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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持续回调。上周油价连续回调 4 个交易日，创 4 月以来最长连
续回调和最大回调幅度纪录，也是 2 月以来这轮反弹的第二大回
调。WTI 和 BRENT 周四分别触及 45.83 和 46.94 美元低点，周五
强劲反弹最后报收 48.26 和 49.25 美元/桶。



本周要闻：1. 中国原油产量创 15 年最大降幅，中国 5 月份原油产
量同比下降 7.3%至 1687 万吨；创 2001 年 2 月以来最大降幅。
2. OPEC 月报：对于 2016 年世界石油供应和需求的预
期不变，原油供应过剩量将会在 2016 年下半年缩减至 16 万桶/
日，而第一季度原油产量供应过剩量为 259 万桶/日。
3. IEA 月报：将 2016 年原油需求提升 130 万桶/天，至
9607 万桶/天。IEA 下调原油过剩预期，预计市场于 2017 年实现供
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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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国 6 月 13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93.3 万桶，预期233 万桶，前值-322.6 万桶。美国油服贝克休斯：美国 6 月 17 日
当周石油钻井增加 9 台，至 337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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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原油分析：正如本报告稍早前警示的，油价在 50 美元上方面
临强大的抛盘压力，一部分成本较低的生产商可能在这一价位介入
套保，鉴于原油需求韧性十足，在供给端的利空消息结束之后，原
油格局仍然向上。预计下周震荡偏强，如果继续回调则是多头介入
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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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跟踪
图 1：三地原油现货价格走势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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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期油与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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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山金金控研究所

图 3：全球石油储备量 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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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原油运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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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美油库存数据

资料来源：wind，山金金控研究所

图 6：美油投机头寸变化

资料来源：wind，山金金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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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周要闻
2.1 中国原油产量创 15 年最大单月跌幅
近日，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5 月份，原油产量同比下降 7.3%，至 1687 万
吨，这是 2001 年 2 月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也是自去年 11 月以来，连续第 7 个月负增长。
原油价格走低已近两年，虽然最近几个月原油价格重新回到了每桶 50 美元左右，但之前
数月里，原油价格都在每桶 40 美元以下，逼近甚至低于部分产油国的成本线。
中国国内原油产量下降，反映中国原油开采企业在低油价环境中开始削减开支。同时，由
于国内原油生产活动收缩，中国将更加依赖中东地区和俄罗斯的进口原油。此次中国原油生产总量
的降幅超出市场预期。
早在今年 3 月，中国最大的石油生产企业中国石油就曾表示，预计公司的原油和天然气
产量将在过去十七年以来首次同比下降。公司将逐步关闭没有盈利希望的油厂。中海油公司表示，
预计今年原油产量将同比下降 5.2%。
其实，不只是中国，美国原油产量也出现了明显下滑，日产量从去年 4 月份的 969.4 万桶
下降至今年 3 月份的 912.7 万桶。有分析认为，中国原油产量下降，显示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通过向市场大量供应石油，挤出高成本生产商的策略正在这个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奏效。。

2.2 OPEC 月报：原油需求料将超过 OPEC 产量 为 3 年来首见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周一(6 月 13 日)发布月度报告显示，因尼日利亚和加拿大供应中
断帮助加速缓解供应过剩局面，2016 年下半年全球油市预计将更加平衡。
OPEC 在月报中称，该组织当前的产量低于对其今年下半年原油供应的平均需求预估。
根据 OPEC 以往的报告，上次 OPEC 在完整一季中的原油产量低于需求是在 2013 年。
月报显示，OPEC 今年 5 月的原油日产量减少 10 万桶，至 3236 万桶/日。这比 OPEC 对
其原油的第三季需求预估要少 50 万桶/日，同时也比对 OPCE 原油的下半年需求预估均值低
16 万桶/日。同时，OPEC 维持 2016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幅预估在 120 万桶/日不变。
这表明市场较今年第一季吃紧，当时 OPEC 表示其原油供应过剩达 259 万桶/日，油价
也曾跌至 12 年低点。不过，目前国际油价已经从 1 月创下的 12 年低位每桶 27 美元回升至
50 美元，因中断事件抑制了过剩的供应。OPEC 表示，预期中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市场趋紧
因为这些事件而加快脚步，油价下跌终将对成本较高的非 OPEC 供应造成打击，从而促使市
场供应收紧。
OPEC 预计，2016 年非 OPEC 原油供应减少 74 万桶/日，与上月预估持平。
OPEC 月报还显示，
“市场上供应过剩问题在未来几季可能会缓解，使得油市在年底前
更加平衡。
”
油价两年前从 100 美元崩跌，并在 OPEC 拒绝减产后跌势加剧。事实上，自 2014 年政
策转变以来，OPEC 的供应就一直升高，4 月达到 2008 年以来最高水平。
近期，针对尼日利亚石油产业的攻击事件、加拿大野火肆虐，以及其他地方的供应减
少，导致 5 月分意外中断的供应量创下至少五年最高。报告援引二手资料称，5 月的产量减
少以尼日利亚降幅居前。
然而，OPEC 仍警告称，
“全球仍有大量的过剩供应，库存依然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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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EA 月报：油市将于明年实现供需平衡，大量库存将阻止油价大
幅上涨
IEA6 月 14 日公布的月度原油市场报告显示，全球原油市场明年将接近达到平衡，因
原油需求增长快于原油产量增长，同时当前的原油供应过剩规模小于之前的预估；但大量的
库存过剩将限制油价大幅增长。
IEA 将 2016 年原油需求提升 130 万桶/日，至 9607 万桶/日；5 月全球原油供应同比下降
59 万桶/日，是自 2013 年以来首次大幅回调，受支出削减和生产中断影响。
IEA 下调原油过剩预期，预计市场于 2017 年实现供需平衡；欧佩克石油产量下降因民
兵攻击抑制了尼日利亚产量；下调非欧佩克原油供应预期 10 万桶/日。
IEA 预计伊朗全年石油产量 360 万桶/日，2017 年为 370 万桶/日；沙特原油产量 6 月可
能上升，因能源需求走高。
5 月份欧佩克原油日产量 3261 万桶，环比基本维持不变；大量的库存将阻止油价大幅上
涨；预计全球炼厂大修数量将在第三季度升至纪录高位；因加拿大、巴西原因，非欧佩克产
量将增加 20 万桶/日至 570 万桶/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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