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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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 

7月 3日 

15:00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2008 收盘价 299.00 297.8 -1.20 -0.40% 

布伦特原油 09 合约收盘价 40.64 42.80 +2.16 +5.31% 

WTI原油 08 合约收盘价 38.16 40.30 +2.14 +5.61% 

BU2012 收盘价 2626 2828 +202 +7.69%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525 2585 +60 +2.37% 

华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600 2700 +100 +3.85%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美国非农数据强劲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 6月新增 480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比分析师预期多出 180 万

个，增幅连续第二个月创纪录。大规模重新招聘使失业率降至 11.1%。强劲报告展示出美国经

济正在从疫情中恢复。 

（2）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二度激增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北京时间 7 月 3 日 5 时 35 分，美国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达 2724640 例，死亡病例达 128574 例，单日新增病例 46438 例。随着新增病例

创纪录，以及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几个州暂停重启计划或重新开始实施限制措施，美国经济

复苏可能会陷入停滞。渣打银行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写道，考虑到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再度飙

升，可能对求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油价下修的幅度可能会更大。 

（3）OPEC+8 月或开始减缓石油的减产 

周四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表示，根据目前的协议，将看到从 8 月份开始减缓石油的减

产。此外，市场消息称，欧佩克和俄罗斯可能自 8 月起放松此前达成的创纪录的减产协议，

消息人士表示，欧佩克和俄罗斯迄今仍未就延长减产协议至 8 月进行讨论，这意味着减产规

模很可能降至 770 万桶/日。 

（4）贝克休斯报告：美国活跃油气钻机数连续九周触及记录低位 

美国能源服务公司贝克休斯数据显示，截止 7 月 2 日当周，美国活跃石油和天然气钻机

数减少 2 座，至 263 座的历史新低；较去年同期减少 700 座，或 73%。其中，活跃石油钻机数

减少 3 座至 185 座，至 2009年 6 月以来最低；天然气钻井数量增加 1 座至 76 座。 

（5）EIA 周报：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大跌，因进口减少及炼厂利用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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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国原油库存自记录高位大幅回落，因炼厂活跃度回升且进口减少。EIA 数据显示，截止 6 月 26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

减少 720 万桶至 5.3353 亿桶，分析师预期为减少 71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减少 59.3 万桶至 1.7413 亿桶，分析

师预估为减少 39.3 万桶；汽油库存增加 120 万桶，分析师预估为减少 160 万桶。当周原油产量维持 1100 万桶/日不变。上周净进

口量下降 50.6 万桶/日。当周炼厂产能利用率上升 0.9 个百分点，原油加工量增加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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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库存或小幅增加 

本周山东、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降负，开工率小幅回调；北方部分地区刚需尚可，厂家库存下降；但南方降雨依旧偏多，社

会库存小幅增加。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截止 7 月 1 日，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49.6%，较前一周三下降 1.5 个百分点；25 家样

本沥青厂家库存 57.7 万吨，环比下降 4.39%，同比下降 22.34%；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87.97 万吨，环比增加 1.39%，同比减

少 2.04%。供给端来看，山东、河北及东北地区装置恢复生产沥青，北方供应恢复性增加。需求端来看，近期大范围降雨因素影响，

国内沥青实际刚性需求仍有限，库存或小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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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方面，一方面，美国 6 月非农数据好于预期、OPEC 产量降至 20 年来最低和美元石油钻井数继续下降，对油价带来较强支

撑；另一方面，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再度飙升，或抑制美国经济复苏，OPEC+8 月或开始减缓石油减产的预期，制约油价反弹空间；

WTI 原油 40 美元/桶关口拉锯战仍将持续。 

沥青自身基本面而言，原油偏强运行及需求强预期带来较强支撑；但多地频繁降雨导致需求恢复缓慢，基本面现状抑制沥青

反弹空间。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本周原油震荡反弹，修复前一周的跌幅。截止 7 月 3 日 17:00，WTI 原油主力合约报价 40.3 美元/桶，较 6 月 26 日收盘上涨

5.61%；布伦特原油主力报价 42.8 美元/桶，较 6月 12 日收盘上涨 5.31%。国内原油表现疲弱，主力合约 SC2008 以 0.4%的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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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收于 297.8 元/桶。 

成本支撑及需求强预期提振下，本周沥青强势反弹。主力合约 BU2012 报收五连阳，全周以 7.69%的涨幅报收于 2828 元/吨。 

2. 趋势分析    

从 WTI 原油主连日 K 线图来，原油中期上升趋势不改，短线陷入 40 附近震荡走势，以时间换空间。从沥青 2012日 K 线图来

看，期价延续上升趋势，若有效站稳 2800 关口，反弹目标指向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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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本重心上移及需求强预期提振下，沥青中长期多头配置。 

短期展望： 

一方面，美国 6 月非农数据好于预期、OPEC 产量降至 20 年来最低和美元石油钻井数继续下降，对油价带来较强支撑；另一方

面，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再度飙升，或抑制美国经济复苏，OPEC+8 月或开始减缓石油减产的预期，制约油价反弹空间；WTI 原油 40

美元/桶关口拉锯战仍将持续，成本端仍有支撑，但提振动能有所衰减。自身基本面而言，政策强基建提振未来需求预期，但多地

频繁降雨导致实际需求恢复缓慢；强预期博弈弱现实，短线不宜过分追高。 

2.操作建议 

中线维持多头配置，短线追高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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