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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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2 日 

6月 19 日 

17:00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2008 收盘价 280.4 299.30 +18.90 +6.74% 

布伦特原油 07 合约收盘价 39.04 42.8 +3.76 +9.63% 

WTI原油 07 合约收盘价 36.56 40.30 +3.74 +10.28% 

BU2012 收盘价 2526 2626 +100 +3.96%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475 2475 +0 +0% 

华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535 2535 +0 +0%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OPEC 月报：5 月兑现 84%的减产承诺，预期需求逐渐复苏 

OPEC 月报显示，5 月 OPEC 原油产量减少 630 万桶至 2419.5 万桶/日，减产执行率为 84%，

高于一些分析师的预估。OPEC月报预计，2020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减少 907 万桶/日，较上

月持平；下半年需求将减少 640 万桶/日，明显好于上半年预期的下降 1190 万桶/日，需求将

逐步复苏。不过 OPEC 将 2020年市场对其需求的预估下调至 2360 万桶/日，较上月预估减少

70 万桶/日，表明需要自 5 月水平减少大约 60 万桶/日才能避免供应过剩。 

（2）OPEC+敦促减产合规，未决定延长减产 

OPEC+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JMMC）周四强调完全遵守减产协议的重要性，要求部分产

油国在未来几个月弥补 5 月未完成的减产承诺。不过 IMMC 会议没有讨论将创纪录的减产幅度

延长至 7 月以后，下次会议将在 7 月 15 日召开。 

（3）IEA 月报：小幅上调 2020 年石油需求预估 

国际能源署(IEA)在其月度报告中预测，2020 年石油需求将为 9170 万桶/日，比 5 月报告

中的预测高出 50 万桶/日，理由是封锁措施实施期间的消费量高于预期；尽管如此，该机构

表示，受疫情影响，航班减少意味着全球需求在 2022 年之前不会回到大流行前的水平。 

（4）新冠病例数猛增激发需求担忧 

市场对于燃料需求前景仍存隐忧，近期包括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

内的美国几个州新增确诊病例大幅增加。 

（5）EIA 周报：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馏分油库存下降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而汽油和馏分油库存下滑。EIA 数据显示，截止 6 月 12 日

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121.5 万桶，至 5.3928 亿桶，分析师预期为减少 15.2 万桶。库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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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下滑 260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减少 135.80 万桶至 1.74471 亿桶，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240 万桶；汽油库存下

滑 166.6 万桶，分析师预估为下滑 1.7 万桶。当周原油产量下降 600 万桶/日至 1050 万桶/日，部分是由于热带风暴导致海上原油

生产关闭。上周净进口量下降 24.5 万桶/日。当周炼厂产能利用率上升 0.7 个百分点，原油加工量增加 11.6 万桶/日。  

图 1. EIA 原油及汽油库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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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炼厂开工回升，降雨影响需求，下周仍将缓慢累库 

华南和华东地区有装置复产，本周炼厂开工率继续增加；受全国大范围降雨影响，整体需求走弱，现货出货有所放缓，炼厂

库存增加。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截止 6 月 18 日，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52.2%，较前一周四回升 1.0 个百分点；25 家样本沥青

厂家库存 61.1 万吨，环比增加 5.16%，同比下降 25.46%；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89.15 万吨，环比减少 1.93%，同比增加 5.79%。

供给端来看，山东地区齐鲁石化计划 6 月 19 日复产沥青，华东地区宁波科元复产沥青，市场整体供应较为稳定；需求端来看，

未来南方继续大范围降雨为主，雨水导致市场刚需放缓，部分贸易商采购积极性走低，预计下周仍将缓慢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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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方面，OPEC+对减产立场坚定，要求伊拉克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在未来几个月弥补 5 月未完成的减产承诺，供应端支撑强

劲，WTI 原油再度冲击 40 美元/桶；不过第二波疫情担忧制约油价反弹空间，40 美元/桶关口或有强势震荡。 

沥青自身基本面而言，山东及华东地区装置陆续复产，供应稳中有增；北方刚需相对稳定，但南方降雨仍在继续，刚需转弱，

仍将延续缓慢累库节奏，基本面缺乏利好提振，短线跟随原油波动。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OPEC+减产离场坚定，盖过疫情引发的需求担忧，本周内外盘原油震荡反弹，截止 6 月 19 日 17:00，WTI 原油主力合约报价 40.31

美元/桶，较 6 月 12 日收盘上涨 10.28%；布伦特原油主力报价 42.8 美元/桶，较 6 月 12 日收盘上涨 9.63%。国内原油涨幅不及外

盘，主力合约 SC2008以 6.74%的周涨幅报收于 299.3 元/桶。 

本周沥青被动跟涨原油。主力合约 BU2012 周二大幅拉升，周三至周五陷入窄幅震荡，全周以 3.96%的涨幅报收于 2626 元/吨。 



新纪元期货 · 策略周报 

投资有风险 理财请匹配 3 

 

2. 趋势分析    

从 WTI 原油主连日 K 线图来，期价运行于中期上升趋势中，若有效站稳 40 关口，短线反弹目标指向 45。从沥青 2012 日 K 线

图来看，期价整体依旧运行于上升趋势中，短线反弹目标指向 28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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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强基建预期提振下，沥青中长期运行重心趋于上移。 

短期展望： 

OPEC+对减产立场坚定，要求伊拉克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在未来几个月弥补 5 月未完成的减产承诺，供应端支撑强劲，WTI 原

油再度冲击 40 美元/桶；不过第二波疫情担忧制约油价反弹空间，40 美元/桶关口或有强势震荡，成本端支撑较强。自身基本面而

言，山东及华东地区装置陆续复产，供应稳中有增；北方刚需相对稳定，但南方降雨仍在继续，刚需转弱，仍将延续缓慢累库节

奏，基本面缺乏利好提振，短线跟随原油波动。 

2.操作建议 

维持多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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