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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月份 BRENT 涨跌幅 WTI 涨跌幅 OMAN 涨跌幅 INE（昨日收盘） 涨跌幅

1909 61.93 -2.72% 55.42 -2.64% 61.12 -2.25% 440.10 -1.85%

1910 61.59 -2.53% 55.44 -2.65% 60.64 -2.19% 440.60 -1.28%

1911 61.31 -2.37% 55.43 -2.63% 60.03 -2.17% 439.00 -1.28%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WTI-BRENT -6.63 0.25 BRENT（C1-C3) 0.62 -0.24 BRENT（C1-C6) 1.27 -0.44 

INE-Oman 2.12 -0.16 WTI（C1-C3) -0.14 0.03 WTI（C1-C6) 0.08 -0.08 

Dubai Asia EFS 2.90 -0.18 OMAN（C1-C3) 1.09 -0.08 OMAN（C1-C6) 2.99 -0.01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Dated BFO 61.39 -2.57% WTS 54.08 -2.56% WTI Midland 53.73 -2.57%

ESPO 66.91 -2.66% LLS 60.83 -2.28% WTI 55.08 -2.51%

期货/掉期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价差 价格 涨跌

FU1909 2948.00 0.58% 张家港 380保税 455.00 0.00 FU1909-FU2001 556.00 66.00

FU2001 2392.00 -0.79% 新加坡180 FOB 430.53 -0.00 新加坡180-380 9.00 0.00

新加坡180 swap 403.50 -0.43% 新加坡380 FOB 422.43 -0.00 国际东西价差 44.25 2.50

新加坡380 swap 394.50 -0.69%

期货 价格 涨跌幅 基差 价格 涨跌 进口价差 价格 涨跌

BU1912 3276.00 -0.91% 华东基差 74.00 30.00 华南-新加坡CIF 211.99 3.04

BU2006 3168.00 -0.75% 华北基差 124.00 30.00 华东-新加坡CIF 118.23 3.10

BU1912-BU2006 108.00 -0.16% 东北基差 274.00 80.00 华南-韩国CIF 487.04 2.77

华南基差 99.00 30.00 华东-韩国CIF 462.04 2.77

比价（WIND指数） 价格 涨跌 价差 价格 涨跌 价差 价格 涨跌

沥青/INE原油 7.53 0.01 NYM RBOB-WTI 21.74 -0.39 新加坡180裂解 0.46 0.98

燃料油/INE原油 5.87 0.04 NYM 取暖油-WTI 22.93 0.22 新加坡380裂解 -0.95 0.83

沥青/燃料油 1.28 -0.01 ICE 粗柴油-BRENT 14.75 -0.18 亚洲石脑油裂解 -6.34 0.47

跨品种价差

原油期货价格

原油现货价格

燃料油行情追踪

沥青行情追踪

月差跨市场价差

原油及成品油日报：美湾恢复生产

 美联储释放更强降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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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市资讯 
1. 国际能源署(IEA)：预计 2019年美国原油产量将增加 180万桶/日，2018 年的预期为 220

万桶/日。 

2. 自飓风“巴里”上周通过墨西哥湾引发钻井平台员工疏散和减产以来，美国海上石油和天

然气生产继续恢复。墨西哥湾的最大原油生产商荷兰皇家壳牌周三说，已经恢复了该地区约

80%的平均日产量。 

3.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俄罗斯产油量已经升至与欧佩克+磋商好的水平，俄罗斯 7月后

两周的石油产量将高于前两周的产量。 

 

日评 

周四随着 shell称美湾的原油生产逐步恢复，对美湾地区供给缺口的炒作告一段落，之

前一度受影响的产量达到 100万桶/日以上，油价也出现上涨，但目前来看本次飓风的影响十

分有限，而飓风过后市场的多头纷纷出逃，避免宏观面出现更大的动荡。 

美联储威廉姆斯表示，对利率采取预防措施要好于坐等待灾难出现，政策决策者必须更

快地采取行动，为经济做好准备，并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时候增加货币政策刺激。这些言论刺

激了 7月降息 50个基点的预期，目前降息 25和 50个基点的概率基本各为 50%，美股也受此

影响反弹，金价和银价持续创新高，但这并未影响到油价。相较于美股和金银，原油受利率

的影响稍小，但如果 7月美联储真的降息 50个点，那对油价还是有不小的提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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