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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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62.28 -0.14% 56.88 -0.56% 63.05 -0.39% 453.80 -0.04%

2002 61.41 -0.21% 56.77 -0.56% 61.53 -0.44% 450.40 0.16%

2003 60.75 -0.23% 56.48 -0.60% 60.41 -0.48% 445.40 0.34%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WTI-BRENT -5.51 -0.26 BRENT（C1-C3) 1.53 0.05 BRENT（C1-C6) 2.64 0.09

INE-Oman 1.46 0.03 WTI（C1-C3) 0.00 -0.03 WTI（C1-C6) 0.99 0.00

Dubai Asia EFS 3.36 0.22 OMAN（C1-C3) 2.64 0.04 OMAN（C1-C6) 4.59 0.23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Dated BFO 62.59 0.00% WTS 57.52 -0.45% WTI Midland 57.55 -0.58%

ESPO 69.71 1.69% LLS 61.02 -0.59% WTI 56.57 -0.55%

期货/掉期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价差 价格 涨跌

FU2001 1848.00 -1.02% 张家港 380保税 420.00 0.00 FU2001-FU2005 -108.00 -22.00 

FU2005 1956.00 0.05% 新加坡180 FOB 208.72 -0.08 新加坡180-380 11.25 0.01

新加坡180 swap 222.00 -2.63% 新加坡380 FOB 205.29 -0.08 国际东西价差 39.25 -3.50 

新加坡380 swap 210.75 -3.55%

期货 价格 涨跌幅 基差 价格 涨跌 进口价差 价格 涨跌

BU1912 2908.00 0.41% 华东基差 417.00 -12.00 华南-新加坡CIF -13.98 0.00

BU2006 2830.00 0.21% 华北基差 192.00 -12.00 华东-新加坡CIF -38.98 0.00

BU1912-BU2006 78.00 0.20% 东北基差 242.00 -12.00 华南-韩国CIF 441.56 0.00

华南基差 442.00 -12.00 华东-韩国CIF 416.5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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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0.06 NYM RBOB-WTI 11.09 -0.52 新加坡180裂解 -26.97 -2.01 

燃料油/INE原油 4.17 -0.07 NYM 取暖油-WTI 23.78 0.57 新加坡380裂解 -28.74 -2.28 

沥青/燃料油 1.52 0.01 ICE 粗柴油-BRENT 15.51 0.73 亚洲石脑油裂解 -3.67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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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原油库存

增加，美国原油产量达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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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市资讯 
1. EIA库存周报：截至 11 月 8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220万桶，预期增加 160万桶。俄

克拉荷马州库欣仓库的原油库存减少 120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在内的馏分油库存下滑 250

万桶，汽油库存增加 190万桶。 

2. EIA数据显示，美国原油产量增加 20万桶/日，创下 1280万桶/日的周度纪录高位。上周

美国商业原油进口量下滑 32.7万桶/日，至大约 580万桶/日，创下 1996年 2月以来最低水平。

美国原油净进口量下滑 59万桶/日。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表示，考虑到沙特阿美的 IPO，沙特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及其盟

友的减产协议上立场坚定，但莫斯科方面尊重他们的利益。 

日评 

昨日油价震荡上升后小幅回落，美油下跌 0.6%，布油下跌 0.1%，主要由于 EIA周度报告

中的利空数据。原油库存继续增加，此前 API 报告中原油库存是稍有下降的，对油价形成了支

撑，但 EIA数据中库存增加幅度依旧略高于分析师预期，使得国际油价在报告公布后下跌。不

过库欣库存在连增五周后首次下降，抑制了当日跌幅。 

分项来看，库存增加主要是由于美国原油产量到达历史高位的水平，并且上周原油进口量

也创历史低值。美国产量增长一直是供给端最大的影响因素之一，致使供过于求的担忧迟迟没

有消退，但 OPEC的减产协议以及美国页岩油产量增速放缓的预期缓解了悲观情绪。昨日油价

跌幅不大，或许也是因为产量因素被市场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并已经体现在了价格中，同时未

来的产量情况更受关注，供给减少的预期相对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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