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纪元期货 · 策略周报 

投资有风险 理财请匹配 1 

 

     

 
 
【新纪元期货·策略周报】   

【2021年 1月 8 日】 

     

品种研究 
 
沥青：成本支撑博弈需求疲弱，续涨空间受限 

 

 

张伟伟  

分析师 

执业资格号：F0269806 

投资咨询证：Z0002792 

电 话：0516-83831165 

Email：zhangweiwei 

@neweraqh.com.cn 

 

中国矿业大学理学硕士，郑商所高

级分析师，主要负责能源化工板块

的分析研究工作，精通产业链，善

于结合基本面与技术面把握商品运

行趋势和节奏。 

 

 

 

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表 1 原油及沥青期现货价格本周变动（单位：美元/桶，人民币/桶，元/吨）   

项  目 12月 31日 

1月 8日 

15:00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2102 收盘价 301.70 336.50 +34.8 +11.53% 

布伦特原油主力收盘价 51.72 54.74 +3.02 +5.84% 

WTI原油主力收盘价 48.42 51.16 +2.74 +5.66% 

BU2106 收盘价 2544 2722 +178 +7.00%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510 2510 +0 +0% 

华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800 2780 -20 -0.71%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沙特自愿额外减产 100 万桶/日 

1 月 5 日，以沙特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佩克+达成 2021 年 2月的产油协议。草案声明称，

欧佩克+同意在 2 月和 3 月分别增产 7.5 万桶/日，因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提高产量。沙特将

在 2 月份和 3 月份自愿地单边减产石油 100 万桶/日，自 2月 1 日开始，沙特的石油产量将是

812.5 万桶/日。除沙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外，欧佩克+所有产油国将维持产油政策不变。

总的来看，2 月欧佩克+不但没有增产，反而靠着沙特的自愿减产，实质上大幅增加了减产力

度。据悉，欧佩克+将在 2 月举行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在 3 月份

举行完整会议；在下一次欧佩克+会议上，成员国将决定 4 月份的石油产量政策。 

（2）美国政治动荡增加市场波动风险 

北京时间 1 月 7 日凌晨，特朗普出席其支持者游行，并在美国白宫前向示威群众讲话。

特朗普在讲话中称他将“绝对不会承认败选”。在讲话活动之后，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在首都华

盛顿举行了大规模的支持特朗普和反对拜登当选的示威游行活动。在国会山附近，示威者试

图冲过金属围栏，并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被迫使用了防狼喷雾、喷水枪等以用来驱散示威

人群。 

（3）欧洲新一轮封锁推迟燃料需求复苏 

英国周二启动第三轮新冠疫情封锁措施，要求民众待在家中，政府呼吁在大规模接种疫

苗扭转局面之前，在全国范围采取最后一次重大行动来控制病毒。虽然德国已经执行了数周

严格的“硬性封锁令”，但疫情始终未见明显好转，因此决定收紧当前的“硬性封锁令”并延

长至 1 月底。牛津严格指数评估了学校和工作场所关闭以及履行禁令等指标，该指数显示，

欧洲大部分地区目前受到最严格的限制。 

（4）EIA 周报：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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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大幅下降，成品油库存显著增加。EIA 数据显示，截止 1 月 1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锐减 800 万桶，创去年

8 月以来最大单周降幅，远超分析师预估降幅 210 万桶。当周炼厂原油加工量上升 8.9 万桶/日，产能利用率上升 1.3 个百分点至

80.7%。截止 1月 1 日当周，美国汽油库存增加 450 万桶，创 2019 年 4 月以来最大单周增幅，且高于预估增幅 150 万桶。包括柴

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增加 640 桶，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230 万桶。 

图 1. EIA 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单位：千桶）  图 2. 沥青开工率（单位：%）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5）隆众：2021 年国内沥青产能将高达 7235 万吨 

隆众数据显示，2020 年国内沥青产能高达 7005 万吨，同比去年增加 25.7%。预计 2021 年产能有望高达 7235 万吨，同比增加

230 万吨或 3.3%。 

（6）供应回稳，需求转弱，库存维持高位 

本周东北、华东及华南西南多套装置提高负荷，带动厂家库存增加；社会库存去库节奏放缓，整体库存水平仍明显高于往年。

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截止 1月 6 日，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46.9%，较前一周三回升 4.2个百分点；25 家样本沥青厂家库存 71.3

万吨，环比增加 18.2%，同比增加 66.6%；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56.84 万吨，环比减少 0.4%，同比增加 82.8%。下周整体供应

无明显变化，北方个别地炼或停工检修；受寒潮天气影响，下游需求呈现下降趋，北方终端施工基本停滞，南方终端按需采购，

库存累库风险增加。 

图 3. 沥青库存率（单位：%）  图 4. 国内沥青社会库存（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隆众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隆众  新纪元期货研究 

3.小结 

OPEC+达成减产协议且沙特主动扩大减产额度，对油价带来提振作用，WTI 原油站稳 50 美元/桶关口，成本端支撑强劲。自身

基本面而言，受寒潮天气影响，下游需求呈现下降趋势，而炼厂开工相对稳定，累库风险增加，供需基本面制约沥青反弹空间。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本周内外盘原油大幅反弹。沙特主动扩大减产额度，提振市场信心，周二至周五国际原油持续走强，截止 1 月 8 日 15:00，WTI

原油主力合约报价 51.16 美元/桶，较 12 月 31 日收盘上涨 5.66%；布伦特原油主力报价 54.74 美元/桶，较 12 月 31 日收盘上涨

5.84%；国内原油主力合约 SC2102 报收于 336.5 元/桶，较 12 月 31 日收盘上涨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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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原油带来成本支撑，本周沥青震荡上行，截止周五主力合约 BU2106 报收于 2722 元/吨，较 12月 31 日上涨 7%。 

2. 趋势分析    

从 WTI 原油主连日 K 线图来，原油站稳 50 美元/桶关口，短线反弹目标指向 55 美元/桶。从沥青 2106日 K 线图来看，波段反

弹思路对待，关注 2800 元/吨技术压力。 

图 5.WTI主连日 K 线图  图 6. BU2012日 K 线图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纪元期货研究 

三、观点与期货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成本重心上移，但基本面缺乏支撑，沥青被动跟随原油波动。 

短期展望： 

OPEC+达成减产协议且沙特主动扩大减产额度，对油价带来提振作用，WTI 原油站稳 50 美元/桶关口，成本端支撑强劲。自身

基本面而言，受寒潮天气影响，下游需求呈现下降趋势，而炼厂开工相对稳定，累库风险增加，供需基本面制约沥青反弹空间，

反弹波段短线思路对待。 

2.操作建议 

多单继续持有，关注 2800 压力突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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