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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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 58.24 -0.19% 52.62 -0.17% 58.74 0.09% 432.90 -2.08%

2001 57.76 -0.10% 52.49 -0.15% 57.29 -0.19% 427.50 -2.24%

2002 57.29 -0.05% 52.29 -0.15% 56.25 0.00% 422.30 -2.63%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WTI-BRENT -5.61 -0.01 BRENT（C1-C3) 0.95 -0.08 BRENT（C1-C6) 1.68 -0.13 

INE-Oman 2.47 -1.50 WTI（C1-C3) 0.14 -0.04 WTI（C1-C6) 0.73 -0.13 

Dubai Asia EFS 2.88 0.08 OMAN（C1-C3) 2.49 0.05 OMAN（C1-C6) 4.25 -0.02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Dated BFO 57.82 -1.57% WTS 52.64 -0.60% WTI Midland 53.54 -0.22%

ESPO 64.28 -0.66% LLS 55.79 0.23% WTI 52.64 -0.23%

期货/掉期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价差 价格 涨跌

FU2001 2189.00 -1.49% 张家港 380保税 478.00 0.00 FU2001-FU2005 129.00 20.00

FU2005 2060.00 0.19% 新加坡180 FOB 276.07 -0.05 新加坡180-380 15.00 -0.01 

新加坡180 swap 257.25 -2.00% 新加坡380 FOB 268.42 -0.05 国际东西价差 51.50 -3.75 

新加坡380 swap 242.25 -1.12%

期货 价格 涨跌幅 基差 价格 涨跌 进口价差 价格 涨跌

BU1912 3160.00 -0.57% 华东基差 490.00 18.00 华南-新加坡CIF 305.88 -70.59 

BU2006 2974.00 -0.93% 华北基差 290.00 18.00 华东-新加坡CIF 255.15 -70.59 

BU1912-BU2006 186.00 0.37% 东北基差 220.00 18.00 华南-韩国CIF 588.78 0.13

华南基差 470.00 18.00 华东-韩国CIF 538.0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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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0.07 NYM RBOB-WTI 13.77 0.61 新加坡180裂解 -17.57 -0.96 

燃料油/INE原油 4.85 0.05 NYM 取暖油-WTI 27.59 0.40 新加坡380裂解 -19.93 -0.56 

沥青/燃料油 1.48 -0.00 ICE 粗柴油-BRENT 17.80 -1.03 亚洲石脑油裂解 -4.48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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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关系紧张，

美油继续下行 

研究院 张峥（投资咨询号：Z0014717） 2019/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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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市资讯 
1. 美国 9 月 PPI 环比意外下滑 0.3%，创八个月来最大跌幅。中国 9月财新服务业 PMI为

51.3，略低于预期，就业指数创两年来新高。 

2.在中美新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举行的前夕，美国商务部宣布将 28 家中国机构和企业列入出

口管制实体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午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将采取适当行动，政府不处于预设模式，称联储将“很快”扩

大资产负债表，作为近期融资问题的对策，但这不是 QE。 

日评 

周二美油日内两度下跌，尾盘略有回升。基本面上，美国市场季节性消费旺季逐步接近

尾声，而步入累库周期，但季节性的累库如果没有大幅超预期，则不会对油价产生太大影

响。 

当前油价波动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市场将注意力放在了宏观面上，一方面美欧贸易摩擦

出现，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在多方面看来似乎并没有改善，美国对地缘政治的干涉也会间接对

经济贸易产生影响，市场或许对此怀有担忧。但美国在谈判前交替施压和释放乐观信息的战

术已经不再新鲜，中方对此也相当熟悉，新的磋商必然要靠谈判实现，而在周四举行谈判之

前应谨慎等待。在贸易战之外，中东问题对产量的影响可能会逐渐获得更多关注，如果中东

的紧张局势仍持续甚至加剧，供给变动则会直接从基本面影响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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