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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策略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OPEC方面，需要密切关注此次会议结果，目前市场对于继续延

长减产仍旧抱有期待，但伴随油价回升，减产国内部矛盾明显加剧。针

对伊朗问题，我们目前保持谨慎态度，主要是因为美伊关系和缓预计是

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伊朗的产量增长对盘面形成的压力将逐步释放。

美国方面，伴随油价走强，美国原油产量从底部回升。当前油价

已经覆盖页岩油企的完全成本。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美

国原油产量将逐步恢复。裂解价差回升，美国炼厂开工率跟随上行，夏

季到来后，该国成品油消费将迎来增长。

疫情方面，欧美疫情仍旧严重，尽管 1-2月份市场对于疫苗有效

性保持乐观态度，但从疫情当前的发展形势上看，完全受控仍需时间。

中长期而言，伴随北半球气温回升，我们认为主要经济体的成品油消费

将改善，但 4月份依旧需要关注疫情发展情况。

结论：回顾 3 月，OPEC 延长减产提振市场情绪，但欧洲疫情仍旧

施压需求，油价高位震荡加剧。展望 4 月，预计原油供需修复的趋势未

改，但需密切关注 OPEC 会议最终结果以及疫苗兑现情况。

操作建议：布油预计在 60-67 美金/桶的范围内波动。内盘区间

【380,430】，整体以波段操作为主。

风险因素:疫情发展超预期；宏观经济环境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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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期回顾

3 月份，月初油价受到 OPEC 延长减产的消息推动上行速度明显加快，而后市场担忧疫

情，油价进入调整，但整体价格较此前已有明显上移。

2.基本面分析

2.1. 关注月初 OPEC会议

OPEC方面，3月的 OPEC会议无疑给油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欧佩克与非欧佩克部

长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1年 3月 4日通过视频会议举行，沙特阿拉伯 2月 1日起自愿大幅

度额外减少 2个月的日产量，支撑了市场稳定，并且将于 2021年 4月继续自愿额外延长

每日 100万桶的减产量， 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外，与会部长们批准将 3月份的产量水

平延续至 4月份，由于持续的季节性消费模式，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被允许每日分别增加

13万桶和 2万桶的产量。欧佩克及其减产同盟国联合市场监测委员会和欧佩克及非欧佩克

部长级下一次会议分别定于 2021年 3月 31日和 4月 1日举行。我们认为，此次会议至关

重要。对大部分中东国家而言，高油价意味着原油出口能够带来更多的外汇收入，然而，

从去年开始，为了对冲疫情带来的需求缺口，OPEC国家坚定减产，油价从底部反弹至疫

情之前的水平。客观而言，对 OPEC国家来说，追求利益最大化才是最终目标，因此当前

65美金的布伦特油价离覆盖其财政平衡成本仍有一段距离，然而对于部分小国来说，削减

原油产量意味着出口份额的出让，站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产油国内部分歧将进一步加剧。

2月份 OPEC总体减产履行率为 103％，我们认为该指标将伴随疫情受控而下降。最理想

的状态下，疫情在二季度得到根本控制，进而助推需求恢复，使得油价保持高位稳定。

另外，市场持续关注伊朗原油产量及出口问题。今年早前美国总统拜登曾一度表示，

美国已经准备好重新加入伊核协议谈判，但同时他也呼吁欧洲各国共同合作，以遏制所谓

伊朗在中东的“破坏稳定”的行为。不过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3月 16日的报道称，伊朗当

局近期公开了自己一座海军导弹基地，伊朗一些军方人士直接称呼其为“导弹城”。美伊关

系目前还非常的紧张，拜登当局根本就没有与伊朗进行谈判的诚意。据贸易商和分析师估

计，目前中国已从伊朗购买了将近 100万桶/天的原油、凝析油和燃油；数据情报公司 Kpler

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本月中国自伊朗进口原油量将达平均 85.6 万桶/天，创近两年来的新

高。我们认为，这间接反映出伊朗对于恢复原油出口的意向，目前伊朗原油产量约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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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桶/天，若美伊关系和缓，未来或有 100万桶/天左右的产能缺口有望回补，对原油价格

形成潜在利空。针对伊朗问题，我们目前保持谨慎态度，主要是因为美伊关系和缓预计是

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伊朗的产量增长对盘面形成的压力将逐步释放。

图 1 Brent-WTI 图 2 伊朗原油产量：千桶/天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2. 油价上行，页岩油产业迎来恢复

伴随油价走强，美国原油产量从底部回升。截止 3 月 12 日当周，美国原油日均产量

1090 万桶，美国在线钻探油井数量继续增加。通用电气公司的油田服务机构贝克休斯公布

的数据显示，截止 3 月 19 日的一周，美国在线钻探油井数量 318 座，比前周增加 9 座，为

1 月份以来最大的增幅。众所周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页岩油成本不断降低。以 1985

年成立的 EOG 能源公司为例，目前该公司的完全成本大概在 48 美金/桶，而二叠纪部分公

司的成本大都在 35 美金至 45 美金范围内。据咨询公司瑞斯塔德能源数据，美国最大的石

油生产商埃克森美孚公司在新墨西哥州的石油利润为每桶 26.90 美元，约为二叠纪石油储

量的四分之一。西方石油公司和私有的 CrownQuest Operating 公司的成本均低于每桶 30

美元。从这个角度看，当前油价已经覆盖页岩油企的完全成本。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我们认为美国原油产量将逐步恢复。

原油库存数据显示出当前美国成品油需求市场仍未实现完全复苏。美国能源信息署数

据显示，美国成品油需求总量平均每天 1876.3 万桶，比去年同期低 11.1%；车用汽油需求

四周日均量 813.1 万桶，比去年同期低 13.0%；馏分油需求四周日均数 405.9 万桶, 比去

年同期低 1.3%；煤油型航空燃料需求四周日均数比去年同期低 36.1%。不过，伴随裂解价

差回升，美国炼厂开工率跟随上行，夏季到来后，该国成品油消费将迎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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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BOB裂解价差 图 4 美商业原油库存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EIA；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3. 关注疫苗效果兑现情况

援引卓创消息，此前担心阿斯利康疫苗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一些欧洲国家对使用阿斯

利康新冠肺炎疫苗存疑，德国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冠病毒病例，意大利正在实施全国性

的复活节封锁，法国计划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总体来看，欧美疫情仍旧严重，尽管 1-2

月份市场对于疫苗有效性保持乐观态度，但从疫情当前的发展形势上看，完全受控仍需时

间。中长期而言，伴随北半球气温回升，我们认为主要经济体的成品油消费将改善，但 4

月份依旧需要关注疫情发展情况。

图 5 vaccines phase timeline 图 6 全球疫苗接种进度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3.结论与操作

回顾 3 月，OPEC 延长减产提振市场情绪，但欧洲疫情仍旧施压需求，油价高位震荡加

剧。展望 4 月，预计原油供需修复的趋势未改，但需密切关注 OPEC 会议最终结果以及疫苗

兑现情况。



[table_page]东海策略

操作上，布油预计在 60-67 美金/桶的范围内波动。内盘区间【380,430】，整体以波段

操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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