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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原油价格似乎难以跌至
48美元下方，并企稳回升
了6美元，这表明市场接受
全球原油供应正在再平衡观
点。随着WTI原油期货的持
仓连续第10个月增长，从去
年5月的1,631,924张合约增
至今年3月的2,240,261张合
约（在其升破50美元的过程
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现在任何低于50
美元的价格都会被看作是低
位。11月30日，市场更是创
下了每日成交量新纪录，达
到2,530,530张合约。

能源展望：原油将供大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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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原油产量增加明显被产
油国减产协议带来的减产以
及跟随全球经济回暖而出现
的全球能源需求稳步回升所
抵消。

另一个对多头有利的因素是
亚洲的能源进口保持增长。
预计美国能源产量将从2016
年的水平恢复。考虑到美国
能源信息署近期确认，去年
美国能源产量跌至自2013年
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这个
预测也不令人感到意外。截
至本报告撰写之日，美国活
跃钻井平台数量连续第12周
上升，自去年5月触底以来，
钻井平台数量只有3周录得下
降。美国承担全球原油供过
于求的主要责任，而美国油
气出口增加以及国际社会限
制产量的努力也在加大的新
闻报道表明，美国能源价格
的压力将会减缓。全球供应
趋于平衡或震荡上扬，而全
球需求则稳步回升。

尽管如此，如果美国和全球
经济活动没有推高能源需
求，进而抵消（或者可能让
需求增速超过）不断增加的
美国能源产量，近期原油价
格也很难涨至2016年12月
至2017年3月初的盘整区间
53-5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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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空头可能会指出中国能
源需求的年化增速放缓，但
去年中国的实际需求量仍然
增长2.5%。此外，标普全球
普氏能源资讯预测，印度的
能源需求将增长7%-8%。虽
然印度原油进口从去年夏季
的纪录高点回落，但进口量
仍然很大，为1630万公吨。

同样，中国原油进口也在
2017年初回落，但回落的背
景是去年12月原油进口创下
纪录高位。 

美国对中国的原油和石油产
品出口接近每月1000万桶。
这可能让美国WTI原油价格
对于中国的原油供求状况非
常敏感。但这也将进一步增
强WTI作为全球重要能源价
格指标的主导地位。 

国际能源信息署预计，去年
12月美国原油消耗量同比每
日增长50万桶，这反映出大
选过后美国经济回暖。根据
标普全球普氏能源资讯，印
度原油消耗增长率目前连续
第三年超过中国。另外，国
际能源信息署预测，全球原
油需求将增至149万桶。这
几乎相当于产油国减产协议
中确定的限产规模。换句话
说，需求增长以及产油国临
时减产的影响要盖过美国能
源部有关到2017年底美国原
油产量可能每天增加63万桶
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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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的产油国正在考虑延长减产协议，但我们不得不思
考，为了继续为原油市场提供新的支撑，产油国将必须认真
履行协议条款。虽然部分交易者和分析师可能对到目前为止
全球能源供应并未实现显著平衡而感到失望，但需要指出的
是，减产协议并未得到完全遵守。沙特在减产方面做的不
错，完全计划将其产量限制在每天1005万桶。但截至2月底，
非欧佩克原油产量比1月份每天增加了9万桶，大部分新增产
量都来自美国。虽然全球原油供应会继续增长，需求增速有
望超过供应，尤其是在限产协议得到一定程度的遵守时。

价值问题！

WIT油价拒绝跌至48美元下方，并重回53-56美元区域，这
表明50-52美元一带存在良好的投资价值。如果全球经济形
势继续好转，中东局势因叙利亚冲突而恶化，而减产协议得
到延长，原油市场在即将到来的夏季中的表现将成为自2015
年夏季以来最好的。 

市场已经察觉到供求关系出现改善。截至2月21日，美国
WTI原油合约（含期权合约）中的投机性和基金净多头头寸
合计（每周交易者持仓报告中非商业性头寸和非可报告头寸
之和）达到601,016张合约的历史记录。我们预计第二季度
WTI原油的价格区间将会上移，尤其是当市场重新关注中东
地区的紧张局势。

WTI/布伦特原油价差策略

美国原油出口增加，而全球原油需求将消化额外供应，但美
国供应将继续成为全球原油供应过剩的主因。预计美国原油
产量会继续增加，但与此同时，北海布伦特原油产量增加的
潜能最多只能算得上有限有分析师甚至认为挪威产量可疑。
布伦特油价从产油国减产协议中获得的好处可能比WTI要大。 

布伦特/WTI价差目前不到2.35美元，而2016年两者还出现
过平价。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价差
一直在5美元以上，我们认为这将是未来几个季度的初始目
标。如果全球经济继续稳步复苏，产油国延长减产协议，以
及有必要在油价中反映更多的“中东供应溢价”，该价差有望
达到6.50美元，甚至是7美元。

建议交易策略：  

 1)  以2.25美元买入一份行权价为54.50美元的7月WTI
原油看涨期权，同时以0.95美元买入一份行权价为
52.00美元的6月WTI原油看跌期权。7月看涨期权是
交易的“头寸”部分，而6月看跌期权是对在超买市场
中持有多头头寸的对冲。如果期权到期前市场出现
调整，6月看跌期权也可以用来降低头寸成本。将6
月看跌期权的收益目标设在2.59美元，将7月看涨期
权的收益目标设在3.99美元。如果两份期权的净亏
损达到1500美元，则止损。

 2)  以1.05美元买入2份行权价为50美元的6月WTI原油
看跌期权，并且在买入看跌期权之后立即按市价买
入1份7月WTI原油期货合约。如果7月原油期货下
跌3.50美元，则两份看跌期权都止盈。持有期货合
约，直到油价最终测试56.50水平。如果组合的净亏
损达到2.10美元，则止损。

-The Hightower Report

info@hightowerreport.com

 本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来源截至公布日期被认为可靠和准确，
但未经独立验证，我们不保证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观点如有
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本报告不应解释为请求参与任何涉及
购买或出售期货合约和/或商品期权而产生的交易。交易期货
合约或商品期权的损失风险巨大，投资者应根据其财务状况
仔细考虑相关投资的内在风险。未经The Hightower Report
的明确书面同意，严格禁止任何复制或传输本报告。违反者
将被处以每次15,000美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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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期货与掉期交易具有亏损的风险，因此并不适于所有投资者。期货和掉期均为杠杆投资，由于只需要具备某合约市值一定百分比的资
金就可进行交易，所以损失可能会超出最初为某一期货和掉期头寸而存入的金额。因此，交易者只能使用其有能力承受损失风险但又
不会影响其生活方式的资金来进行该等投资。由于无法保证这些资金在每笔交易中都能获利，所以该等资金中仅有一部分可投入某笔
交易。 

本手册中所载信息和材料不得被视为是买卖金融工具、提供金融建议、创建交易平台、促使缴纳或收取定金或在任何司法辖区提供任
何类型的其它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的要约、邀请、招揽或接受。本手册中所载信息仅供参考，并不意图提供建议且不得被解释为是建
议。这些信息没有考虑您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在依赖本手册行事之前，您应获取适当的专业建议。本手册不构成招股说明书、
产品披露声明或法律建议，亦不是关于购买、出售或持有任何具体投资或者使用或不使用任何特定服务的推荐。有关本文档中所涉事
项，读者应咨询法律顾问获取法律建议。本手册及其内容未经新加坡任何监管机构审查和批准。 本手册信息仅按原样提供，不作任何
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芝商所对任何错误或遗漏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资料也可能会包含或链接至涉及到未经芝商所或其管理人员、员工或代理设计、验证或测试的信息。芝商所不对该等信息承担任何
责任，也不认可其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芝商所对该等信息或向您提供的超级链接并不担保不会侵犯到第三方权利。如果本［资料
类型］含有外部网站的链接，芝商所并不对任何第三方或其提供的服务及/或产品予以认可、推荐、同意、保证或推介。 

CME Group和“芝商所”是CME Group Inc.的注册商标。地球标志、E-mini、E-micro、Globex、CME和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是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Inc. (“CME”) 的注册商标。 CBOT是Board of Trade of the City of Chicago, Inc. (“CBOT”) 的注册商
标。ClearPort和NYMEX 是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Inc. (“NYMEX”) 的注册商标。此商标未经所有者书面批准，不得修改、复
制、储存在可检索系统里、传递、复印、发布或以其它方式使用。 

CME、CBOT及NYMEX均分别在新加坡注册为 Recognized Market Operator (认可市场运营商) 以及在香港特区被授权为 Automated 
Trading Service (自动化交易服务)提供者。此外，CME作为Recognised Clearing House（认可清算所）于新加坡受监管。 

本手册所载信息并不构成提供任何日本《金融工具与交易法》（1948年第25条法律，修订案）界定之境外金融工具市场的直接渠道，
或境外金融工具市场交易的清算服务。CME欧洲有限公司未经注册或许可在亚洲任何司法辖区（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或日本）提
供并且其亦不意图在亚洲任何司法辖区（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或日本）提供任何类型的金融服务。

芝商所旗下的实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均无注册、获得许可或声称提供任何种类的金融服务。 芝商所旗下的所有实体均未持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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