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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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30 日 

8月 6日 

15:00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2109 收盘价 452.2 433.2 -19.0 -4.20% 

布伦特原油主力收盘价 75.22 71.76 -3.46 -4.60% 

WTI原油主力收盘价 73.81 69.54 -4.27 -5.79% 

BU2109 收盘价 3282 3314 +32 +0.98%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3110 3135 +25 +0.80% 

华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3250 3300 +50 +1.54%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中东紧张局势升温 

据媒体报道，近来阿曼湾和波斯湾发生了多起船舶袭击和劫持事件，西方国家普遍将矛

头指向了伊朗。佐迪亚克海运公司上周五表示，该公司旗下的“Mercer Street”号油轮 29

日在印度洋北部海域疑似遭遇无人机袭击，一名英国籍船员和一名罗马尼亚籍船员死亡。事

件发生后，以色列、英国和美国均指控伊朗袭击了“Mercer Street”号，导致该地区紧张局

势升温，伊朗方面则坚决予以否认。 

（2）美伊谈判陷入僵局 

伊朗当选总统易卜拉欣·莱希 5 日在议会宣誓就职，承诺新一届政府将通过解决经济问

题改善民生。莱希表示，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伊朗禁止制造核武器；施压和制裁不会阻

止伊朗人民追求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合法权利；必须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伊朗支持任何有

助于解除制裁的外交机制。当前本就处于西方国家和伊朗之间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美国与伊

朗重启的核协议谈判陷入僵局。 

（3）疫情打击燃料需求 

Delta 病毒变体导致全球疫情形势再度恶化，威胁到燃料需求。美国每日新增病例攀升至

六个月高点，日本准备将紧急限制措施扩大至更多的县，中国也在一些城市实施了限制措施

并取消航班。 

（4）EIA 周报：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汽油库存减少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而汽油库存减少。EIA 数据显示，截止 7 月 30 日当周，美国原

油库存增加 362.7 万桶，位 3月 5 日来最大增幅，市场此前预期为减少 310 万桶。精炼油总

的供应仍然较高，分析师认为表明美国对燃料的需求正在经受住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增加的影

响。过去四周炼油厂总的成品油供应（约定于需求）增至 2050 万桶/日，与疫情钱水平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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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炼厂原油加工量增加 4.5 万桶/日，炼厂产能利用率上升 0.2 个百分点至 91.3%。截止 7 月 30 日当周，美国汽油库存减少

529.1 万桶，市场此前预期为减少 180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增加 83.3 桶，分析师预估为减少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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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计划排产量下降，供应压力缓解 

8 月份国内沥青计划产量 266万吨，环比下降 8%，同比下降 22.2%，较年内月产量最高点 298 万吨下降 10.7%。供应端减少将

对国内沥青价格带来一定支撑作用。 

（6）需求预期有所好转 

周内齐鲁石化、扬子石化停产沥青，但华南主营炼厂提产明显，带动整体开工回升；国内疫情对于部分地区仍有一定的影响，

整体刚需较为疲软，去库动作不明显，整体库存水平仍位于高位位置。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截止 8 月 4 日，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

工率 39.9%，较前一周三回升 2.1 个百分点，不过整体仍位于五年来最低水平。截止 8 月 4 日 27 家样本沥青厂家库存率 53.09%，

环比增加 0.13 个百分点，同比增加 17.75 个百分点；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93.75 万吨，环比减少 1.03%，同比增加 7.70%。 

下周山东地区齐岭南计划检修，华东地区部分主力炼厂或相继恢复生产，整体资源供应有望小幅增加；需求端来看，国内降

雨将减少，部分地区需求有望回升。 

表 1、国内沥青厂检修计划表（单位：万吨/年） 

地区 炼厂名称 归属 沥青产能 装置状态 起始日期 结束日期 

西北-新疆 美汇特 地炼 80 转产 2021/8/4 未定 

华东-山东 齐鲁石化 中石化 100 停产 2021/8/2 2021/9/15 

华南-广西 北海和源 地炼 36 停产 2021/7/29 未定 

东北-辽宁 盘锦宝来 地炼 200 停产 2021/7/22 未定 

华北-河北 河北鑫海 地炼 330 停产 2021/7/7 2021/8/4 

华北-河北 黄骅燕捷 地炼 60 停产 2021/6/25 未定 

华北-河北 河北金承 地炼 50 停产 2021/6/21 未定 

华北-河北 沧州金诺 地炼 50 停产 2021/6/21 未定 

西北-新疆 乌苏明源 地炼 20 停产 2021/6/22 未定 

东北-辽宁 盘锦益久 地炼 35 停产 2021/5/29 未定 

华东-山东 山东金诚 地炼 100 停产 2021/5/11 未定 

华东-浙江 宁波科元 地炼 180 停产 2021/4/28 未定 

华东-山东 山东东明 地炼 150 转产 2021/4/7 未定 

东北-辽宁 辽宁海德新 地炼 80 转产 2021/4/1 未定 

华东-江苏 中油兴能 中石油 60 停产 2020/12/1 未定 

华东-江苏 金海宏业 地炼 60 停产 2020/11/23 未定 

华南-广东 中海湛江 中海油 45 停产 2020/3/3 未定 

合计损失产能 163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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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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一定程度对冲 Delta 变种病毒引发的需求担忧，国际原油企稳反弹，带来成本支撑。自身基本面而言，

全国炼厂 8 月排产同比下滑，供应压力缓解，而随着降雨天气减少，需求有望逐渐改善，供需预期好转迹象。 

二、 波动分析 

从布伦特原油主连日 K 线图来，原油守住 70 美元/桶关口，短线有望重回高位区间震荡。从沥青 2109日 K 线图来看，期价守

住 3200 元/吨技术关口，目前运行于前期密集成交区，若有效突破 3330-3350 元/吨，短线有望挑战前期高点。 

图 5.布伦特主连日 K线图  图 6. BU2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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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端有支撑，需求季节性转旺，沥青运行重心有望上移。 

短期展望： 

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一定程度抵消 Delta 变种病毒引发的需求担忧，国际原油企稳反弹，带来成本支撑。全国炼厂 8 月排产

同比下滑，供应压力缓解，而随着降雨天气减少，需求有望逐渐改善，供需预期好转迹象，短线沥青震荡偏强运行。 

2.操作建议 

短线多单持有，若有效站稳 3350 元/吨加持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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