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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研究

沥青：基本面驱动力不足，短线被动跟随原油波动
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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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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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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信息综述
（1）飓风“Delta”导致美国墨西哥湾原油停产
飓风“Delta”周四开始造访美国墨西哥湾近海石油产区，能源企业此前已经撤离了钻井
平台的工作人员。据美国安全及环境政法局（BSEE）表示，飓风“Delta”导致美国管辖的墨
西哥湾北部海域 91.5%的海上原油生产关闭，也使得墨西哥湾 62%的天然气产出中断。短期近
200 万桶/日的供应中断，对国际油价带来较强支撑作用。
（2）挪威油企与工会周五将重启薪资磋商以期结束罢工
工会 Lederne 周四表示，挪威石油企业和工会高层将在周五重启正式薪资磋商，以期结
束罢工活动，如罢工持续，可能会导致该国下周油气产量减产 25%。由于工人罢工，挪威已有
六座油田关闭，导致原油产量下降 33 万桶/日。
（3）EIA 月报：美国 2020 年原油产量料下降 80 万桶/日
EIA 最新月报表示，2020 年美国原油产量料下降 80 万桶/日至 1145 万桶/日，降幅低于
该机构此前预计的 87 万桶/日。EIA 将 2020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下调 30 万桶/日至-962 万桶
/日，将 2021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估调降 28 万桶/日至 625 万桶/日。
（4）沙特上调 11 月面向亚洲客户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
据外媒报道，沙特上调了 11 月面向亚洲的部分原油售价，同时下调了对欧洲的部分原油
售价；沙特将面向亚洲买家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上调 10 美分/桶，低于市场预期的 15
美分/桶，较阿曼/迪拜平均价格贴水 0.4 美元/桶。
（5）EIA 周报：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50.1 万桶至 4.9293 亿桶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而汽油和馏分油库存下降。EIA 数据显示，截止 10 月 2 日当周，
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50.1 万桶，分析师预期为增加 30 万桶；库欣库存增加 47 万桶。上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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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厂原油加工量为 18.3 万桶/日，产能利用率上升 1.3 个百分点至 77.1%。汽油库存减少 140 万桶，分析师预估降幅为 47.1 万桶。
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减少 96.2 万桶，分析师预估为减少 99.5 万桶。上周美国原油净进口增加 150 万桶/日。
图 1. EIA 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单位：千桶）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图 2. 沥青开工率（单位：%）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6）10 月国内沥青供应仍将维持高位
根据隆众资讯数据统计，2020 年 10 月份国内沥青计划排产计划总产量为 348.7 万吨，环比下降 1.0%，同比增加 26.1%。2020
年 1-0 月份预排产量 2718.63 万吨，同比增加 253.33 万吨或 10.3%。
（7）供应维持高位，需求刚性为主，库存压力仍难有效释放
国庆期间，北方地区供应仍维持相对高位，其中河北地区个别地炼装置恢复生产，区内开工负荷小幅增加；山东地区个别主
营炼厂预计 10 月中旬产量提升至 5000 吨以上，其他主要地炼开工负荷相对平稳；南方地区开工负荷小幅下降，华东地区部分主
营炼厂成品货源有限；华南地区三家地炼基本停产，区内开工负荷小幅下降。需求方面，市场多刚需拿货为主，投机备货性需求
有限，部分移库货源为主。
图 3. 沥青库存率（单位：%）

资料来源：隆众 新纪元期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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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小结
美国海湾因飓风 Delta 来袭，短期近 200 万桶/日原油供应中断，而挪威罢工行动导致该国石油供应削减至 25%的可能性加大，
供应收紧对油价带来一定支撑；但海外疫情形势依旧严峻，需求担忧挥之不去，油价反弹空间亦受限，成本端提振力度仍有限。
自身基本面而言，沥青供应维持高位，而各地需求仍为刚需采购，旺季不旺特征明显，库存压力难以有效释放，基本面亦无亮眼
表现。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国庆长假期间，
国际原油价格先抑后扬。
WTI 原油主力最低下探至 36.63 美元/桶关口，
但随后企稳反弹，
截止 10 月 9 日 15:00，
WTI 原油主力合约报价 41.08 美元/桶，较 9 月 30 日 15:00 上涨 5.49%；布伦特原油主力报价 43.23 美元/桶，较 9 月 30 日 15:00
上涨 5.08%。节后首个交易日，国内原油期货高开反弹，主力合约 SC2011 报收于 264.5 元/桶，较 9 月 30 日收盘上涨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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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假期国际原油反弹提振，节后首个交易日沥青期货高开逾 2%，但随后弱势调整，主力合约 BU2012 报收于 2350 元/吨，较 9
月 30 日收盘微涨 0.51%。
2. 趋势分析
从 WTI 原油主连日 K 线图来，原油重新站上 40 美元/桶关口，短线反弹目标指向 43 美元/桶。从沥青 2012 日 K 线图来看，期
价企稳反弹，关注 2400 元/吨技术压力，若不能形成有效突破，短线低位仍将震荡反复。
图 5.WTI 主连日 K 线图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纪元期货研究

图 6. BU2012 日 K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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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重心下移，基本面缺乏亮点，沥青中长期上行空间受限。
短期展望：
美国海湾因飓风 Delta 来袭，短期近 200 万桶/日原油供应中断，而挪威罢工行动导致该国石油供应削减至 25%的可能性加大，
供应收紧对油价带来一定支撑；但海外疫情形势依旧严峻，需求担忧挥之不去，油价反弹空间亦受限，成本端提振力度仍有限。
自身基本面而言，沥青供应维持高位，而各地需求仍为刚需采购，旺季不旺特征明显，库存压力难以有效释放，基本面亦无亮眼
表现，短线沥青被动跟随原油波动。
2.操作建议
若不能站稳 2400 关口，维持震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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