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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持续疲软，显性库存全面累高
——沥青 2021 年 4 月报
肖彧
【报告要点】


3 月沥青走势持续弱于原油



欧洲疫情以及疫苗问题炒作不构成长期利空



二季度原油供需依然偏紧，但边际略微宽松



OPEC+依然传递严格调控信号



沥青冬储力度不够，且大概率连续两年亏损



沥青双库累高，开工率偏低，四月排产增加

能化研究员
从业证书：F3083960
投资咨询证号：Z0016296
电话：021-63123067
Email:xiaoy@dwqh88.com

【月度展望】
原油经历了 3 月份的回调后，4 月份大概率得以企稳，下方空间不大，总
体温和运行。沥青目前估值偏低，但预期也较弱，在终端需求和冬储需求释放
均较为疲软，4 月季节性终端需求改善有限，炼厂库存与社会库存均处于高位，
排产增加，总体以偏弱姿态跟随原油波动。
风险方面需注意目前沥青与原油比价偏低，原油若出现趋势性上涨带来的
沥青补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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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综述
3 月沥青走势与原油大致趋同，比价延续弱势，积弱现象加剧。主力 2106 合约月初跟随原油延续 2 月涨势，
在 8 日触及 3370 高点后持续回落，月末期间维持在 2750-2900 区间震荡。
由于欧洲部分发达国家爆发了第三波疫情新增感染人数高峰，导致当地封锁政策重新趋紧，需求端忧虑再起，
市场情绪也从此前的过度乐观状态消退，原油价格在月初见顶回落，月底借助苏伊士运河出现集装箱轮船搁浅影
响航运以及 4 月 OPEC+会议即将召开稳住跌势，转为区间宽幅震荡。
沥青自去年冬季以来冬储进度始终缓慢，在今年年初原油上涨带动的沥青上涨行情期间，冬储进度一度略有
起色，但 3 月原油价格再度带动沥青下跌，前期高成本库存令贸易商囤货速度再度放缓，而终端需求由于季节性
因素释放有限，是故沥青维持偏弱走势，与原油比价持续下滑。
图 1. 沥青 2106 合约 3 月走势图

图 2. 沥青 2112 合约 3 月走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3. 美原油连续合约 3 月走势图

图 4. 比价：沥青 2106/美原油连续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东吴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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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油下跌后或在 4 月企稳
（一）欧洲第三波疫情不构成长期利空
1、疫苗有效性得到验证
尽管欧洲部分国家出现了第三波疫情，并重新收紧了封锁措施，对油价产生了冲击。但对比后我们反而能够
得出疫苗对抑制疫情方面是确实有效的，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与其近期有没有出现新一轮疫情新增
感染人数明显增加的相互关系上。
表 1. 主要国家接种率
国家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接种率
有无第三波疫情高峰

43.60%
无

50.26%
无

15.36%
有

15.34%
有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5. 美国新冠新增感染人数

图 6. 英国新冠新增感染人数

图 7. 德国新冠新增感染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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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法国新冠新增感染人数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2、疫苗问题不构成长期利空
在欧洲新一轮疫情加重的同时有消息称阿斯利康生产的疫苗由于出现副作用，导致部分国家暂停接种，一定
程度上也加剧了行情的回调力度。
事实上，阿斯利康疫苗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其自身技术解决以及接种其他疫苗替代解决，需要的只是时间。
相对而言发达国家替代效率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及贫穷国家替代效率较低。
正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所言：即使没有阿斯利康疫苗，美国也有足够的疫苗可用于秋
季的加强剂注射。
好消息是发达国家占原油需求的主体，而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原油需求大国的中国的疫情也始终可控。
边际风险上，可关注新兴原油需求国家印度的疫情发展情况，印度疫苗接种率极低，仅为 4.43%，目前也展
现出了较为迅猛的疫情反弹形势。印度目前原油消费量约 500 万桶/日，占全球约 5.31%原油需求总量。
图 9. 印度新冠新增感染人数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随着主要国家接种进度持续推进，经济复苏大方向总体保持不变，对油价具有托底作用，除非出现小概率
黑天鹅风险事件，比如新变异的病毒变种使得市场上现有疫苗大范围失效。

（二）二季度原油供需面依然偏紧
1、平衡表
OPEC+会议尘埃落定，二季度的原油供给也大致能够得到确定。从原油供需平衡表看，二季度原油供需依
然偏紧，持续去库，去库速度上边际略微松动。因此即使届时市场上没有太多的利多驱动，下方依然能够给予一
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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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全球原油供需平衡表（百万桶/日）
全球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供应

94.02

92.17

93.77

94.87

95.84

97.03

98.38

98.86

99.08

99.23

99.43

99.01

需求

93.69

95.89

96.06

96.27

96.67

98.18

98.35

98.37

99.11

98.11

99.19 100.07

去库

-0.32

3.72

2.29

1.40

0.83

1.15

-0.03

-0.49

0.04

-1.12

-0.24

1.05

数据来源：EIA，东吴期货研究所

2、季节性
从原油需求的季节性看，美国即将来到传统炼油旺季，以备战夏季汽油需求高峰，且寒潮以来的美国需求数
据增长十分稳定，本土也没有受到疫情反弹困扰，总体非常积极。
德州寒潮一度使得当地炼厂停止开工，导致炼油量大幅下滑，随着寒潮过去，当地炼厂顺势完成了春检，炼
油量出现回归。此外，汽油需求一定程度上能够反应离家上班、社交等出行活跃度，需求连续增加也暗示美国疫
情恢复进展良好。
根据 IHS Markit 预计，美国 4-6 月的真实 GDP 同比增长将分别为 9.9%，12.1%和 12.1%，考虑到去年同
期数据受疫情影响表现十分糟糕，该数据依然较 19 年同期分别提高了 0.90%，1.29%和 1.70%，实现了正增长，
意味着美国经济逐渐步入正轨，由此映射出美国原油需求保持复苏势头。
图 10. 美国炼油量季节性

图 11. 美国隐含汽油需求季节性

数据来源：EIA，东吴期货研究所

中国二季度炼油加工量总体亦维持强势，因历年以来炼油需求总体保持农历春节后到夏季限电前的逐渐恢复
规律，且检修逐渐完毕。
图 12. 中国原油加工量（千桶/日）

图 13. 中国原油加工量季节性（千桶/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吴期货研究所

因此我们认为在二季度，全球前二大原油需求国的原油消费水平总体维持强势，其中美国新总统上任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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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积极接种，其接种覆盖率已经超过 40%且持续增加中，在 3 月也没有出现新一轮本土新增感染人数爆发；而
中国在疫情稳定的前提下正在积极开展接种，无疑是给未来的防疫工作加了一道保险。总的来说中美两国由于疫
情再次爆发出现需求倒退的风险概率不大，在需求层面上能够一定程度为油市托底。

（三）OPEC+维持偏严厉的减产政策
根据最新出炉的 OPEC+部长级视频会议结果，OPEC+将在 5 月、6 月和 7 月分别将石油产量提高 35 万桶/
日、35 万桶/日和 44.1 万桶/日。沙特也将逐步取消 1 月以来单边自愿减产的 100 万桶/日，具体计划为 5 月减
少 25 万桶/日、6 月减少 35 万桶/日并在 7 月减少 40 万桶/日以完全退出。
根据会议声明，OPEC+未来将继续每月召开部长级会议以评估市场环境并决定未来几个月的产量水平调整，
每次调整仍然将不超过 50 万桶/日。会议同时一致同意过度生产的产油国需在 4 月 15 日之前向 OPEC 秘书处提
交补偿减产计划。下一期 JMMC 以及 OPEC+部长级会议将在 4 月 28 日开始举行。
沙特亲王兼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称在经济复苏证据确凿之前，应当保持谨慎的立场。这位亲王预计由于
OPEC+的补偿性减产，因此实际产量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减少，如有需要 OPEC+可以在下一次会议上继续做出产
量调整。
我们认为本次会议传递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
1. 增产是在充分认识到需求放缓的前提下作出的决定，在此前 JMMC 会议上 OPEC 已经临时下调了需求
前景；此外会议没有像之前几次出现延期，意味着做出增产决定时各方并没有太大分歧，也可以解读为
即使增产了，油市平衡管理仍然可控，毋需过多忧虑。
2. 重申了任何月度增产决定都有 50 万桶/日的限制，且保持每月讨论机制。
3. 坚定了减产补偿方针，降低实际减产量注水的风险。
当然增产也会衍生出一些风险，比如增产过程中减产执行率受到冲击等等，但在这些风险没有发生之前，我
们依然认为 OPEC+对于减产政策的态度是偏严谨严厉的。
表 3: OPEC 减产协议框架内成员国 3 月减产执行率（百万桶/日）
国家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刚果 赤道几内亚 加蓬 伊拉克 科威特 尼日利亚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总体

3 月产量

0.87

1.16 0.27

0.11

0.18 3.89

2.33

1.49

8.13

2.61 21.11

目标产量

0.876

1.267 0.269

0.105

0.155 3.857 2.329

1.516

9.119

2.626 22.119

减产执行率

103%

141%

108%

153%

103%

98%

77%

22%

96%

100%

124%

数据来源：网上资料收集，东吴期货研究所

在减产协议框架外，伊朗 3 月原油产量增幅较大，约 21 万桶/日，而利比亚自去年增产以来产量渐稳。
图 14. 伊朗原油产量（千桶/日）

图 15. 利比亚原油产量（千桶/日）

数据来源：EIA，东吴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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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沥青需求持续疲软，显性库存全面累高
沥青需求持续疲软，由于下游开工季节性，终端刚性需求释放依然偏淡，冬季重要中间环节需求冬储同样释
放不畅，社库厂库双双增加，其中厂库创下近几年来同期最高值。四月北方施工增加，但南方即将迎来雨季，总
体而言需求恢复有限，炼厂排产出现增加，总体依然偏弱势。

（一）今年冬储基本盖棺定论，大幅缩量且大概率连续两年亏损
卓创跟踪数据表明，去年冬季时期冬储量不及往年一半，这主要是由于贸易商前年冬储亏损导致的心态上的
弱势以及当时社库去库速度明显慢于往年同期导致观望情绪愈加浓厚等因素综合导致。
再看沥青价格，在 11-12 月油市炒作疫苗愿景连续上涨的情况下，受到自身去库缓慢制约，跟涨较为有限。
年初油市受到沙特宣布单边额外减产提振进一步上攻的时候，沥青也终于开启了补涨，我们观察到，社库在补涨
期间才有较明显的增加，之前处于观望期，并没有太多的显性库存增加，这意味着今年冬储的时间段主要对应在
油价上涨的这段时期。
图 16. 冬春季原油沥青相对走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17. 社库变化示意图（万吨）

图 18. 厂库变化示意图（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www.dwfutures.com
7

2021 年 4 月报-沥青
根据道路施工需求的季节性，社库在沥青下游传统旺季去库存，下游转淡进入冬储时间段后累库存。
去年沥青社库在旺季去库过程中下降斜率明显放缓，整个 12 月没有增量，直到 1 月下旬才开始逐渐抬升，
并随着 3 月油价下跌开始上升斜率出现放缓。
因此我们认为今年冬储需求释放最集中的时间段是从 1 月中旬开始，到 3 月初这段斜率相对最抖的时间段，
对应沥青行情中价格最高的那段时期，冬储大概率连续第二年亏损。从社库冬季以来增加量也可以看出今年冬储
量远不及往年，与之对应的是需求不足情况下上游厂库库存迅速走高。

（二）显性库存全面累高，下月排产增加
从上图厂库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沥青厂库已经远超近年同期高度，最新厂库库存率 43.42%，高于去年
任何时期水平；社库尽管冬储不足，但由于去年旺季消化有限，绝对高度也同样不低。
唯一的好消息是，由于沥青利润相对偏低，且近期与柴油价格差有走阔迹象，沥青整体开工率处于往年偏低
位置，或许累库速度不会太快，但库存的绝对高度依然会压制沥青情绪。此外根据隆众资讯，下月国内沥青排产
增加，其中中石油和地炼分别贡献 10.1 万吨和 51.1 万吨。
图 19. 沥青装置开工率季节性

图 20. 厂库库存率季节性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四、小结
综上所述，原油经历了 3 月份的回调后，4 月份大概率得以企稳，下方空间不大，总体温和运行。沥青目前
估值偏低，但预期也较弱，在终端需求和冬储需求释放均较为疲软，4 月季节性终端需求改善有限，炼厂库存与
社会库存均处于高位，排产增加，总体以偏弱姿态跟随原油波动。
风险方面需注意目前沥青与原油比价偏低，原油若出现趋势性上涨带来的沥青补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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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
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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