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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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7日 

8月 14 日 

15:00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2010 收盘价 291.3 291.9 +0.6 +0.21% 

布伦特原油 10 合约收盘价 44.69 45.02 +0.33 +0.74% 

WTI原油 09 合约收盘价 41.60 42.28 +0.68 +1.63% 

BU2012 收盘价 2788 2662 -126 -4.62%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615 2605 -10 -0.38% 

华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780 2780 +0 0%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谈判暂时搁置，不过疫苗研发的紧张超预期 

因白宫要求缩小刺激规模并且不肯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拒绝

了财政部长努钦重启新一轮刺激计划谈判的“提议”，目前由于国会休会，新一轮的财政刺激

谈判暂时搁置。不过，新冠疫苗研发的进展超预期，提振了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8

月 11 日普京高调宣布，俄罗斯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注册批准新冠疫苗的国家，这款被命名为

“卫星-V”疫苗，9 月将开始批量生产，10 月将全民接种。世界卫生组织驻俄罗斯代表处 12

日表示，俄政府部门已向世卫组织寻求对俄研制的新冠疫苗进行资格预审，世卫组织需要俄

方提供与该疫苗研制和安全保障相关的更多资料。 

（2）IEA：下调 2020 年石油需求预估，因航空业境况凄凉 

IEA 月报下调 2020 年石油需求预估，警告称因新冠疫情导致的航空旅行减少是的今年全

球石油需求下降 810 万桶/日。IEA 下调 2020 年石油需求前景 14 万桶/日至 9190 万桶/日，为

七个月来首次调降，预计 2021年全球石油需求从 9740 万桶/日削减至 9710 万桶/日，航空煤

油需求疲弱仍是主因。 

（3）OPEC：2020 年石油需求将大幅下降，预期新冠疫情忧虑将打压价格 

周三 OPEC 在其月报中称，7 月 OPEC 产量增加 124 万桶/日至 2380 万桶/日，减产执行率

为 89%，预计 2020 年全球原油供应下降 710 万桶/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石

油需求将急剧下降，并表示明年的复苏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预计 2020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下

降 906 万桶/日，高于上月预估的下降 895 万桶/日。 

（4）EIA 周报：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及产量双降 

上周美国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减少，因原油产量大幅下滑且炼厂提高生产。EIA 数据显示，

截止 8 月 7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451.2 万桶，分析师预期为减少 290 万桶；库欣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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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30 万桶。上周美国原油产量 1070 万桶/日，较前一周下降 30 万桶/日。上周美国炼厂原油加工量增加 2.1 万桶/日，产能利

用率上升 1.4 个百分点至 81%。汽油库存减少 72.2 万桶，略高于分析师预估减少 70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减少

232.2 万桶，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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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厂开工回升，不利天气抑制需求，仍有累库压力 

本周山东、华北及东北部分炼厂恢复生产，带动开工率回升，供应压力有所增加；北方降雨天气明显增多，加之台风影响，

需求仍受抑制，山东、华中累库明显。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截止 8 月 12 日，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58%，较前一周三回升 3.8

个百分点；25 家样本沥青厂家库存 69.8 万吨，环比增加 5.92%，同比增加 10.09%；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85.7 万吨，环比下

降 1.55%，同比增加 5.67%。下周整体供应仍有部分增量，但整体增幅有限；而降雨范围逐渐北移，加之台风天气影响，国内整体

需求偏弱，仍有累库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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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IEA 月报下调 2020 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需求担忧挥之不去，原油上行乏力，成本端驱动力不足。自身基本面而言，

部分炼厂相继恢复生产，国内供应继续增加；降雨范围逐渐北移，加之台风天气影响，终端需求难以释放，市场仍将面临累库压

力，短线沥青继续承压调整。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多空博弈下，本周国际原油陷入震荡走势，期价波幅明显收窄。WTI 原油主力波动区间 41.5-43 美元/桶，报收两阳三阴格局，

截止 8 月 14 日 15:00，WTI 原油主力合约报价 42.28 美元/桶，较 8 月 7 日收盘上涨 1.63%；布伦特原油主力报价 45.02美元/桶，

8 月 7 日收盘上涨 0.74%。国内原油期货走势弱于外盘，主力合约 SC2010以 0.21%的微涨报收于 291.9 元/桶。 

本周沥青大幅下跌，悖于原油走势。主力合约 BU2012 连续七个交易日下跌，全周以 4.52%的跌幅报收于 2662 元/吨。 

2. 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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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WTI 原油主连日 K 线图来，原油波动区间进一步收窄，短线缺乏趋势行情。从沥青 2012日 K 线图来看，期价接连跌破上升

趋势线及区间下沿支撑，短线技术调整目标或指向 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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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C 及 IEA 月报下调 2020 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需求担忧挥之不去，原油上行乏力，成本端驱动力不足。自身基本面而言，

部分炼厂相继恢复生产，国内供应增加；降雨范围逐渐北移，加之台风天气影响，终端需求难以释放，市场仍将面临累库压力，

短线沥青继续承压调整。 

2.操作建议 

短空长多思路对待，耐心等待需求启动。 

 

 



新纪元期货 · 策略周报 

投资有风险 理财请匹配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