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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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60.49 -4.39% 55.14 -5.01% 60.78 -4.24% 458.00 0.00%

2003 59.85 -4.41% 54.98 -4.96% 59.61 -4.32% 453.10 -0.07%

2004 59.35 -4.43% 54.74 -4.87% 58.76 -4.38% 449.20 -0.18%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WTI-BRENT -5.95 -0.09 BRENT（C1-C3) 1.76 0.00 BRENT（C1-C6) 3.09 0.03

INE-Oman 2.37 0.61 WTI（C1-C3) 0.26 -0.09 WTI（C1-C6) 1.34 -0.20 

Dubai Asia EFS 3.16 -0.10 OMAN（C1-C3) 1.14 -0.72 OMAN（C1-C6) 3.19 -0.65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Dated BFO 65.75 0.87% WTS 58.77 0.00% WTI Midland 59.27 0.00%

ESPO 68.96 -0.73% LLS 62.12 0.00% WTI 58.12 0.00%

期货/掉期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价差 价格 涨跌

FU2001 1831.00 0.33% 张家港 380保税 375.00 0.00 FU2001-FU2005 -104.00 -9.00 

FU2005 1935.00 0.16% 新加坡180 FOB 225.99 -0.05 新加坡180-380 6.75 -0.01 

新加坡180 swap 230.75 -4.65% 新加坡380 FOB 223.35 -0.05 国际东西价差 45.75 -4.75 

新加坡380 swap 224.00 -3.66%

期货 价格 涨跌幅 基差 价格 涨跌 进口价差 价格 涨跌

BU1912 3060.00 2.82% 华东基差 240.00 -84.00 华南-新加坡CIF -24.30 -1.30 

BU2006 2968.00 2.98% 华北基差 40.00 -84.00 华东-新加坡CIF -74.30 -1.30 

BU1912-BU2006 92.00 -0.16% 东北基差 40.00 -84.00 华南-韩国CIF 432.63 -1.12 

华南基差 290.00 -84.00 华东-韩国CIF 470.51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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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 0.14 NYM RBOB-WTI 11.65 11.65 新加坡180裂解 -26.78 -2.11 

燃料油/INE原油 4.12 0.01 NYM 取暖油-WTI 23.73 23.73 新加坡380裂解 -27.84 -1.67 

沥青/燃料油 1.57 0.03 ICE 粗柴油-BRENT 16.19 1.44 亚洲石脑油裂解 -1.10 0.11

沥青行情追踪

跨品种价差

原油期货价格

跨市场价差 月差

原油现货价格

燃料油行情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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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叠加，油价大幅收跌  

研究院 陈心仪  张峥（投资咨询号：Z0014717） 2019/12/02 



原油日报 

  免责声明 

本报告信息全部来源于公开性资料，本报告观点可能会与相应公司的投资发展策略或相关商品价格趋势产生分歧，本报告不对所涉及信息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作任何保证。因此本报告仅可视为经济及金融信息参考但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且不为任何投资行为负责。 2 

油市资讯 
1.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9月份原油及石油出口量超过进口量 8.9

万桶/日。这是自 1949年有政府记录以来，美国首次成为单月原油及石油产品净出口国。 

2.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周五表示，他希望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及其非 OPEC盟友在接近 4

月时就是否延长石油减产协议作出决定。 

3. 伊拉克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曾于 11月 29日表示，他将向国民议会递交辞呈，以回应伊

拉克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西斯塔尼的呼吁和示威者的要求，并于 11 月 30日正式向伊国民议会

递交辞呈。 

4.调查显示，OPEC 14个成员国本月生产原油 2,957万桶/日。这较 10月份的修正值减少 11

万桶/日，因安哥拉产量因检修下滑，且沙特阿拉伯在其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首次公开招股

之前持续限制供应以支撑市场。       

日评 

周五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美油跌幅超 5%，布油下跌 4.4%。 

对于近期频繁讨论的减产协议，俄罗斯一方面支持沙特，但另一方面已有消息称其内部存

在分歧，周五能源部长表示希望四月再做出产量决定，俄罗斯的态度可能对 OPEC会议决议结

果产生影响。而延期决议对稳定油价不利 ，市场一直预期 OPEC能在年底就决定延长减产，如

果 OPEC决定暂时观望等待，可能会使油价短期承压。 

中美关系近日因美国通过有关香港的法案而忧虑重现，中方明确表示将采取反制措施，可

能为第一阶段协议带来不确定性。另外伊拉克总统宣布辞职的消息也是油价下跌因素之一，此

前因伊拉克等地区局势混乱紧张，风险溢价上升，随着抗议活动逐渐平息，形势平稳后，油价

可能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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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期货研究院是隶属于总部的研究部门，负责公司的基础研发工作，服务前台业务部门和中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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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团队，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国际化的视野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研究院依托中粮集团强大的现货和

期货背景，运用基本面分析和宏观分析，为高端产业客户和机构客户提供套期保值，基差套利，价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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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s Research Institution is attached to COFCO Futures headquarters. It is responsible fo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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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products, chemicals, metals, building materials, energy, etc. are all covered in its routine. Based on 

COFCO Group’s strong background in physical commod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 the Futures Research 

Institution provides advices and reports of hedging, basis arbitrage, spread trading as well as other consulting 

services to our valued customers through fundamental and macro analysis.  Despite of the elementary 

brokerage business,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 is more focused on providing specific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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