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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近期原油价格从年
初的高峰下跌超过每桶14美
元，短短5个月下跌24%。
毫无意外，大幅抛售最主要
的罪魁祸首是美国的产量不
断增加。投机者大幅清空美
国WTI期货和期权，同样推
波助澜。如每周投资者持仓
报告显示，在2月21日的周
内，投机性和基金头寸（非
商业和非报告交易者持仓综
合）达到纪录高位的净长仓
601,016份合约。4月4日则
下跌24%到457,334份。此
后价格再次下跌3.86美元，
预示进一步出现投机性清
仓。我们估计，投机性净长
仓将从最高水平下跌三分之
一，市场进入技术性平衡。

能源展望：原油将供大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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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需求与供应 – 2017年下半年势均力敌
国际能源署预测的全球原
油供需余额一年前开始定
期出现季度赤字，而美国
原油产量增长大体上被产
油国的减产协议所抵消。
因此，经济增长/原油需求
增长成为2017年下半年油
价的决定因素。

随着6月份原油价格跌至
42.50美元，最终导致美国
钻井活动稳定下来，美国
原油库存跌回至去年同期
水平，加上海外主要产油
国持续抑制产量以及WTI
原油期货和期权录得自
2016年2月以来规模最小的
投机活动、基金持仓净额
以及基金多仓，因此油价
可能已经进入颇具投资价
值的区域。 

201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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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2月份的每桶58美元
太贵，但从基本面来看，每
桶44美元过于便宜。我们认
为，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改
善，投机性长仓的走平，石
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
非OPEC国家产量继续受到
抑制，以及美国石油产量受
到2016年8月份以来最低的
价格结构打击，关键性低点
已经调整。

供应考虑
显然，全球的整体供应状况
仍然不利，而且那些边际供
应所在的地方（世界上受冲
击最小的地方之一，美国）
可能意味着石油的地缘政治
溢价相对于历史上的其他时
期将继续微弱。鉴于产量稳
定增长和国内的库存庞大，
美国可以被视作世界的边际
供应者。这将使美国的WTI
价格成为全球原油市场首要
的基准。 

2017年7月11日

很显然，美国产量快速增
长是今年上半年WTI原油期
货价格大跌的主要原因。
但欧佩克预测美国2017年
原油产量增长将仅比2016
年高出82万桶/天，而减产
协议每天有望减少150-180
万桶产量，表明美国原油
产量增长会被显著抵消。
 
美国原油产量变化

虽然现在假设美国原油产
量的增速已放缓还为时过
早，但能源价格下跌显然
已经对美国活跃钻井平台
数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
活跃钻井平台数连续23周
增加肯定会有后续影响，
所以相关产量还会继续增
加市场供应。但我们预计
如果原油价格更接近35美
元而非50美元，钻井平台
活动将放缓，甚至可能会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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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他来自中东、北海
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原油价格
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
石油产量的最显著增长和石
油产量影响力最大的变化很
可能来自美国。所以，我们
预测WTI市场对全球市场的
影响将越来越大。美国石油
钻塔数已经连续16周直线上
升，几乎可以肯定，美国石
油产量在未来的月份和季度
将进一步增加。 

2017年迄今为止，美国每周
原油库存一直在远高于去年
的水平上运行，但自3月末
势头有所衰减。美国原油库
存的“富余”程度（当前库存
相对一年前的库存）已经减
少近50%。 

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
显示，世界石油的供需平
衡在一连9个季度的富余之
后，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了
重新平衡。美国新的石油产
量很大部分开始被OPEC/非
OPEC的减产协议所抵减，
减产协议剔除了世界石油供
应链中每天180万桶的产量。
然而若进一步收紧世界石
油过剩的情况，要么全球石
油需求以美国石油产量持续
增长水平相同的程度增加，
要么美国以外的生产商的产
量更大幅度地收缩。截止本
文撰稿时为止，OPEC/非
OPEC的生产商显然都确信
会在即将到来的5月25日的会
议上扩大他们的减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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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价格的任何乐观情景假设都将严重依赖于全球需
求的持续改善，而且已有多个数据可以印证这种情况
正在发生。2017年前5个月，中国原油进口量是去年
同期的10倍。更重要的是，4月和5月的进口速度似乎
加快。还应该指出的是，美国能源已经出口到欧洲市
场，而且美国还首次向印度供应原油。美国天然气出
口也大幅增长，出口以亚洲市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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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最好的均衡器

一些分析师显然已经将全球
能源需求“增长率”的疲软看
成负面因素，尽管总体需
求在持续刷新纪录。IEA已
经预测过，全球石油需求在
2017年的增长将达到每天
130万桶，超过2016年的增
长。此外还应当注意的是，
每周IEA报告显示美国石油
出口的规模是去年的两倍。   

美国石油每周的出口量已经
创下纪录，一些月份的数据
增加到超过每天110万桶！2
月份美国对中国的原油出口
达到每天342,000桶，而去
年10月份才开始对中国大量
出口原油。2月份美国对印
度的原油出口数据也首次到
达近来的显著规模。每天向
两国出口400,000桶原油可
能看起来并不多，但这一“
新”的需求有助于抵消美国增
加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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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基本面向好

美国每周RBOB汽油库存在长时间保持增长之后，今
年在炼油厂开工率非常高的背景下库存水平仍普遍低
于去年同期。截至6月16日止当周的隐含汽油需求创 
下981.6万桶/天的新高，这似乎印证了美国需求正在
改善。 
由于中国乘用车销量强劲，我们认为2017年下半年中
国的原油进口会继续增加。虽然今年有时候会听到有
关中国汽车销量将趋于稳定的声音，但整理的数据表
明今年迄今中国的汽车销量高于去年同期。2016年，
中国乘用车销量的年增长率达到16%，而今年的销量
可能增长5%，因此中国的汽油需求应该会继续增长。 
鉴于过去两年中国路面车辆数量大幅增加，成品油需
求将推动中国增加原油进口和炼油活动。就连欧洲也
录得十年来最高的汽车登记率，这也对全球成品油需
求有利。

 建议交易策略：  
1)  在43.52美元买入9月原油期货，目标价48.68美

元，止损设在42.15美元。 
2)  牛市看涨期权价差策略--买入行权价为46美元的11

月原油期货看涨期权，同时卖出行权价为51美元的
11月原油期货看涨期权（净成本为1.70美元）。 
该价差策略的目标设在3.50美元，止损设在 
0.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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