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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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日 4月 9日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2005 收盘价 289 301.6 +12.6 +4.36% 

布伦特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29.69 32.03 +2.34 +7.88% 

WTI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24.75 23.19 -1.56 -6.30% 

BU2006 收盘价 2028 2178 +150 +7.40%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1975 2025 +50 +2.53% 

华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1810 1975 +165 +9.12%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继续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时间 9日 16 日，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

1352949 例，较前一日增加 82745 例；中国以外死亡病例 82178 例，较前一日增加 6185 例。

Wood Mackenzie 预计 4 月全球原油需求同比下滑逾 1500 万桶/日，二季度同比下滑逾 800 万

桶/日。 

（2）OPEC+达成历史性减产协议，关注周五晚间 G20 能源部长会议 

4 月 9 日，OPEC+终于在减产问题上达成初步协议。在一份声明中，OPEC+表示，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 OPEC+将减产 1000 万桶/日，为首轮减产，为期两个月。其中，沙特和俄罗斯将

在 1100 万桶/日的基准上各减 250 万桶/日。同时 OPEC+还确认自 2020年 7 月起减产 800 万桶

/日至 12 月；自 2021 年 1 月起减产 600 万桶/日至 2022 年 4 月。这是 OPEC 成立以来，幅度

最大的一次减产协议，但只是初步协议，正式协议未达成。沙特能源大臣表示，OPEC+最终建

成协议“有赖于”墨西哥的参与。G20 能源部长将于北京时间周五 20:00 举行在线会议，沙特

阿拉伯为主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有机会考虑并可能参与减产行动。 

（3）艰难大阿尔伯塔省表示产量已经下降，OPEC 没有要求其进一步减产 

加拿大主要产油省阿尔伯塔省总理表示，OPEC 没有要求其进一步减产来缓解全球供应过

剩局面，这表明 OPEC+难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其表示支持美国对进口原油征收关税的想法。

根据咨询机构 Rystad Energy 统计，过去一个月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已经减产 32.5 万桶/日，

分析师预计，如果油价持续低迷，加拿大将减产 170 万桶/日。 

（4）EIA 周报：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和成品油库存飙升，因疫情损及需求 

疫情降低燃料需求，全世界的商业航空关闭，并由于人们待在家里和企业停业而切断汽

油需求。EIA 数据显示，过去三周美国的燃料需求下降约三分之一，疫情降低燃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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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商业航空关闭，并由于人们待在家里和企业停业而切断汽油需求。EIA 数据显示，过去三周美国的燃料需求下降约三分之

一，上周跌幅为 340 万桶/日，汽油需求降幅最大，过去三周减少近一半。截止 4 月 3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1517.7 万桶，

增幅创记录高位，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930 万桶。多数增加的库存发往库欣，当周俄克拉荷马州的库欣原油库存增加 641.7 万桶。

当周原油产量下降 60 万桶/日至 1240 万桶/日，创去年 7 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当周美国炼油厂原油加工量减少 130 万桶/日，产能

利用率下降 6.7 个百分点至 75.6%，为 2008 年 9 月以来低点。汽油库存增加 1050 万桶，增幅超预期，仅低于历史高位，最近一周

汽油供应减少 24%至 510 万桶/日；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增加 47.6 万桶，分析师预期为增加 140 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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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炼厂开工率持续回升，下游备货需求回暖，沥青库存压力有所缓解 

本周炼厂开工负荷稳中回升，供应压力增加，贸易商及终端客户拿货尚可，厂家库存小幅下降，社会库存继续增加。隆众资

讯数据显示，截止 4 月 9 日，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39.20%，较前一周四回升 2.3 个百分点；25 家样本沥青厂家库存 67.39 万

吨，环比减少 5.9%，同比增加 17%；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86.27 万吨，环比增加 3.8%，同比增加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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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自 5 月 1 日起减产 1000 万桶/日，为期两个月，其中俄罗斯和沙特在 1100 万桶/日的基准上各减产 250 万桶/日，

但 G20 国家减产尚未确定，OPEC+减产幅度仍难以抵消疫情造成的需求下降。若周五晚间 G20 能源部长会议上，美国、加拿大等国

家考虑参与减产行动中来，将对油市带来很大的支撑作用，否则，油价低位仍将震荡反复。 

自身基本面而言，国内沥青市场开工负荷稳中增加，下游备货需求缓慢回升，库存压力有所缓解，但现货价格保持平稳，基

差结构制约盘面反弹空间。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本周国际原油期货呈现先扬后抑走势。市场对于 OPEC+即将达成较大的减产协议报以乐观预期，原油表现坚挺，但周四晚间，

OPEC+达成的减产幅度不及市场预期，油价大幅冲高回落，周五因耶稣受难日休市，截止 4月 10日 05:00，WTI 原油报价 23.19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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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桶，周度跌幅达 20.03%。国内原油期货整体陷入震荡走势，周五主力合约 SC2006 报收于 290.0 元/桶，周度涨幅 2.29%。 

本周沥青期货震荡反弹，主力合约 BU2006 最高上冲至 2190元/吨，周五收盘以 5.99%的周涨幅报收于 2160 元/吨。 

2. 趋势分析    

从 WTI 原油主力周 K 线图来，下方 20 关口技术支撑较强，短线陷入 20-30 区间震荡反复。从沥青 2006周 K 线图来看，期价

重新站上 2000 关口，短线修复性反弹。 

图 5.WTI 主力周 K 线图  图 6. BU200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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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疫情干扰消散，在政策强基建预期提振下，沥青中长期仍有反弹动能。 

短期展望： 

OPEC+确认自 5 月 1 日起减产 1000 万桶/日，为期两个月，其中俄罗斯和沙特在 1100 万桶/日的基准上各减产 250 万桶/日，

但 G20 国家减产尚未确定，OPEC+减产幅度仍难以抵消疫情造成的需求下降。若周五晚间 G20 能源部长会议上，美国、加拿大等国

家考虑参与减产行动中来，将对油市带来很大的支撑作用，否则，油价低位仍将震荡反复。 

自身基本面而言，国内沥青市场开工负荷稳中增加，下游备货需求缓慢回升，库存压力有所缓解，但现货价格保持平稳，基

差结构制约盘面反弹空间，短线跟随原油波动。 

2.操作建议 

逢调整谨慎偏多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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