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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原油 上海原油 燃料油分析

美原油、上海原油近期行情综述：
美国原油指数宽幅震荡。主要原因是投资者担心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迅速传播可能导致对原油的需求放缓，
美股迈向 9 月以来最长连跌纪录，通胀和加息前景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市场风险情绪降温也令油价承压。
上海原油区间整理。原因主要是：美国原油指数宽幅震荡，81 美元/桶附近阻力较强，20 均线组合有利于
多头。中国：12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50.3%和 52.7%，比上月上升 0.2 和
0.4 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2.2%，与上月持平，三大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表明我国经济总体保持恢
复态势，景气水平平稳回升。上海原油近期处于相对高位。近期或随着美国原油指数区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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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原油指数宽幅震荡。具体分析如下
一、美元指数强势震荡
近期就业数据促使一些华尔街银行上调对美联储今年升息速度的预估。美元受到上周五备受关注的就业报告
支撑，报告暗示美国就业市场处于或接近充分就业。美债收益率上升，指标美国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周一触及近
两年高位，支撑美元。
二、近期影响市场的国际信息
1、鲍威尔证词讲稿：美联储将确保通胀不会在美国经济扎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为周二参议院听证会准备的讲稿中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必须前瞻性地考量政策，将
用工具来支持经济和就业市场。美联储将阻止更高的通胀变得根深蒂固，恐怕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经济可能会
有别于疫情爆发之前的那一轮扩张。（汇通财经）
2、里士满联储主席 Barkin：3 月份加息是可以想象的。通胀上行压力可能在 2022 年晚些时候减退。由于疫情，
供应链仍将受到沉重打击；可能会持续到 2023 年。支持美联储在 12 月转向更加鹰派的立场（汇通财经）
3、市场预计美联储 3 月份加息概率近 90%，2 月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交易火爆
大量资金投入美国短期固定利率市场，因为交易员认为美联储在 3 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的预期概率为 86％。
在此之前，包括高盛在内的一些银行策略师调整了预测，预计美联储今年会加息四次。交易员正在追随这些预期，
涌入 2 月交割的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未平仓合约因此激增。截至上周五收盘，该合约的未平仓头寸数量超过 20
万份，名义价值超过 1 万亿美元。这在截至 2023 年 6 月的所有期限中是是最多的。该合约将于 2 月 28 日到期，
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它是美联储 3 月 16 日利率决策前到期的最后一个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汇
通财经）
4、印尼将于周三全面恢复煤炭出口
印尼海事和投资事务协调部长 Luhut

Panjaitan 称，印尼将于周三全面恢复煤炭出口，此前已允许一些经核实

的船只从周二开始离开港口。印尼方面表示，将允许 14 艘装有煤炭的船从周一开始启航离港。如果作出了决定，
就将逐步恢复煤炭出口。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 敦促向可靠的生产商购买煤炭，而非贸易商。印尼拟制定煤炭税
作为中期解决方案。（汇通财经）
5、利比亚恢复部分石油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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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连接东部萨马 Samah 和杜拉 Dhuhra 油田及最大石油出口港 Es

Sider 的管道维护工作后，利比亚的石油

日产量增至 90 万桶，此次管道维修工作导致该国石油日产量减少了 20 万桶。但由于其他地区仍处于停产状态，
因此日产量仍低于此前平均水平。（汇通财经）
6、重启伊核协议谈判进展良好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10 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重启伊核协议谈判在取消对伊制裁等 4 个问题
上“进展良好”，伊方对此表示满意，希望谈判能达成“持久且可靠的”协议。此前，法国也就谈判放出积极信
号。（汇通财经）
总体来看，美元指数强势震荡；鲍威尔证词讲稿表示，美联储将确保通胀不会在美国经济扎根；市场预计美联
储 3 月份加息概率近 90%；印尼将于周三全面恢复煤炭出口；利比亚恢复部分石油产量；重启伊核协议谈判进展
良好。美国原油指数高位震荡。

上海原油走势展望：区间整理

一、人民币强势，在岸人民币 11 日在 6.3756 附近整理，维持强势，抑制上海原油价格；美元指数强势震荡，11
日在 95.922 左右强势震荡，抑制上海原油价格。
二、国内：国常会：坚持不搞“大水漫灌”，有针对性扩大最终消费和有效投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 月 10 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处于爬坡过坎关口。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不搞“大
水漫灌”，有针对性扩大最终消费和有效投资，这对顶住新的下行压力、确保一季度和上半年经济平稳运行具有
重要意义。一要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纲要》102 项重大工程项目和专项规划重点项目。（央视）
中国：12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50.3%和 52.7%，比上月上升 0.2 和
0.4 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2.2%，与上月持平，三大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表明我国经济总体保持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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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态势，景气水平平稳回升。上海原油近期处于相对高位。近期或随着美国原油指数区间整理。
三、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1 月 10 日沥青中质含硫原油交割仓库数量日报：中质含硫原油交割仓库数量总计
6287000 桶，较前一交易日仓单数量减少 0 桶，其中中化弘润潍坊减少仓单数量为 0。
四、技术上看，前期高点 545 附近阻力较强，20 日均线组合有利于多头，短期 K 线组合遇阻趋弱。关注 545 点
阻力，500 点附近有支撑。
受以上因素影响近期或随着美国原油指数区间整理。短期关注 545 附近的阻力，20 日均线的支撑；预计上
海原油近期整体走势会在 454-500 区间运行。

燃料油走势分析：震荡整理

盘面情况：上海期货交易所燃料油指数从低点 2370（12 月 3 日）震荡趋强。10 日/20 日均线组合有利于多
头。燃料油指数近期处于相对高位震荡整理，2764 点附近有支撑，短期期价在 2764-3000 区间运行，2764 支撑
较强。
消息面：1、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SG)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5 日当周新加坡包括燃料油及低硫含蜡残油
在内的残渣燃料油 库存增加 149.1 万桶至 2105.5 万桶；包括石脑油、汽油、重整油在内的轻质馏分油库存增加
155.7 万桶至 1306.2 万 桶；中质馏分油库存增加 25 万桶至 814.6 万桶。 2、消息称，2022 年第一批低硫燃料
油出口配额已下发，共计 650 万吨：其中中石化 384 万吨，中石油 203 万吨，中 海油 50 万吨，中化工 3 万吨，
浙石化 10 万吨。
现货价格：1 月 10 日新加坡燃料油（高硫 380Cst）现货报价 450.79 美元/吨，较上一日上涨 12.41 美元/
吨；0.5%低硫燃料油现货报价 615.67 美元/吨，较上一日上涨 16.18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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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单库存：上海期货交易所燃料油期货仓单为 20810 吨，较上一交易日持平。新加坡燃料油库存 2105.5

（周，万桶），上升 149.10（周，万桶）。
后市展望：
燃料油指数近期震荡整理。美元指数强势震荡；美联储最快 3 月启动加息的预期升温，哈萨克斯坦及利比
亚局势扰动供应；新加坡燃料油低硫与高硫燃料油价差升至 164.88 美元/吨。
技术上 2764 点附近有支撑；燃料油指数 10 日/20 日均线有利于多头，期价在 2764 点一线支撑较强，建议
短线在 2764-3000 区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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