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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纵横

星期二

产品简介：华融期货将在每日收盘后汇
总各分析师和投顾人员对各个品种走

资讯纵横栏目是华融期货推出的信息资讯套餐系列，涵盖华融早报、
每日盘解、大盘风向标、外盘跟踪、要闻解读、焦点聚集、华期周刊
和每周一评等栏目，为客户提供最全面、最迅速、最准确的各类投资
信息，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资讯服务。

势盘解，涵盖基本面、近日盘内表现、
重大消息、后市操作建议等重要观点。

每月一评
本月震荡下跌

风险说明：本产品为投顾人员独立观

一、行情回顾

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谨供投资者参考。

沥青 2209 主力合约本月收出了一颗上影线 9 个点，下影线 568
个点，实体 360 个点的阴线，月初开盘价：4609，月末收盘价：4249，
最高价：4618，最低价：3681，较上月收盘跌 376 个点，月跌幅 8.13%，
月振幅 937 个点。
客户适配：适合所有客户使用，尤其

二、本月重要消息面情况
1、国际统计局公布，6 月中国沥青产量为 305.8 万吨，同比减
少 37.1%，1-6 月石油沥青产量同比下滑 34.6%。石油焦 6 月产量为
248.9 万吨，同比减少 1.8%，1-6 月石油焦产量同比减少 1%。
2、中 国 6 月 份 在 俄 罗 斯 购 买 能 源 的 支 出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72%，原因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导致价格上涨，提高了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的进口费用。根据今天公布的海关数据，中国买家总
共花费了 64 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月的 37 亿美元。它使中国从 3
月到 6 月在俄罗斯能源上的总支出达到 253 亿美元，几乎是 2021
年同四个月的 135 亿美元的两倍。

是日内短线客户，本产品汇总专项投
顾人员对于今日品种的走势分析和个
人的独立观点。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53-1 号
邮编：570105

3、2022 年上半年，中国民航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293.4 亿吨公
里，同比下降 37.0%，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46.7%。上半年，全行
业共完成旅客运输量 1.18 亿人次，同比下降 51.9%，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36.7%。
4、中国 6 月成品油出口同比减少 50.2%，出口量绝对值为 320
万吨。1-6 月出口同比共减少 40.7%。汽油、柴油均出现了出口的同
比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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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统计局数据，6 月中国汽油产量为 1166 万吨，同比下滑 11.5%，1-6 月产量同比增长 0.2%。6 月柴
油产量为 1438 万吨，同比增长 7.1%，1-6 月柴油产量累计同比增长 15.6%。
6、OPEC 预计 2023 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比供应的增长每天要高出 100 万桶。为了填补这一缺口，欧佩克
需大幅提高产量，但由于投资不足和政局不稳，成员国的产量已经远远落后于目前所需的产量。
7、EIA 月报中预估，高价格导致美国 7 月至 10 月的汽油消费量将低于先前的预期，7 月份日需求量将达到
907 万桶，比 6 月份的预测下降 2.2％，比 2019 年 7 月大流行之前的消费量下降 4.8％。EIA 下调了对 2023 年原
油产量的预估，2023 年美国增产至 1277 万桶/日，2021 年产量预估为 1191 万桶/日。EIA 还下调对今年全球石油
的增长预测因经济预估下调，目前预计需求每天增加 220 万桶，之前预估为 360 万桶。
8、贝克休斯公布 2022 年二季报，业绩喜忧参半，供应链通胀和俄罗斯业务暂停造成了收入损失。贝克休斯
称，一方面未来一年半石油需求前景受加息拖累而下滑，另一方面全球投资不足，供应整体增长有限，油价前景
仍不稳定。
9、Vortexa 数据显示，7 月 1 日至 19 日期间，欧洲从俄罗斯进口的柴油达到 82.5 万桶/日，是 3 月以来的最
高进口量，环比 6 月增长 4%。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俄罗斯占欧洲成品油进口的 40%，2020 年为 80 万桶/日，
其中 55%为柴油和汽油。
10、俄罗斯统计局公布数据，5 月俄罗斯原油和凝析油产量为 1021 万桶/日，高于 4 月的 1004 万桶/日，普
京给出的 6 月产量为 1070 万桶/日，过去三个月俄罗斯原油产量稳步攀升。
11、印度 6 月原油进口量为 480 万桶/日，环比 5 月下滑 3.8%，同比增长 23%。其中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量
为 95 万桶/日，占进口总量的近五分之一，当月印度减少了对伊拉克和沙特的原油进口。
12、日本 6 月原油进口同比增加 22.1%，达到了 254 万桶/日。日本的 LNG 进口 6 月同比增 1.7%，动力煤进
口同比增 17.7%。

三、后市展望
供给方面，本月因沥青生产整体效益改善，多地炼厂复产沥青，沥青产量有所增加。根据数据统计，7 月 21
日-7 月 27 日，沥青装置平均开工率为 48.42%，周开工率均值环比上涨 1.03 个百分点。隆众公布 8 月国内沥青
计划排产显示，8 月份国内沥青总计划排产量为 246.2 万吨，环比增加 23.8 万吨，同比下降 34.27 万吨，未来供
应有望持续回升。继续关注供应端变化。
库存端，卓创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7 日，华南炼厂库容比环比减少 3%至 27%，华东炼厂库容比环比持平
为 17%，山东炼厂库容比环比增加 1%至 35%，东北炼厂库容比环比减少 1%至 24%。主要炼厂库容比环比减少
1%至 27%。主要地区社会库存比环比减少 1%至 31%。7 月库存仍然维持处于低位水平，继续关注库存端变化。
需求端来看，本月高温降雨天气仍然对部分地区需求有一定的阻碍，虽然价格下跌导致投机需求回升，但现
货市场观望情绪较重，临近月底，随着降雨天气的短暂结束，需求有所恢复，但整体刚需释放依然有限。当前东
北地区受降雨影响需求有所减弱，华南地区终端需求略有好转，其它地区多按需采购。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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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1.6 万亿元（16758 亿元），同比增长 6.7%。其中，公路完成投资 12704
亿元，同比增长 9.7%；水路完成投资 739 亿元，同比增长 4.7%。进入八月份，受到政策端支持以及天气转好的
影响，沥青终端消费存在进一步改善的预期，继续关注需求端变化。
整体来看，本月沥青炼厂开工率环比回升，从排产计划看供应或将维持继续增加的态势，库存维持低位，市
场需求多数仍以刚需为主，整体表现一般。当前沥青价格仍以跟随油价波动为主，若油价企稳且后期终端需求能
够兑现，沥青价格有望得到支撑，预计短期沥青呈现震荡走势。后期继续关注原油价格走势以及供需面的变化情
况。
技术面上，从月线上看，本月沥青 2209 主力合约震荡下跌，跌破 5 月均线，下方得到 10 月均线支撑，月
MACD 指标继续开口向上运行；从周线上看，当前沥青 2209 主力合约上方受到 10 周均线压制，周 MACD 指标
开口向下运行；从日线上看，当前沥青 2209 主力合约上方受到 60 日均线压制，日 MACD 指标开口向上运行，
技术上处于震荡走势，短期关注下方 5 日和 10 日均线附近的支撑力度，上方关注 60 日均线附近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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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分析师/投资顾问在此声明，本人取得中国期货业协会授予期货从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
告。
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
到任何形式的补偿等。
本公司已在知晓范围内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披露义务。
本报告仅提供给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公司会授权相关媒体刊
登研究报告，但相关媒体客户并不视为本公司客户。本报告版权归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获得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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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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