3,588,698.5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26,078.18 万元；原油合

约总持仓量为 85,011 手，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308 手，总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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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0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1 日，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2104 持仓额为 629,528.86 万元，较上一交易

日减少 86,124.89 万元。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2104 持仓量为 15,122 手，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2,003 手，

主力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较低水平。 

 

 

1.4 CFTC 持仓： 

图 11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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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02 日，CFTC 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2,491,831 张，较上一周增加 3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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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31 张，较上一周减少 9,610 张，当前净

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基金净持仓量为 363,391 张，较上一周减少 839 张，当前净持仓量

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其他报告头寸的净持仓量为 155,628 张，较上一周增加 8,018 张，当前净

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 

 

图 13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4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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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02 日，WTI 原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108,149 张，较上

一周增加 3,446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空头持仓为 49,332 张，较上一周增加

2,613 张，非报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净持仓为 58,817 张，较上一周增加 833 张，非

报告净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 

 

一. 原油数据分析 

2.1 现货走势 

图 15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6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0 日，大庆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62.55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97 美

元/桶；胜利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68.82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 美元/桶；中国南海原油现货价

格为 60.4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24 美元/桶。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1 日，当日 WTI 原油现货价格为 66.02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1.58

美元/桶；Brent 原油现货价格为 69.32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增加 2.34 美元/桶；WTI 与 Brent 现货价

差为-3.3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76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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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8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0 日，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65.57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0.88 美元/桶；

阿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65.38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1.13 美元/桶。 

图 19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0 日，ESPO 现货原油价格为 65.83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1.23 美元/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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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供需分析 

图 20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当月我国原油进口数量为 3,847 万吨，与上月比减少 689 万

吨；当月我国原油产量为 1,626.8 万吨，与上月比增加 30.3 万吨。 

图 21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2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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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4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05 日，本周美国原油活跃钻机数量为 310 部，较上周增加 1 部，原

油钻机占比为 76.92%；美国天然气活跃钻机数量为 92 部，较上周无变化，天然气钻机占比为

22.83%；美国活跃钻机数量合计为 403 部，较上周增加 1 部。 

 本周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为 80 部，较上周减少 12 部，原油钻机占比为 56.74%；加拿大

天然气活跃钻机数量为 61 部，较上周减少 10 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 56.74%；加拿大活跃钻机

数量合计为 141 部，较上周减少 22 部。 

图 25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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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7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8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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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1 日，NYMEX 汽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2.12 美元/加仑（折合 89.2 美元/桶），

与上一日比上涨 0.04 美元/加仑，汽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23.18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较高

水平；NYMEX 取暖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195.75 美分/加仑（折合 82.22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增加

4.13 美分/加仑，取暖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16.2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较低水平；ICE 柴油

期货合约的收盘价为 539 美元/吨（折合 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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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图 29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30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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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0 日，当日国内 93 号汽油价格为 6,903.8 元/吨，与上一日比上涨

536.3 元/吨；97 号汽油价格为 7,151.7 元/吨，与上一日比增加 543.4 元/吨。柴油批发价格指数

为 6,327 元/吨，与上一日比增加 12 元/吨。2020 年 12 月，当月国内汽油产量为 1,171.1 万吨，

环比下跌 4.2%；煤油产量为 375.4 万吨，环比下跌 16.1%；柴油产量为 1,301 万吨，环比下跌

11.7%。 

图 30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中国胜利原油现货价格为 455.7 元/桶，胜利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 39.4 元/桶，价差

较上一日上涨 9.24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图 31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434.52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 18.22 元/桶，价差

较上一日上涨 9.22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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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阿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434.71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 18.41 元/

桶，价差较上一日上涨 10.65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图 33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34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1 日，北海 Brent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69.63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1.73

美元/桶；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66.02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1.58 美元/桶；WTI 与 Brent 原油

价差为-3.61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0.15 美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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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E 与 WTI 原油折合人民币价差为-12.63 元/桶，较上一日下降 10.99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

较低水平；INE 原油与 Brent 原油折合人民币价差为-36.09 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11.92 元/桶，处于

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图 35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1 日，当日全国汽油现货价格为 7,528 元/吨，航空煤油现货价格为

3,838 元/吨，柴油现货价格为 6,436 元/吨。 

图 36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当日 PTA 期货结算价为 4,464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48 元/吨，PTA 与原油的比价为

10.72，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图 37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原油> 2021.03.1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16/21 

 当日石油沥青期货结算价为 3,108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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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平。 

图 38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当日甲醇期货的结算价为 2,452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60 元/吨，甲醇与原油的比价为

5.89，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图 39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1 日，当日燃料油期货价格为 2,547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3 元/吨，燃

料油与原油期货的比价为 6.12，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2.4 库存分析（国际） 

图 40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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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05 日，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含战略储备）合计库存为 1,921,071 千桶，

较上周增加 1,319 千桶；其中战略石油储备为 637,773 千桶，较上周无变化；商业原油库存为 498,403

千桶，较上周增加 13,798 千桶，库存环比上升 2.85%，同比上升 10.32%；库欣地区商业原油库存为

48,834 千桶，较上周增加 526 千桶。 

 

 

图 42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43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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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44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05 日，美国汽油库存为 231,603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11,869 千桶；航空

煤油库存为 39,241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545 千桶；馏分燃料油库存为 137,492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5,504 千桶；取暖油库存为 8,811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544 千桶；丙烷/丙烯库存为 64,500 千桶，与上

周比减少 168 千桶；半成品油库存为 92,975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4,398 千桶；其他油品库存为

188,836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476 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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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汇率 

图 44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2.6 运输指数数据 

图 45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46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1 日，全球原油运输指数（BDTI）为 720 点，较上一日增加 14 点，处

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为 1,970 点，较上一日减少 10 点，处于过去三

年的较高水平。截止至 2021 年 02 月 28 日，中国新造油轮价格指数（CNDPI）为 830 点，较上一日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原油> 2021.03.1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20/21 

增加 14 点，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截止至 2021 年 03 月 10 日，国际油轮船价综合指数（TPI）

为 723.13 点，较上周减少 0.17 点，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 

 

四、投资策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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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2104 423.1 395 460 震荡 偏强

品种 收盘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3-6个月评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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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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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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