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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收紧炒作情绪高昂 原油居高不下 

-----2019年 5月能源市场展望 

2019 年 4 月 25 日 

要点提示： 

1、4月原油价格强势走高，OPEC6月份会议之前不会对减产协议做出改变。 

2、美国决定对伊朗全面封锁石油出口，OPEC继续缩紧供应，地缘政治引发多头情

绪。 

3、中美贸易进入文书收官阶段，两大经济体贸易稳定利于市场情绪修复，中国春

季农耕成品用油高峰承接需求。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关注重点：5月中美贸易收官阶段进展 INE-Brent价差区间 

近期原油价格持续突破走高，美国伊朗彻底限制出口的制裁引爆多头情绪，5

月 2日等待实际结果落地。未来供应格局继续保持以沙特为首的产油国缩量供应，

地缘政治引发的供应支撑预计将会延续，且中美之间的贸易收官结果影响原油需求

预期。在 6月 OPEC讨论是否延续减产协议之前油价将维持高位震荡为主。 

可关注 INE-WTI 价差情况，若继续扩大后可考虑卖 INE 买 WTI的价差缩小套利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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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油走势回顾 

4月原油价格维持高位震荡。供应端的缩紧为近期基本面支撑的主要原因，利

比亚发生暴力冲突、欧佩克及其盟国继续减产、美国制裁委内瑞拉及伊朗，全球原

油供应持续收紧，而中国乐观的经济数据安抚了对全球原油需求的担忧。 

市场传闻 5月 2日美国将对伊朗美国将停止伊朗石油制裁豁免权，更是在月末

引发了多头的炒作情绪，将油价推至今年以来的新高。4月 22日，Brent大涨逾

2%，并刷新去年 11月来新高至 74.30 美元/桶，WTI主力也触及 66美元高位。供

应端炒作为原油近期延续的主题。 

同时市场关注点聚焦中美贸易商谈后续发展，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计划 4

月 29 日访问北京，之后 5月 6日的一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回访美国。根

据这外媒的报道，刘鹤 5月访美除了参加最后的谈判以外，也会敲定两国元首签署

协议的地点和时间。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入收官之际。另一方面，OPEC+正式同意，

取消原定 4月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即 6月份之前不会就减产做出评估。 

图 1：美原油指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二、原油基本面分析 

2.1 供应分析  

美原油产量重回历史高位 库存有所降低 

今年以来油价上涨的最大支撑始终来自于 OPEC减产协议的严格执行，但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升至世界第一产油大国后并未减缓出产，可以说拖累了原油供

给侧减压的后腿，这也清晰的反映出美国和 OPEC 在原油产量方面不可调和的矛盾

状态。根据统计，美国国内原油 3-4月产量增加 10万桶至 1208万桶/日，重回历

史纪录高位。出于各自的核心利益，美国、沙特与俄罗斯这三大产油国对产量有着

截然不同的期望，其中美国与沙特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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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见的未来美国原油产量对于油价的变动的灵敏程度将会进一步的提高，这

是因为美国原油单位成本正在不断下降，自 5年前近 70美元/桶的成本已经下降至

当前 45美元附近，这意味着美国原油产量调整空间更大。 

截至 4月 12日当周，美国 EIA原油库存减少 139.6万桶至 4.552 亿桶。更多

数据显示，近期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原油库存减少 154.3 万桶，创 2018 年 7月 13

日当周(40 周)以来最大降幅。美国精炼油库存减少 36.2 万桶，连续 5周录得下滑

EIA 原油库存较 2018年末上涨约 4%，较 5年均值水平高于约 2%。库欣原油库存则

较去年水平上涨了近 64%。美国第一季度末就业经济数据有所改善，需求面有一定

承接。 

图 2：美国原油库存变化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3：EIA商业库存变化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OPEC全面收紧供应 地缘政治引发市场担忧 

伊朗原油进口豁免权的有效期将在 5月 2日到期，与之前市场普遍预期美国总

统特朗普将会延长豁免期限不同，4月 22日（周一），白宫宣布伊朗原油进口豁免

权不再延长，美国将同沙特、阿联酋等盟友共同保持全球原油市场供应充足，这一

消息提振油价大幅上涨。美国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因“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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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故，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风险。目前伊朗在 3月份产量接近 250 万桶/日，

并且主要买家集中在东亚中日韩三国，在彻底封锁伊朗原油出口之后原有买家的进

口量豁口势必要从 OPEC 其他成员或者俄罗斯等国寻求新的渠道，其中沙特有能力

增加较多产量，但恢复产量需要时间。  

图 4： OPEC成员国原油产量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委内瑞拉方面，美国对马杜罗政府施加压力后，相对于产量的大幅下降，委内

瑞拉仍然表现出相对温和的出口下滑。3月份委内瑞拉产量下降从今年年初的 120

万桶/日下降至不足 90 万桶/日，而出口量今年一季度维持在 120~160 万桶/日，3

月份出口仅减少了 14.2 万桶/日，3月份总量大致在 120 万桶/日仅略低于 2018 年

的平均水平。 

非 OPEC 产油国中最举足轻重的俄罗斯则在减产方面态度始终较为模糊，沙特

在今年一直希望拉拢俄罗斯进一步配合减产，油价在 55美元/桶时，俄罗斯可以实

现财政预算平衡，该国尚未明确是否准备在 6月 OPEC 下次开会时同意延长减产。 

近期原油处于较为明显的“东紧西松”格局中：从出口流向来看，主产中东地

区总体产量下滑，对亚洲出口下降56万桶/日，对欧洲出口下降33万桶/日，对美洲

出口下滑23万桶/日，各主要消费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供给收缩。亚洲以中国为代

表的主要春季需求端农耕用油旺季接近尾声。但为了填补供应缺口，2-3月份北海、

地中海、西非往东区的船货量有所增加，而这一驱动传导至布油价格上的反应促使

Brent原油价格坚挺走高。 

2.2 需求分析  

中美贸易谈判进入收官阶段  中国原油加工量走高支持需求 

4月初，刘鹤副总理应邀访美举行第九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将继续通过各

种方式保持密切沟通，中美双方正在就实施机制在内的文本进行谈判。《华尔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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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援引接近中美谈判人士称，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尤其是双边的关税是否取消

以及中国对国有企业补贴的问题。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计划 4月 29日访问北京，之后 5月 6日的一周，中国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回访美国。根据这最新的报道，刘鹤 5月访美除了参加最后的

谈判以外，也会敲定两国元首签署协议的地点和时间。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入收官

之际。两大经济体间的贸易争端文本磋商进入最后阶段。 

图5：中国原油加工量                    千桶/日     图6：中国原油进口依赖度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7：原油基金净多持仓                                                                     单位：份 

  
数据来源：wind；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基金持仓方面 NYMEX与 Brent总体净多头处于高位，截止 4月 16日 NYMEX原

油持仓当周净多头为 515253 手，较前一周减少 1404手。 

同时进入 3-4月，来自中国的原油需求因为下游农耕开启以及宏观政策对于基

建层面的支持逐步回暖。中国 3月原油加工量为 5304 万吨，同比增长 3.2%。数据

还显示，中国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6.4%，高于市场预期值 0.1 个

百分点，第一季度国内经济数据稳中向好。受此影响，中国的原油进口量适度放量，

支撑全球的原油需求量，进一步稳定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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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价差分析  

INE与 Brent 价差区间重新回到正常范围 

INE原油期货上市至今，INE原油合约与Brent合约相关性逐渐提高。目前最新

一年内SC与Brent相关性为0.636（剔除汇率对于国内油价的干扰因素），半年内相

关性为0.988，过去3个月内相关性为0.972。 

在 18 年 INE原油上市前期大部分时间内贴水布油。从 INE原油 18 年 3月 26

日上市以来，与 Brent 的价差平均值在-6.37元，二者价差中位数在-7.01 元，而

频数最多出现在-19.9 元。 

由图7二者最新价差图可见，3月份中旬开始二者价差开启了反向贴水的进程，

特别是在3月中下旬SC1904合约成为次主力合约之后涨幅较大，3月22日一度对对布

油产生升水21.03元，过大的异常价差产生了无风险的套利机会。即买Brent05卖

IC1905的等市值套利，等待二者价差缩小至正常区间后获利。 

图8：INE与Brent价差分析（INE-Brent）               图9：INE与Brent正态分布图 

  
数据来源：wind；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进入4月份二者价差由于前期Brent油填补东区供应缺口，3-4月份北海、地中

海、西非往东区的船货量有所增加，而这一驱动终于传导至Brent原油促使布伦特

原油价格上涨走势更为凌厉，价差重新回到负区间，INE-Brent暂无套利机会。 

三、中国原油市场分析  

4月份中国原油期货主要受到国际原油基本面影响，跟随国际原油价格反弹。

SC1906合约受到 OPEC的减产计划以及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和加工量上涨等需求支

撑，INE原油高位走强，最高突破 500元/桶。 

近期美元受到美联储可能停止年内加息的影响而有所降低，以截止发稿时最新

的离岸 CNH（6.73）来计算，SC1906合约换算成美元相当于 74.04 美元/桶。WTI

以及 Brent主力合约价格分别为 65.59美元/桶和 74.3 美元/桶。SC1905 分别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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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I8.45美元/桶，贴水 Brent0.26美元/桶。未来预计 INE原油与 WTI价差幅度或

将有所缩窄。 

图10：炼油厂-INE裂解价差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下游产业链方面，近期原油价格涨幅较大，炼厂优先生产裂解原油下游产品，

市场心态向好，下游汽柴油等产品出厂价格随势走高。目前山东，东北地区不同厂

家原油裂解价差集中在 2500-2600 元/吨左右，总体利润较好。但后市全国除了极

北少数地区，春耕基本结束，需求高峰或转平淡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关注重点：5月中美贸易收官阶段进展 INE-Brent价差区间 

近期原油价格持续突破走高，美国伊朗彻底限制出口的制裁引爆多头情绪，5

月 2 日等待实际结果落地。未来供应格局继续保持以沙特为首的产油国缩量供应，

地缘政治引发的供应支撑预计将会延续，且中美之间的贸易收官结果影响原油需求

预期。在 6月 OPEC讨论是否延续减产协议之前油价将维持高位震荡为主。 

可关注 INE-WTI价差情况，若继续扩大后可考虑卖 INE 买 WTI的价差缩小套利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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