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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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3 -0.79% 40.37 -0.88% 43.38 -1.12% 298.50 -0.03%

2009 42.80 -0.65% 40.51 -0.83% 43.43 -0.78% 311.80 0.06%

2010 40.63 -0.78% 40.63 -0.78% 43.23 -0.76% 321.30 0.44%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项目 价格 涨跌

WTI-BRENT -2.26 0.36 BRENT（C1-C3) -0.17 -0.17 BRENT（C1-C6) -0.64 -0.24 

INE-Oman -1.08 0.54 WTI（C1-C3) -0.26 0.13 WTI（C1-C6) -0.52 0.14

Dubai Asia EFS 0.96 0.04 OMAN（C1-C3) 0.15 -0.16 OMAN（C1-C6) -0.32 -0.18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Dated BFO 42.46 -1.60% WTS 39.95 -0.75% WTI Midland 40.20 -0.86%

ESPO 46.42 2.16% LLS 41.20 0.24% WTI 40.40 -0.49%

期货/掉期 价格 涨跌幅 现货 价格 涨跌幅 价差 价格 涨跌

FU2005 1771.00 -0.90% 张家港 380保税 287.00 0.00 FU2005-FU2010 -302.00 20.00

FU2010 2073.00 -0.77% 新加坡180 FOB 244.30 0.03 新加坡180-380 6.50 -0.00 

新加坡180 swap 247.75 2.59% 新加坡380 FOB 234.44 0.03 国际东西价差 12.25 -1.25 

新加坡380 swap 241.25 2.88%

期货 价格 涨跌幅 基差 价格 涨跌 进口价差 价格 涨跌

BU2006 2626.00 0.15% 华东基差 -26.00 -4.00 华南-新加坡CIF 2600.00 0.00

BU2012 2740.00 0.07% 华北基差 -126.00 -4.00 华东-新加坡CIF 2600.00 0.00

BU2006-BU2012 -114.00 0.08% 东北基差 -26.00 -4.00 华南-韩国CIF 2600.00 0.00

华南基差 -26.00 -4.00 华东-韩国CIF 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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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 -0.01 NYM RBOB-WTI 14.16 0.69 新加坡180裂解 -4.55 -0.41 

燃料油/INE原油 5.69 -0.06 NYM 取暖油-WTI 10.68 -0.28 新加坡380裂解 -5.58 -0.34 

沥青/燃料油 1.48 0.01 ICE 粗柴油-BRENT 7.27 0.92 亚洲石脑油裂解 0.36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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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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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市资讯 
1. EIA库存周报：截至 6 月 19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144.2 桶，预期为增加 29.9 万桶。

俄克拉荷马州库欣仓库的原油库存减少 99.1万桶。美国汽油库存减少 167.3 万桶，预期为减

少 130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增加 24.9万桶，预期减少 62万桶。 

2.油服贝克休斯周报：截至 6月 26日当周，美国石油活跃钻机数减少 1 座至 188座，为 2009

年 6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活跃石油和天然气钻机数减少 1座，至 265座的历史新低，较上年

同期减少 73%或 702座，这是连续第八周刷新纪录新低。 

3. 据 CNN报道，美国至少已有 11个州暂停或推迟了重启计划。其中，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

州州长分别撤回了重启计划中的部分措施，宣布暂停重启。亚利桑那州、阿肯色州，特拉华州、

爱达荷州、路易斯安那州、缅因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和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也宣布，他

们不会继续推进下一阶段的重启计划。 

日评  

端午假期期间，国际油价继续向下回调，美油假期收跌 3.4%，布油收跌 3.1%。 

美国的新冠疫情在加速蔓延，新增病例数字使市场乐观情绪降温，预期的第二波疫情似乎

已经到来，多个州的经济重启计划被迫修改。经济恢复的速度可能不及预期，燃料需求上升也

会相对向后推迟，如果疫情进一步发展，部分地区重新封锁，会对市场造成重大冲击。 

基本面上，美国的库存在继续小幅增长，并且 EIA数据显示美国产量也开始上升，这对去

库存造成压力，但至今剩余库容还比较充裕，没有像今年 4月储存空间那样紧缺。美国原油累

库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因此油价上升空间也受到限制，短期反弹可能会放缓，甚至再次下滑

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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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CO Group’s strong background in physical commod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 the Future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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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kerage business,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 is more focused on providing specific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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