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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缓解过剩格局,国际油价仍将低位振荡
——2019 年原油投资策略报告

【报告要点】


OPEC 将面临着减产联盟的新挑战，过度增产无益于油价回暖。过度减产
将把市场份额让给美国等其它国家。意味着 OPEC 可能陷入新的“囚徒
困境”，总体减产不及预期。



OPEC 在 2019 年的减产目标是 3210 万桶/日，大于 IEA、OPEC 和 EIA
给出的明年对 OPEC 的需求 3163、3145 和 3156 万桶/日。因此本轮
OPEC 的减产没有令原油市场充分平衡。



俄罗斯能源部长对参与 OPEC+的减产行动并不十分积极，表示将采用渐
进式的方式减产，而这意味着俄罗斯减产步调远远小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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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美国原油将增产 150 万桶/日。其中页岩油产出平均增加 149.2
万桶/日。2019 年美国原油产量预期为 1200 万桶/日，其中页岩油产量
增长 125 万桶/日，常规油田产量下滑 9 万桶/日。



2019 年全球炼厂产能将扩充 148.2 万桶/日。主要集中在中印两国的亚
太地区。以炼厂端的平均开工率来计算，2019 年原油的消费情况或许有
96 万桶/日的有效需求增量。



发改委再度放开 2019 年非国营炼厂的原油进口配额至 2.02 亿吨，比
2018 年的 1.42 亿吨增加近 42%。按配额全部用完计算，2019 年中国原
油进口将再平均增长 120 万桶/日。

【年度展望】
2019 年的供需平衡情况较 2018 有所好转，主要还是归功于 OPEC+的减
产，但整体仍然是过剩的，过剩量将从 2018 年的 31.5 万桶/日下降至 19.5
万桶/日。
2019 年国际油价的走势呈前低后高的走势。可见的地缘风险也比较多，
美国与中国就贸易争端的谈判、美国豁免伊朗原油出口、4 月 OPEC 将重新讨
论下半年的减产问题。预估 WTI 年均 51 美元/桶，Brent 年均 61 美元/桶，
B/W 价差走阔至 10 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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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年原油行情回顾
2018 年，地缘因素主导了原油与金融市场。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四处“退群”
，先后退出了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NAFTA（北美贸易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六国联合声明）。其中伊朗核协议的
退出过程中，声称将对伊朗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其中包括令伊朗原油出口在年底降至零。由于伊朗是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第三大原油生产国，这一预期引发了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
美国市场，美国持续的增产终于在 3 月出现了管道运力的问题——页岩油主产地二叠纪地区的原油产
量超过了向外运输的量，生产商折扣出货，冲击港口价格与库欣库存，进而施压 WTI 价格表现，令 Brent-WTI
价差一度走阔逾 10 美元。
贸易关税战的预期令美元迅速回流，新兴市场一片狼藉，市场对全球经济预期。而到了 10 月份，OPEC、
美国与俄罗斯的增产已经令油价摇摇欲坠。而美国在 11 月宣布豁免八个国家与地区进口约 130 万桶/日的
伊朗原油，伊朗出口降至零的预期被逐渐证伪，加上前期过度拥挤的多头仓位（包括期权）
，油价在 11 月
开始迅速下跌，几乎回吐了年内所有涨幅。
图 1 布伦特主力合约走势

二、当前供应概况
1. OPEC：面临重重挑战
在半年报里，我们分析了 OPEC 可能在今年年底的会议中面临新的“囚徒困境”。基于 OPEC 内部会因
在 6 月会议中无法就平衡状态下减产份额达成共识，造成在填补伊朗损失的市场份额的过程中各自增产。
进入 2019 年，OPEC 将面临着减产联盟的新挑战，过度增产无益于油价回暖；过度减产将把市场份额让给
美国等其它国家。意味着 OPEC 可能陷入新的“囚徒困境”，总体减产不及预期。
从今年的产量来看，截至 10 月，OPEC 15 个国家产量为 3290 万桶/日，基本与去年的 14 国的平均产
量水平相当，但从若 2018 年初为基准计算，OPEC 的产量今年还是增长了 62.6 万桶/日。当然这个产量数
据包括了爱美国制裁下的委内瑞拉和伊朗。在美国的政治影响下，从去年开始经济崩溃的委内瑞拉截至目前
产量平均下滑 53.5 万桶/日，出口下滑了 30 万桶/日。美国是在今年退出伊朗核协议，那么在美国的威胁下，
中国和印度减少了从伊朗的进口，日本和韩国在 9 月也停止了伊朗原油的进口。从 5 月为基准，特朗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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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功”地从市场抹去了 140 万桶/日的伊朗的原油。
内部出现矛盾，是从 11 月开始在外国媒体中相继报道的。在 11 月的 OPEC 月度部长级会议前夕，有
媒体报道出沙特在着手研究退出 OPEC 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在 12 月 OPEC 会议前夕，产油国卡塔尔宣布于
2019 年正式退出 OPEC。符合了我们对 OPEC 减产联盟向心力不足的预测。
本次在 12 月 6~7 号的 OPEC 与非 OPEC 会议中，OPEC+选择基于 2018 年 10 月的产量上减产 120
万桶/日，其中 OPEC 承担 80 万桶/日，非 OPEC 承担 40 万桶/日的减产量，暂定协议维持 6 个月至 2019
年中。那么按照今年 10 月的产量，OPEC 的产量目标应该是在 3210 万桶/日左右。
图 2 OPEC 与沙特原油产量

图 3 伊朗与委内瑞拉原油出口

图 4 机构对 OPEC 需求（Call on OPEC）预测

图 5 部分 OPEC+成员国 2019 年的财政盈亏油价

但是根据 IEA、OPEC 和 EIA 给出的明年对 OPEC 的需求分别为 3163、3145 和 3156 万桶/日，可见
OPEC 的减产目标没有完全令全球原油市场充分平衡。伊朗、委内瑞拉和利比亚这三个国家在本次的会议中
被免于参加减产协议，因为在 2019 年他们可能将面临更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
部分国家的财政盈亏油价，2019 年北非与伊朗的财政盈亏油价进一步抬升，而沙特与其它海湾国家的财政
盈亏油价有所下降，证明在 2017~2018 年的减产行动中，大部分国家还是享受到了油价提升的便利，财政
情况好转。

2. 美国：大写的增产
预计到 2018 年底，美国原油产量维持在 1170 万桶/日左右，根据 EIA 发布的数据，预计 2018 年美国
原油相将增产 150 万桶/日。其中页岩油产出平均增加 149.2 万桶/日。从图 7 中可以看到二叠纪（Permian）
地区今年的产量增长将达到 90.2 万桶/日，其次是巴肯（Bakken）
，将带来 20 万桶/日的产量增长。2019
年，美国原油产量将平均达到 1200 万桶/日，其中页岩油产量增长 125 万桶/日，常规油田产量下滑 9 万桶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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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美国原油产量

图 7 各页岩油产区原油产量增减

图 8 美国页岩油主产区平衡油价与 WTI 月均价

图 9 未完井数量-美国页岩油主产区

这样的增产幅度已经完全抵消掉 OPEC 在 2016 年底达成的 140 万桶/日的减产协议，我们从季节图中
也可以看到 2018 年以来，美国的原油产量始终要高于 2017 年。而且从盈亏平衡点出发，从 2014 年 OPEC
成员国的增产挤出了部分页岩油产能，原油价格开始加速下跌。但是经历 2017 年油价企稳反弹，需要高资
金流转的页岩油商得以喘息，并在 2017 年的四季度逐渐盈利。尽管 10 月以来油价跌幅已经超过了 20%，
但三个盆地的盈亏平衡油价仍在当前油价的下方。同时，10 月数据表明，三个盆地未完井的数量也超过了
平均同比 2035 座井或 48.5%的增长。页岩油商扩大了资本投入，未完井数量的急剧增长，意味着从空间角
度，美国页岩油的产量增长仍有很大的潜力。
图 10 美国原油产量季节图

图 11 二叠纪、巴肯地区与库欣之间价差

但是页岩油产量的进一步提高受到了运输的限制，在之前的月报中，我们分析了美国二叠纪地区的管道
瓶颈问题，这一现象打击了二叠纪地区油价也限制了该地区页岩油产量的提高。我们从二叠纪米德兰
（Midland）与库欣（Cushing）的价差可以看出，之前在运输能力不及时，上游生产商只能通过降价的方
式补火车/汽车运输的运费。最高 20 美元左右的 贴水几乎就是从米德兰到库欣的汽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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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二叠纪产量与管道运力

资料来源：Drilling Info、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13 美国二叠纪地区新增管道地图及预计建成时间

资料来源：S&P Global Platts、东吴期货研究所

在今年 10 月末，原油运输管道 Sunrise 的开通缓解了二叠纪地区的运输瓶颈，令米德兰与库欣之间价
差迅速收窄。这条管道从 Midland 通往 Wichita Falls（TX），设计能力 50 万桶/日，目前的运力有 30~35
万桶/日。根据二叠纪地区的管道项目计划，新的管道要在明年的 3 季度开始运营。基于计划我们可以看到
在 2020 年，二叠纪地区的管道运力将扩充至 585 万桶/日，在此之前，美国页岩油主产区的产量与价格仍
要承受运输的限制。
然而截至目前，巴肯地区也在上演同样的一幕，我们看到由巴肯到库欣的价差也在迅速的缩小，一度冲
击 20 美元的历史差价。可以说由于这些致密油的产量的迅速上升，北美地区均面临着管道的拥堵。
另一方面，美国产量的提高带来的是库存与出口的压力。今年以来，美国原油平均出口为 191.92 万桶
/日，环比增长 94.15 万桶/日或 96.3%。美国在原油市场已经开始了对 OPEC 国家市场份额的侵蚀。从目
前墨西哥湾港口通航能力来看，
墨西哥湾出口能力大概在 544 万桶/日左右。
目前二叠纪与鹰潭
（Eagle Ford）
的总产出在 467 万桶/日，可以预见若两地区再平均增产 77 万桶/日，美湾的港口将是限制美国原油出口的
下一个瓶颈。
图 14 美国原油出口季节图

图 15 美国墨西哥湾港口通航能力

3. 俄罗斯：参与减产并不积极
OPEC+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俄罗斯，在今年的 OPEC 部长级会议上，OPEC 成员国没有在第一天
的会议里达成减产目标的共识，称减产需要俄罗斯的配合。
OPEC+在第二天的会议中才通过了 120 万桶/日的减产目标，其中俄罗斯将承担约 22.8 万桶/日的配额，
这远远少于 2016 年底达成的 30 万桶/日。但根据俄罗斯能源部长在记者会上的表述，俄罗斯依然将采用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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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式的方式减产，而这意味着俄罗斯减产步调远远小于预期。11 日，俄能源部长声称在明年 1 月减产 5 万
-6 万桶/日。
图 16 俄罗斯原油产量

图 17 俄罗斯原油出口

回顾 2017 年的情况，俄罗斯虽然承诺 30 万桶/日的减产额度，但到开始减产的第 5 个月才真正落实
30 万桶/日的减产额度。根据减产协议，俄罗斯在 10 月的产量上减产 2%或 22.8 万桶/日，对应的目标产
量应该是 1114 万桶/日左右，也是超过了去年平均 1106 万桶/日的水平。再看出口情况，俄罗斯今年平均
出口量平均为 517.5 万桶/日，虽然较去年平均水平下降 3.5 万桶/日，与去年前高后低的结构不同，今年俄
罗斯的出口是伴随着原油市场的供需缺口逐步减少而增加的。这令俄罗斯在整个减产中成为比较大的不确定
因素。

4. 加拿大：运输问题而被迫减产
加拿大 2018 产量分别同比增加 23 万桶/日。增产主要来自 1 月启动 19.4 万桶/日的 Fort Hill 油砂项
目。12 月 2 日，加拿大阿拉伯塔省宣布从 1 月起减少 32.5 万桶/日的原油产量，直到库存有效的下降。到
2019 年底至少维持 9.5 万桶/日的减产量。因此在明年的平衡表中，加拿大的原油产量增长看起来是要被抹
去。然而从去年 Keystone 管道发生泄漏，到今年美国与加拿大产量齐升，美加管道实际上仍在面临运力不
足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铁路运输原油侧面说明，因为对于原油来说，最便宜的运输方式是管道，其次是船运、铁
路，最后是卡车。截至 9 月，从加拿大通过铁路向美国出口的原油达 5421.6 万桶，累积同比 50%。因此对
于加拿大的供应，我们认为最大的问题也是在运输的瓶颈。减产的部分在 2019 年将通过消化库存补充，因
此整体的供应量应维持稳定。
图 18 加拿大原油产量

图 19 加拿大通过铁路向美国出口的原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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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油需求预期
根据 IEA 与 BP 的统计，2019 年全球炼厂产能将扩充 148.2 万桶/日。主要集中在中印两国，亚太地区
总增量 68.9 万桶/日。其次，中东地区有 39.5 万桶/日新产能投放，拉美地区有 18.8 万桶/日预计投产。以
炼厂端的平均开工率来计算，2019 年原油的消费情况或许有 96 万桶/日的有效需求增量。
从炼厂的裂解利润来看，2018 年，东半球的成品油已经面临过剩的局面，西区欧洲的需求也一直表现
不佳，只有美洲的炼厂利润表现比较亮眼，美湾地区平均裂解利润达到 18.49 美元/桶，去年的平均水平在
11.57 美元/桶。而亚太年平均裂解利润下降了 19.2%，西北欧下降 3.3%。因亚太地区仍有大量炼厂产能即
将投产，2019 年亚太地区的整体裂解利润仍是向下的趋势。
图 20 全球炼厂产能变动

图 22 美国石油消费量

图 21 炼厂平均裂解利润

图 23 中国石油消费量

从需求量来看，截至最新数据，美国今年的平均石油需求量为 2039 万桶/日较去年同期增长 52.5 万桶
/日或 2.64%。2019 年，预计美国成品油需求增长将继续带动美国原油需求。中国方面，由于去年发改委
大幅上调了地炼的进口配额，今年中国原油的进口量大幅增长，实际石油需求量增长 78.7 万桶/日或 9.9%。
2019 年，发改委再度放开非国营炼厂的原油进口配额，达 2.02 亿吨，比 2018 年的 1.42 亿吨增加近 42%。
按配额全部用完计算，2019 年中国原油进口将再平均增长 120 万桶/日。
从机构预测的需求来看，EIA 预测 2019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 150 万桶/日，主要增量在中印两国，其
中中国预计增长 50 万桶/日，印度 20 万桶/日；美国预计增长 30 万桶/日。
根据 IEA、EIA 和 OPEC 的报告，2018 年全球原油市场呈现的是整体供应过剩的格局。主导推高今年
油价的主要是伊朗出口减少的预期，而实际当美国豁免了部分国家后，前期的超买抑制了 10 月以后的部分
需求。因而 2018 年整体过剩量大概为 132 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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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EIA 预测的全球石油需求增量

图 25 机构对原油市场供需预测

四、库存情况
2018 年发达国家原油库存水平整体保持稳定。至 10 月，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石油库存为 28.72
亿桶，仅高于五年均值 300 万桶。OPEC 兑现了 2016 年的减产目标，2018 年 OECD 石油库存在五年均值
附近。OECD 国家中，美国商业库存三季度开始增长明显，平均增加 2014 万桶。库存开始增加的时间点几
乎与美国政府新一轮的抛售战略储备相当，这一轮美国抛储 1044.7 万桶是美国原油累库的因素之一。而成
品油方面，由于美国今年消费强劲，虽然炼厂开工率居高不下，但成品油全年仍然是去库的过程。
图 26 OECD 石油库存

图 27 美国商业原油库存（不含战略储备）

图 28 美国战略原油储备

图 29 美国成品油库存

五、2019 年原油市场展望
2019 年由于供应与需求不确定性比较大，供应方面的焦点在于 OPEC+的减产计划能否坚决执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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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争端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影响石油的需求增速。
最悲观的结果（1）为：① OPEC+的减产计划执行不完全；② 中美贸易争端仍将继续；③ 美国继续
豁免进口伊朗原油；④ 美国原油管道完成后产量大幅增长。则应下调 2019 年的原油需求至 125 万桶/日，
同时上调 OPEC+与美国产量预期。
图 30 悲观预期（1）的平衡表预测

图 31 乐观预期（2）的平衡表预测

图 32 倾向预期（3）的平衡表预测

图 33 2019 年国际原油价格预测

与情景（1）相反，最乐观的结果（2）为：① OPEC+完全执行减产计划；② 中美贸易争端结束；③ 美
国制裁伊朗原油出口；④ 美国原油管道推迟完成。对应上调 2019 年原油需求至 140 万桶/日，同时下调
OPEC+与部分美国产量预期。两种结果所对应的供需平衡表如图所示。
我们认为事件③的不确定性最大，因为在 11 月美国豁免了 8 个进口伊朗原油的国家至今，从伊朗出港
的船只仍选择关闭了定位信号。从 11 月以来，伊朗原油的出口数据看起来是在大幅减少的，而实际的出口
数据情况还有待确定。而我们认为较为合理的预期（3），是① OPEC+的减产计划执行不完全，伊拉克与西
北非国家产量提高，并且俄罗斯参与程度低；② 中美贸易争端仍将继续；③ 美国不会继续豁免进口伊朗原
油，但伊朗出口不会降至零；④ 美国原油管道在 3 季度大批完工，随后产量大幅增长。我们倾向于给出如
图 33 的平衡图表。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2019 年的供需平衡情况较 2018 有所好转，主要还是归功于 OPEC+的减产，但
仍然是过剩的，过剩量从 31.5 万桶/日下降至 19.5 万桶/日。相应的国际油价的走势预估呈前低后高，WTI
年均 51 美元/桶，Brent 年均 61 美元/桶，B/W 价差走阔至 10 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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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上推荐空油品的裂解价差，多 B/W 价差。

六、风险点提示
明年可见的地缘风险较多，一季度美国与中国就贸易争端的谈判、美国豁免伊朗原油出口、4 月 OPEC
将重新讨论下半年的减产问题。主要关注：
1. OPEC+的减产计划在 2019 年的执行情况
2.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3. 美国制裁伊朗
4. 美国原油产量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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