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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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40.77 -0.88% 38.21 -1.14% 41.73 -0.29% 294.70 3.48%

2009 40.91 -1.06% 38.40 -1.21% 41.58 -0.53% 308.60 3.35%

2010 38.58 -1.30% 38.58 -1.30% 41.44 -0.81% 317.90 2.88%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WTI-BRENT -2.75 -0.17 BRENT（C1-C3) -0.20 0.19 BRENT（C1-C6) -0.87 0.38

INE-Oman -0.13 1.53 WTI（C1-C3) -0.44 0.05 WTI（C1-C6) -0.94 0.19

Dubai Asia EFS 0.96 0.29 OMAN（C1-C3) 0.29 0.22 OMAN（C1-C6) -0.38 0.43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Dated BFO 40.35 -0.69% WTS 37.46 -0.79% WTI Midland 37.94 -0.91%

ESPO 43.24 1.45% LLS 39.31 -0.88% WTI 37.91 -0.91%

期货/掉期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价差 价格 涨跌

FU2005 1750.00 0.11% 张家港 380保税 260.00 0.00 FU2005-FU2010 -332.00 13.00

FU2010 2082.00 0.63% 新加坡180 FOB 232.43 -0.00 新加坡180-380 8.00 -0.00 

新加坡180 swap 237.00 0.00% 新加坡380 FOB 221.61 -0.00 国际东西价差 20.00 -3.75 

新加坡380 swap 229.00 0.11%

期货 价格 涨跌幅 基差 价格 涨跌 进口价差 价格 涨跌

BU2006 0.00 #DIV/0! 华东基差 2535.00 0.00 华南-新加坡CIF 175.75 -3.95 

BU2012 2614.00 -0.08% 华北基差 2475.00 0.00 华东-新加坡CIF 19.01 -4.19 

BU2006-BU2012 -2614.00 #DIV/0! 东北基差 2500.00 0.00 华南-韩国CIF 282.06 -3.78 

华南基差 2550.00 0.00 华东-韩国CIF 408.81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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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 -0.10 NYM RBOB-WTI 13.08 0.75 新加坡180裂解 -4.15 -1.03 

燃料油/INE原油 5.72 -0.06 NYM 取暖油-WTI 11.68 0.41 新加坡380裂解 -5.41 -0.99 

沥青/燃料油 1.49 -0.00 ICE 粗柴油-BRENT 6.81 0.59 亚洲石脑油裂解 -0.68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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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库存增至

历史新高，成品油库存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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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市资讯 
1. EIA库存周报：截至 6 月 12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121.5万桶，预期为减少 15.2万

桶。俄克拉荷马州库欣仓库的原油库存减少 260万桶。美国汽油库存减少 166.6万桶，预期为

减少 1.7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减少 135.8万桶，预期增加 240万桶。 

2. OPEC+消息人士表示，在周三的会议中，OPEC+的技术专家未就进一步延长减产协议提出建

议，并决定在周四的部长级会谈前将焦点放在履行协议不力上。 

3. 据原油买家和分析师称，到 6月末，美国页岩油生产商预计将恢复大约 50万桶/日的原油

产量，这相当于自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燃料需求减少并重创油价以来他们关闭的产出的四分之一。 

日评  

昨日油价盘初走高，但稍后回吐涨幅，整体维持震荡趋势，美油收跌 1.1%，布油收跌 0.6%。 

与 API报告一致，EIA的周报也显示原油库存小幅增长，美国原油的总库存量达到了 5.39

亿桶的新高，此前去库存的利好迹象并没有持续，迄今库存的压力没有很显著减轻。但好的一

面在于，上周成品油库存有所下滑，馏分油结束十周连增，比市场预期要乐观。预测显示受风

暴影响，上周美国产量下降，但天气因素只是短暂影响，据悉在油价回升至当前水平后，美国

页岩油恢复产量在即，可能会重启已削减产量的四分之一，且目前已有生产商在较低成本地区

开工复产，美国产量增长的预期更强，也影响着 OPEC+减产的效果。而后者新的产量政策尚未

被提及，暂时重点关注现有协议的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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