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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原油（钟美燕）：油价宽幅震荡，呈现高波动性 

本周油价关键因素： 

1、美油库存再度转升 

美原油炼厂开工存在较为明显的季节性：1-2 月炼厂开工率与 9-10 月的炼厂开工率一般震荡

走低，并处于年内的低位，3-8 月开工率处于持续上升趋势，通常会在 8 月份左右到达全年的高

点，11-12 月炼厂开工率逐步回升之年内次高点位置。基于这一季节性考量，我们将开工率与库

存做相应对比，可以看到，今年以来成品油的库存处于近 5 年以来的次低水平，侧面验证需求维

度对库存的消化能力不错。 

2、OPEC 的油市供给侧改革。 

从非商业与商业多空的持仓比来看，非商业多空持仓下降，其中商业多头/非商业多头，比值

较上周小幅上升至 1.01，商业空头/非商业空头的比值上升至 14.35，较前两周的峰值有所下降。

我们认为目前的商业空头的介入力度大于非商业多头的介入力度。 

2018 年下半年是 OPEC 供给侧改革的转折点，尤其是 OPEC 的年中会议定调，温和的增产成

为总基调。执行期约为期 2 年，市场价格涨幅使得各成员国受益超出预期，时至今日，作为利益

联合体，中间的选择已经出现了分歧，这个分歧点主要是两边，拥有较大剩余产能的沙特对增产

跃跃欲试，一方面符合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亦符合美国利益。而伊朗作为 OPEC 的产量 12%的成

员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将受到美国严厉的制裁，这场制裁预计将会使得伊朗产量下降 100-200

万桶/日。综合来评估，OPEC 产量在下半年至上半年间虽然不会有供应上的增量，但整体已经打

破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联盟，接下来在闲置产能逐步释放的背景下，OPEC 供应偏紧的格局会有所

改善。 

3、目前原油市场的主逻辑是来自供应面的博弈。 

即伊朗出口减少量＋委内瑞拉产量减量＋叙利亚地缘政治导致的产量减量与沙特＋俄罗斯

实际增产量之间的微妙平衡，这是主旋律，而插曲是美油库存数据的反应，增减量与预期值的差

异影响多空情绪。空方逻辑：利比亚港口供应有修复预期，美国或豁免部分盟国从伊朗进口原油

的权限；国际经济态势因贸易战再度加码而动荡，需求增速或有所下滑。多方逻辑：沙特整体闲

置产能不足 200 万桶，沙特增产 200 万桶／日的目标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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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度策略：做 WTI 近远月价差的收窄与 B-W 价差的走扩。从 Brent 与 WTI 价差来看，上

周震荡走扩，策略上可关注两者的价差扩大操作。SC 油价侧重区间震荡操作，关注人民币的趋势

情况。 

橡胶（彭程）：沪月行情即将启动，预计沪胶资金博弈加剧 

1.周度回顾 

上周主力合约 RU1809 合约报收于 10285 元/吨，周度下跌 40 元/吨，跌幅 0.39%；波动区间

10230~10510元/吨；成交 177.2万手（双边），持仓减少 6034手至 42.2万手（双边）。 

远月 RU1901合约报收于 12005元/吨，周度下跌 50元/吨，跌幅 0.41%；波动区间 11960~12230

元/吨；成交 31.3 万手（双边），持仓增加 12578手至 15.5万手（双边）。 

2.策略建议                     

近期天然橡胶市场不论是趋势性行情，还是市场结构均表现出“均衡”状态。 

消息面，泰国政府计划今年开始减少橡胶种植面积以提振天然橡胶价格，在未来五年内每年

年减少橡胶种植面积 20 万莱。我们认为，种植面积减少预计将优先以淘汰低产老龄胶林为主，

对后期实际产出难有较大影响。此外，据了解，印度主产区喀拉拉遭遇洪水，目前对该国橡胶产

出具体影响还不可知。宏观方面，上周央行窗口指导银行增配低评级信用债投资，增加结构流动

性，对市场情绪利多。但从盘面反应来看，沪胶对上述上游消息和宏观资金面利多消息均反应平

淡。 

此外，今年合成胶持续升水天胶，近期合成胶企稳回升也没有拉动天胶上行。我们认为，问

题的症结在于今年国内天胶库存较高，而替代需求一方面已趋于饱和，另一方面，边际增量还需

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据了解，近期天然橡胶市场成交量一般。下游轮胎厂实际开工情况似乎也没有看上去这么高。 

以上是产业基本面角度。基差角度来讲，沪胶主力 RU1809仍有 5%的税差下行空间。退一步，

即使后期利多消息冲击市场，对应上涨的合约应是下一个主力合约 RU1901；而 RU1809 则是相对

确定的基差回归逻辑。 

RU1809马上将进入临近交割月，预计月底因交易所保证金调整以及仓位限制等因素，盘面资

金博弈加剧。 

沥青（杨闯）：沥青不改中期向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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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沥青呈现 V 型反弹，国际油价的大幅回调是沥青走弱的主因，而基本面偏乐观预期支撑

期价，沥青整体表现好于原油。本周沥青涨幅 0.31%收于 3262，持仓量增加 12890 至 45.8 万手，

成交量减少 79.5 至 202.6 万手。 

油价走势消息面影响较大，OPEC+国家同意增产后，沙特、俄罗斯以及伊拉克有不同程度的

增产。伊朗局势反复，美国表态可能会豁免少数国家豁免从伊朗进口原油，原油供给增加施压油

价，不过沙特驻 OPEC 代表称不会推升不符合需求的产量。美国原油产量继续受到运能瓶颈，继

续增产幅度有限，近期产量维持在 1100 万桶附近。尽管第三季油市供需大致平衡，不过全球原油

消费有望迎来旺季，上周美国汽油库存下降大幅超预期。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称拟对中国出口

美国的 5000 亿元商品增收关税，需关注其对油价的影响。 

沥青处于去库存或延续，只是过程略显缓慢。本周沥青库存环比下降 1%，连续三周保持去

库状态。沥青需求有所退坡但不差，1-6 月份公路固定资产 9000 亿元水平，同比增速为 1.0%，而

去年增速为 29%。，同时国内雨水比较多，也极大了影响需求释放。而沥青供应持续收紧，当前

利润低位，本周中海系利润依然-148 元/吨，依然处于亏损状态，本周炼厂开工维持 45%，低于今

年以来 50%平均水平。随着季节性消费旺季来临，以及天气的好转期价具有向上动能。 

后市来看，仍然持偏乐观态度。从油价角度，无论是基本面还是地缘政治方面都偏利多，只

是短期需要关注中美贸易战的动态，整体油价仍有支撑。就沥青原料而言，即将进入八月份，沥

青原料供应偏紧或有发酵可能。沥青利润低位下，低开工率或保持常态，考虑沥青消费旺季即将

来临，沥青去库存状态或维持，因而，沥青或迎来去库存和修复利润的阶段，期价或震荡偏强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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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油价宽幅震荡，呈现高波动性 

一、原油市场周度运行状况 

周内 INE 原油跌破 480 元/桶，截至 7 月 20 日夜盘收盘，INE 原油期货 SC 活跃合约收盘价

为 490.6 元/桶，较 7 月 13 日当周收盘跌 0.9 元/桶，周度日均成交持仓比为 8.03，周内日均成交

量为 26.4 万手（双边），周内日均持仓量 3.29 万手，较上周均有所下滑。远月合约流动性改善有

限，市场仍关注于近月合约的投机，且内盘较两个国际油种出现较大的升水。理论上出现了品种

间价差 INE 与 WTI、Brent 价差套利机会。 

图表 1：INE 成交持仓情况（单位：元/桶，手）       图表 2：SC 合约成交持仓比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表 3：INE 与外盘原油价差（单位：美元/桶）       图表 4：WTI-Brent（单位：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能源化工策略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VERBRIGHT FUTURES 

5 

周度 WTI 与 Brent 油价均出现较大跌幅，其中 WTI 主力合约换月至 9 月，与 Brent 原油的价

差在-4.61 美元。国际油价在急跌后市场存在修复的预期，短期延续反弹节奏。 

过去这一周 Brent/WTI 价差略有走扩，但从远月的月间价差来看，随着 WTI 主力合约换月，本

周随着短期供应矛盾的缓解，月间价差尤其是 WTI 收窄后回升。  

图表 5：WTI 月间价差（单位：美元/桶）            图表 6：Brent 月间价差（单位：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表 7：CFTC 非商业持仓（单位:张）              图表 8：CFTC 商业持仓（单位：张）              

  

 总持仓 非商业

多头 

非商业

空头 

非商业

净多头 

商业多头 商业空头 商业净空头 

2018-07-17 2440486  710471  79177  631294  754424  1425647  671223  

2018-07-10 2499172  755271  100806  654465  759616  1446697  68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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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3 2466531  762738  106018  656720  741490  1425416  683926  

2018-06-26 2423829  719301  94210  625091  759679  1415137  655458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截至 7 月 17 日数据显示，CFTC 非商业净多头为 631294 张，周度持仓小幅减少；商业多头

持仓为 754424 张，继 7 月 10 日连续两周上升之后又拐头两周向下；商业空头持仓为 1425416 张，

周度持仓较少，非商业净多头持仓周度减少，市场的投机情绪有所降温；商业净空头为 67.1 万余

张，较上周减少。从非商业与商业多空的持仓比来看，其中商业多头/非商业多头，比值较上周小

幅上升至 1.06，商业空头/非商业空头的比值上升至 18，较前两周的峰值有所下降。我们认为目

前的商业空头的介入力度大于非商业多头的介入力度，且短期供应面的集中利多因素缓解，再叠

加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演绎，市场的风险偏好弱化，油价短期相对承压。 

图表 9：CFTC 商业多头持仓/非商业多头持仓      图表 10：CFTC 商业空头持仓/非商业空头持仓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二、原油供需结构分析 

（一）美国：区域价差收窄 

1、产量高位趋稳，活跃钻机数出现阶段性拐点 

7 月 13 日美国原油产量为 1100 万桶/天，较之前一周增加 10 万桶/天，较一年前增加 157 万

桶/天。7 月 20 日美国钻机数 1046 台，较上周减少 8 台，年增加 96 台；加拿大钻机数 211 台，周

数量增加 14 台，年增加 5 台。其中美国采油钻机 858 台，周减少 5 台，年增加 94 台。 

2、美原油库存周度转降为升 

库存数据：美国截至 7 月 13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增加 583.60 万桶，预期为减少 280.9 万桶。

汽油库存万桶减少 316.50 万桶，预期为减少 61.8 万桶。精炼油库存减少 37.1 万桶，预期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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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 万桶。 

图表 11：美国单周原油产量（单位:万桶/日）          图表 12：三大核心产区钻机数（单位:座）        

  

资料来源：EIA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EIA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表 13：全美原油及库欣库存（单位:千桶）         图表 14：全美商业库存与 API 库存（单位:千桶）              

  

 全美商业原油库存 库欣库存 API 库存 

2018-07-13 411,084.00 24,858.00 43,2084 

2018-07-06 405,248.00 25,718.00 43,1455 

2018-06-29 417,881.00 27,780.00 43,8250 

2018-06-22 416,636.00 29,893.00 44,2751 

2018-06-15 426,527.00 32,606.00 45,1979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从周度库存数据来看，周度 API 与 EIA 数据节奏保持一致，整体来说，周度 API 与 EIA 周

度库存再上升，炼厂开工率持续攀升，油品季节性需求向好，进而推动成品油库存端的去化，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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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需求对供应的转化能力相对较强，值得注意的是馏分油库存短期回升，需关注其是否是中期的

库存拐点，从前期的细分项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油的成品油库存端，汽柴油的库存下降

幅度弱于馏分油库存的下降幅度。 

图表 15：库存量:原油和石油产品(不包括战略储备)（单位:千桶/日）图表 16：各库存占比        

  

资料来源：EIA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EIA 光大期货研究所 

美国商业原油库存(不含石油战略储备) 4.05248 亿桶，原油库存位于过去五年同期平均水平下

端；美国汽油库存总量 2.39 亿桶，比前一周增长 69.4 万桶, 汽油库存比五年同期平均范围高。 

3、美现货区域价差走势相对平稳 

图表 17：全美三地原油现货价格（单位:美元/桶）   图表 18：全美三地原油现货价差（单位: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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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影响推演—沙特、叙利亚以、伊朗、委内瑞拉产量情况 

1、利比亚供应短期修复，中期仍不容乐观 

此前的武装袭击导致利比亚出口受影响，6 月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NOC)亚东部港口遇袭，

原油储罐起火导致超 40 万桶原油储量被毁，由于冲突事件导致 NOC 从该港出口石油被中断。利

比亚在 OPEC 中被豁免减产，该国石油 2016 年底是 50 多万桶/日，过去一年多增长较快，一度达

到 100 万桶/日以上，18 年 5 月约为 95.5 万桶/日，在 6 月下降到了 70 多万桶/天的水平，美国、

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曾在 6 月 27 日发表四国联合声明，表达对利比亚转移石油港口原油资源及

设施的做法的担忧，其出口问题也成为了近期市场较大的供应中断风险。7 月 11 日，利比亚国有

石油公司宣布恢复东部原油出口 4 座港口的原油出口。 

7 月 11 日路透消息称，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解除 EL Feel 油田的不可抗力，该油田在护卫队

薪资纠纷解决后重新开始运营，两天内原油产量料将到达 5 万桶/日，3 天后达到 7.2 万桶/日。周

末最新消息称：在工人被绑架后，利比亚沙拉拉油田日产量将损失 16 万桶/天。 

从消息面来看，无论是复产还是产量损失量占总量比都不大，但影响目前市场偏脆弱的供应

预期。后续我们仍将跟踪这一产油国最新的状态。我们整体评估利比亚对市场的供应量影响范围

在-20 至-30 万桶/日之间。 

图表 19：利比亚产量（单位:万桶/日）              图表 20：伊朗产量（单位；万桶/日）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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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委内瑞拉产量（单位；万桶/日）             图表 22：伊拉克产量（单位:万桶/日）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2、伊朗出口隐忧重重 

美东时间周二(5 月 8 日)下午两点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退出伊核协议。特朗普正式签署

文件，确认退出协议并对伊朗实施制裁。 

伊核协议始于 2013 年 11 月的“全面计划协议”临时性协议，并在 2015 年 7 月达成正式协议，

10 月起生效，至今已有近三年时间。 

根据 OPEC 报告，伊朗 6 月原油产量下降 2.27 万桶/日，至 379.9 万桶/日，受到美国制裁影

响，相较五月原油出口量的较高水平，由于欧洲购买量下降了 50%，6 月伊朗的原油出口量下降

了 23 万桶/日。大多数伊朗的油出口到亚洲，现在中国和印度各进口了 60 万桶/日。日韩也开始

停止采购伊朗原油，IEA 认为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的态度坚决，后续所影响的伊朗出口量，可

能会远远超过上一轮制裁影响的 120 万桶/日的量。 

从时间节点来看，第一重要的是 8 月 8 日，第一个 90 天缓冲期过后，美国包括其盟友欧盟

能否就“伊朗原油进口量降至 0”达成一致，如果伊朗能留在 SWIFT 系统（环球同业银行结算系

统）之内，伊朗对欧洲的原油出口量下滑影响将不如预期。如若欧盟与美国站在同一战线，那么

伊朗出口量将会快速恶化，数据显示，伊朗 6 月份出口至欧洲的量已下降 50%。 

第二重要的时间节点是 11 月 8 日，按照时间表，能源方面的制裁将重点执行，因而我们认为

伊朗真正的危机会出现在四季度。虽然其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增量均翻倍，但尚难以弥补去美国

以及欧盟地区的减量。这也可能是继需求季节性旺季过后，市场会重点炒作的点。 

3、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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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使得国内经济陷入动荡。2018 年 5 月 20 日，委内瑞拉国家

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马杜罗在大选中取得 67.7%的选票，成功连任。但随后美国、欧盟以

及一些拉美国家对这场选举表示质疑，认为马杜罗操作选举，尽管委总统通过释放美国人质来释

放善意，但白宫表示美国短期内不会放松制裁。 

2016 年以来，美国以“民主和人权”问题为由不断扩大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目前

委在国际油市中的供给份额减少到了 4.2（134/3190）%，其 90%的外汇收入以来石油出口，美国

联合欧盟共同减少委内瑞拉但在过去的 5 年中经济持续衰退。目前委内瑞拉国内呈现高通胀，委

内瑞拉反对派议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 6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激增 46305%。6 月通胀环

比增速也加快至 128.4%，其中食品价格飙升 183%。而从委内瑞拉原油产量来看，6 月份相比较 5

月份产量继续下降了近 5 万桶/日。 

在 PdVSA（委国家石油公司）近期遭遇的法律仲裁中，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成功接管

PdVSA 位于加勒比海地区价值 20 亿美元的资产，作为诉讼的赔偿。PdVSA 主要依赖它在加勒比

海地区的设施向亚洲进口超重油。这一最新的仲裁将会严重阻碍委内瑞拉防止产量进一步下降的

能力。近期的新闻报道显示委内瑞拉的 Jose 港口装载量受到了延迟，并且其他的港口没法弥补加

勒比海地区的出口损失，导致了产量的进一步下降。同时，该国剩余的运行装置也已经维修停产，

是否能短期内重新开始有待考量。 

2018 年 7 月，中国的“橄榄枝”伸向了委内瑞拉，“2018 年 7 月 4 日下午，宁吉喆副主任在

委内会见了委内瑞拉经济财政部长兼中委高委会委方秘书长西蒙·塞尔帕，双方就中委高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商签“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委融资、石油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会见时委内

瑞拉驻华大使伊万·塞尔帕在座。”未来中国将增加在委的钻井开采，以及为相关的企业提供融

资额度，中国在委获得的石油进口量或有增加。 

综上，OPEC 国家在未来半年内的供应仍是呈现有增有减的局面，但整体处于供需紧平衡的

状态。 

4、需求方面 

根据 IEA， 2018H1 原油需求增长强劲部份原因是北半球天气寒冷，预计下半年需求增长将

会趋缓，对 2018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估为 140 万桶/日，预计 2019 年需求增长亦为 140 万桶/

日。库存显示当前原油市场供需已经基本回归平衡，最新数据显示 OECD 商业库存 4 月份进一步

与下降了 310 万桶至新的三年低点 28.09 亿桶，已经回归至过去五年平均水平之下。EIA 预计 2018

年美国石油增长为 144 万桶/日，IEA 预计 2018 年非 OPEC 国家的供应量将增加 200 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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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炼油厂开工率（单位；%）            图表 24：美国及欧洲十六国炼厂加工能力（单位：万桶/

日）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表 25：DOE 原油产量的季节性（单位；千桶/日）   图表 26：DOE 汽油产量的季节性（单位；千桶/日）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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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DOE 汽油库存的季节性（单位；千桶/日）   图表 28：DOE 汽油产量的季节性（单位；千桶/日）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5、三大机构之主要观点 

EIA 短期能源展望（2018 年 07 月 10 日） 

1、 EIA 预测 2018 年下半年 Brent 现货价格 73 美元/桶（上次预测 2018 年平均价格为 71 美

元/桶），2019 年为 69 美元/桶（比上次预测上调 1 美元/桶）。同时预测 2018 年下半年、2019 年

WTI 原油价格比 Brent 价格分别低 6 美元/桶、7 美元/桶（上期预测分别为 7 美元/桶、6 美元/桶）。 

2、 预计 6 月份美国原油产量平均为 1090 万桶/日，相对 5 月份上涨 10 万桶/日。EIA 预计美

国原油产量从 2017 年的 940 万桶/日上升至 2018 年平均 1080 万桶/日（保持上月预测不变），并

预计 2019 平均为 1180 万桶/日（保持上月预测不变）。 

3、 预计美国总的原油及石油产品净进口从 2017 年的 370 万桶/日下降至 2018 年的 240 万桶

/日（比上月预测降低 10 万桶/日），并预计 2019 年为 160 万桶/日（保持上月预测不变）。 

 OPEC 最新月报（2018 年 7 月 11 日） 

1、 全球经济增速：2018 年预期增长 3.8%（与上月增长一致），2019 年预测增长 3.6%。 

2、 全球原油需求：2018 年平均每天增长 165 万桶（与上月持平），2019 年平均每天增长 145

万桶。2018 年全球原油需求预计增长 165 万桶/日（与上月持平），达到 9885 万桶/日。2019 年全

球原油需求增长预计达到 145 万桶/日（与上月持平），需求量达到 10030 万桶/日。OECD 国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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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消费量预计增长 41 万桶/日（比上月上调 1 万桶/日）。非 OECD 国家石油需求预计增长 125 万

桶/日（比上月下调 2 万桶/日）。OECD 国家在 2018Q1 的石油需求增长修正上调 10 万桶/日，原

因是美国石化需求好于预期。 

3、 全球原油供给：6 月 OPEC 原油产量增加 17.34 万桶/日，达到 3232.7 万桶/日。2018 年，

预计非 OPEC 国家（除去刚果）的原油供给量增长 200 万桶/日（比上月上调 14 万桶/日），至 5954

万桶/日。OPEC 天然气凝析液和非常规油产量 2018 年预计将增长 12 万桶/日，至 635 万桶/日；

根据二手资料显示，OPEC 6 月原油产量增加 17.34 万桶/日，至 3232.7 万桶/日。 

4、 库存变化：OECD 库存 5 月上升，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低 0.4 亿桶、低 2.4 天。OECD 总

商业库存在 2018 年 5 月份上升 860 万桶至 28.23 亿桶（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低 0.4 亿桶，但仍比

2014 年 1 月高 2.53 亿桶），库存可用天数为 58.8 天（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低 2.4 天）。 

5、 供需平衡： 2018 年对 OPEC 原油的需求为 3290 万桶/天（比 2017 年下降了 50 万桶/天），

预计 2019 年为 3220 万桶/天（比 2018 年减少了 80 万桶/天）。 

 IEA 最新月报 （2018 年 7 月 12 日） 

1、 需求方面： 2018Q1 需求增长超过 200 万桶/日,2 季度原油需求增长下滑至 90 万桶/日。

预计 2018 年上半年原油需求增长为 150 万桶/日，下半年则会下滑至 130 万桶/日;维持上月判断，

预计 2018、2019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长均为 140 万桶/日。 

2、 供给方面：6 月份全球石油供给增加 37 万桶/日，OPEC 国家原油产量达到近四个月最高，

达到 3187 万桶/日。沙特阿拉伯的增产抵消了安哥拉、利比亚与委内瑞拉的减产。预计 2018 年非

OPEC 国家原油产量将增加 200 万桶/日，2019 年增加 180 万桶/日。 

3、库存：OECD 商业库存 5 月份增加 1390 万桶至 28.4 亿桶，自 2017 年 7 月以来第三次出

现库存月环比增长。但是，增加的库存只有正常水平的一半。月末 OECD 存货为 2300 万桶，低

于五年平均值。目前初步数据显示 6 月份库存将有所下滑。 

 

三、宏观与金融市场对油价的影响 

周内美元指数急涨，一度突破 95 关口。中美摩擦再度加码，人民币快速贬值，离岸人民币

一度急贬值 6.80 以上，短期对应国内外金融市场而言，汇率是非常重要的考量维度。预计短期美

元走势偏强，油价也在一定程度上承压。 

2018 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及意义。中期选举每两年一次，通常在当年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

二举行。中期选举的实质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今年的 11 月 6 日国会中期选举

将改选众议院所有 435 个席位以及参议院的 34 个席位。但在正式选举前，各州将进行初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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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 5、6、8 三个月。从特朗普的近期的表态来看，一直对于油价过高进行抨击，并在中期

选举中抑制油价，从而拉拢选票。 

图表 29：油价与美元指数                         图表 30：油价与美股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四、周度原油市场主要逻辑及应对策略 

本周油价关键因素： 

1、美油库存再度转升 

美原油炼厂开工存在较为明显的季节性：1-2 月炼厂开工率与 9-10 月的炼厂开工率一般震荡

走低，并处于年内的低位，3-8 月开工率处于持续上升趋势，通常会在 8 月份左右到达全年的高

点，11-12 月炼厂开工率逐步回升之年内次高点位置。基于这一季节性考量，我们将开工率与库

存做相应对比，可以看到，今年以来成品油的库存处于近 5 年以来的次低水平，侧面验证需求维

度对库存的消化能力不错。 

2、OPEC 的油市供给侧改革。 

从非商业与商业多空的持仓比来看，非商业多空持仓下降，其中商业多头/非商业多头，比值

较上周小幅上升至 1.01，商业空头/非商业空头的比值上升至 14.35，较前两周的峰值有所下降。

我们认为目前的商业空头的介入力度大于非商业多头的介入力度。 

2018 年下半年是 OPEC 供给侧改革的转折点，尤其是 OPEC 的年中会议定调，温和的增产成

为总基调。执行期约为期 2 年，市场价格涨幅使得各成员国受益超出预期，时至今日，作为利益

联合体，中间的选择已经出现了分歧，这个分歧点主要是两边，拥有较大剩余产能的沙特对增产

跃跃欲试，一方面符合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亦符合美国利益。而伊朗作为 OPEC 的产量 12%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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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将受到美国严厉的制裁，这场制裁预计将会使得伊朗产量下降 100-200

万桶/日。综合来评估，OPEC 产量在下半年至上半年间虽然不会有供应上的增量，但整体已经打

破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联盟，接下来在闲置产能逐步释放的背景下，OPEC 供应偏紧的格局会有所

改善。 

非 OPEC 国家美国与俄罗斯产量将持续维持高位，这两者合计日产量在下半年或在 2250 万

桶/日，这个体量相当于 OPEC 总日产量的 2/3。从输出维度来看，美国向欧洲出口的增量将会对

伊朗有所替代，另外对中国的出口也将有所增加（在贸易战不走向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上半年

的原油进口中俄罗斯油的比例大幅提升。整体来看，美原油即算过了三季度的传统需求旺季，仍

可以通过出口的调节来缓解国内的供应压力。 

3、目前原油市场的主逻辑是来自供应面的博弈。 

即伊朗出口减少量＋委内瑞拉产量减量＋叙利亚地缘政治导致的产量减量与沙特＋俄罗斯

实际增产量之间的微妙平衡，这是主旋律，而插曲是美油库存数据的反应，增减量与预期值的差

异影响多空情绪。空方逻辑：利比亚港口供应有修复预期，美国或豁免部分盟国从伊朗进口原油

的权限；国际经济态势因贸易战再度加码而动荡，需求增速或有所下滑。多方逻辑：沙特整体闲

置产能不足 200 万桶，沙特增产 200 万桶／日的目标存疑。 

4、周度策略：做 WTI 近远月价差的收窄与 B-W 价差的走扩。从 Brent 与 WTI 价差来看，上

周震荡走扩，策略上可关注两者的价差扩大操作。WTI 月间价差近期快速收窄，远月相对反弹较

为强劲。SC 油价侧重区间震荡操作，关注人民币的趋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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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月行情即将启动，预计沪胶资金博弈加剧 

一、 本期观点 

1.周度回顾 

上周主力合约 RU1809 合约报收于 10285 元/吨，周度下跌 40 元/吨，跌幅 0.39%；波动区间

10230~10510元/吨；成交 177.2万手（双边），持仓减少 6034手至 42.2万手（双边）。 

远月 RU1901合约报收于 12005元/吨，周度下跌 50元/吨，跌幅 0.41%；波动区间 11960~12230

元/吨；成交 31.3 万手（双边），持仓增加 12578手至 15.5万手（双边）。 

2.策略建议                     

近期天然橡胶市场不论是趋势性行情，还是市场结构均表现出“均衡”状态。 

消息面，泰国政府计划今年开始减少橡胶种植面积以提振天然橡胶价格，在未来五年内每年

年减少橡胶种植面积 20 万莱。我们认为，种植面积减少预计将优先以淘汰低产老龄胶林为主，

对后期实际产出难有较大影响。此外，据了解，印度主产区喀拉拉遭遇洪水，目前对该国橡胶产

出具体影响还不可知。宏观方面，上周央行窗口指导银行增配低评级信用债投资，增加结构流动

性，对市场情绪利多。但从盘面反应来看，沪胶对上述上游消息和宏观资金面利多消息均反应平

淡。 

此外，今年合成胶持续升水天胶，近期合成胶企稳回升也没有拉动天胶上行。我们认为，问

题的症结在于今年国内天胶库存较高，而替代需求一方面已趋于饱和，另一方面，边际增量还需

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据了解，近期天然橡胶市场成交量一般。下游轮胎厂实际开工情况似乎也没有看上去这么高。 

以上是产业基本面角度。基差角度来讲，沪胶主力 RU1809仍有 5%的税差下行空间。退一步，

即使后期利多消息冲击市场，对应上涨的合约应是下一个主力合约 RU1901；而 RU1809 则是相对

确定的基差回归逻辑。 

RU1809马上将进入临近交割月，预计月底因交易所保证金调整以及仓位限制等因素，盘面资

金博弈加剧。 

3.产业链周度逻辑梳理 

产量：（1）国内：上周原料价格保持平稳。云南、海南两大主产区胶水收购价持平，分别为

9.6 元/公斤、10.8/公斤。海南因胶水还可制作成乳胶制品，因而升水云南产区，升水保持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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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考虑加工运输以及资金仓储等成本后，截至上周五（7 月 20 日），云南折盘面理论价较远月

RU1901 升水 106.7 元/吨，全周基差率在 0~+1%。 

（2）海外：上周泰国产区原料继续回升。胶水由每公斤 42泰铢/公斤上涨 1.2%至 43.5泰铢

/公斤，杯胶由 35.5泰铢/公斤上涨 2.8%至 36.5泰铢/公斤，白片由 43.5泰铢/公斤上涨 0.7%至

43.8泰铢/公斤，烟片由 45.7泰铢/公斤上涨 0.7%至 46.0泰铢。 

原料间价差来看，胶乳较杯胶升水周均价 6.6 泰铢/公斤，升水收窄 0.7 泰铢；烟片较胶水

升水周均价 3.08 泰铢/公斤，周度扩大 0.14 泰铢；烟片较白片升水周均价 1.97 泰铢/公斤，收

窄 0.16泰铢。 

库存：（1）期货库存：截止至 7 月 20 日，上期所天胶期货库存 52.5 万吨，周度增加 0.51

万吨；仓单 48.1 万吨，周度增加 0.6万吨。库存及仓单水平继续创历史新高。 

（2）现货库存：截至 2018 年 7月 16 日，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增长约 6%至 20万吨。这是时

隔 3 个月，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重回 20 万吨水平。天然胶、合成胶、混合胶库存的增加是推动

本期总库存增长的主要因素。（分项数据周中公布） 

由于混合胶零关税（归在合成胶项下通关），因而今年区外库存（隐性库存）增长明显，据

了解，区外库存在 5 月中旬后已企稳回升，其中仅混合胶库存目前大致在 23 万吨左右。区内库

存指导意义下降。 

下游：上周山东地区样本轮胎企业全钢胎开工率 78.88%，周度微降 0.1 个百分点，同比提高

15.46 个百分点。半钢胎方面，上周山东地区半钢胎开工率为 71.81%，周度下调 0.31个百分点，

同比提高 6.61个百分点。据了解，后期全钢、半钢开工率均有下调预期。一方面，高温天气下，

加工企业将降低生产员工排班频率；另一方面，前期高开工但下游需求偏弱使得成品库存逐渐累

积。 

终端重卡方面，6月我国重卡市场累计销售 11万辆，环比下降 3%，同比去年的 9.76万辆增

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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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图表 

图表 3：近月合约贴水现货（元/吨）                图表 4：主力合约基差收敛（元/吨） 

    

资料来源：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表 5：泰国原料价格（泰铢/公斤）              图表 6：远月 RU1901 与云南盘面价（元/吨） 

     
资料来源：Qinrex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Qinrex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表 7：上期所库存与仓单（万吨）                图表 8：上期所库存季节性（万吨） 

    

资料来源：SHFE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SHFE 光大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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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保税区总库存季节性（万吨）              图表 10：保税区胶种占比 

     

资料来源：Qinrex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SHFE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表 11：轮胎开工率-全钢胎                       图表 12：轮胎开工率-半钢胎 

     

资料来源：Qinrex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Qinrex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表 13：重卡销量（辆）                          图表 14：重卡生产企业库存指数 

   

资料来源：中汽协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光大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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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不改中期向上趋势 

一、概述 

本周沥青呈现 V 型反弹，国际油价的大幅回调是沥青走弱的主因，而基本面偏乐观预期支撑

期价，沥青整体表现好于原油。本周沥青涨幅 0.31%收于 3262，持仓量增加 12890 至 45.8 万手，

成交量减少 79.5 万手。 

油价走势消息面影响较大，OPEC+国家同意增产后，沙特、俄罗斯以及伊拉克有不同程度的

增产。伊朗局势反复，美国表态可能会豁免少数国家豁免从伊朗进口原油，原油供给增加施压油

价，不过沙特驻 OPEC 代表称不会推升不符合需求的产量。美国原油产量继续受到运能瓶颈，继

续增产幅度有限，近期产量维持在 1100 万桶附近。尽管第三季油市供需大致平衡，不过全球原

油消费有望迎来旺季，上周美国汽油库存下降大幅超预期。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称拟对中国出

口美国的 5000 亿元商品增收关税，需关注其对油价的影响。 

沥青处于去库存或延续，只是过程略显缓慢。本周沥青库存环比下降 1%，连续三周保持去

库状态。沥青需求有所退坡但不差，1-6 月份公路固定资产 9000 亿元水平，同比增速为 1.0%，

而去年增速为 29%。，同时国内雨水比较多，也极大了影响需求释放。而沥青供应持续收紧，当

前利润低位，本周中海系利润依然-148 元/吨，依然处于亏损状态，本周炼厂开工维持 45%，低

于今年以来 50%平均水平。随着季节性消费旺季来临，以及天气的好转期价具有向上动能。 

因而，油价继续向下可能性不大，而沥青消费旺季即将来临，沥青或迎来去库存和修复利润

的阶段，预计期价震荡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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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沥青 K 线图（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  光大期货研究所         

 

二、影响因素分析 

1.  油市消息面和基本面偏利多，沥青原料有供应偏紧预期 

本周美国财长表示，美国考虑豁免一些国家从伊朗进口石油，伊朗出口松动全球油市供应或

变得充裕，以及 OPEC 联合减产委员会声明，OPEC 与非 OPEC 产油国 6 月份石油减产协议降至

121%，都打压油市。不过，沙特驻 OPEC 代表称不会增加符合需求的产量，并将减少原油出口

10 万桶/日，有关原油供应过剩的讨论是没有根据的，尽管全球油市在第三季度变得大致平衡，

但季度性强劲的需求会导致库存大幅下降，此番言论提振市场。 

美国 7 月 13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583.6 万桶，预期-410 万桶，前值-1263.3 万桶。美国 7 月

13 日库欣地区原油库存-86 万桶，至 2014 年 11 月份以来最低水平，前值-206.2 万桶。美国 7 月

13 日当周汽油库存-316.5 万桶，预期-70 万桶，前值-69.4 万桶。美国 7 月 13 日当周 EIA 精炼油

库存-37.1 万桶，预期+117.6 万桶，前值+412.5 万桶，虽然原油库存下降，不过汽油库存大幅下

降超预期利多油价。 

就沥青原料来说，委内瑞拉原油产量下滑是大概率事件，预计到年底将下降 40 万桶/日。委

内瑞拉油是国内沥青重要原料，约占总产量 30-40%。据普氏能源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已经

正式通知 8 个消费国，6 月将无法如期完成 149 万桶/日的供应合同，实际可供应原料量只有 49.5

万桶/日。据沥青炼厂反馈消息，短期炼厂并不缺乏原料，不过预期夏季施工高峰或存在缺口，部

分炼厂或存在被动停产可能。 

总的来说，无论是基本面还是地缘政治，油价都有一定支撑。就沥青来说，委内瑞拉的原料

供应偏紧将对期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期价有望在成本端的支撑下保持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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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原油与沥青价格（单位，美元/桶和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 3  EIA原油库存（单位，百万桶）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 4  EIA汽油库存（单位，亿桶）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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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IA馏分油库存（单位，亿桶）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 6  美国炼厂开工率（单位，%） 

 
资料来源：wind  光大期货研究所                          

2.  低利润下炼厂保持低开工，沥青连续三周缓慢去库存  

供应方面，据百川资讯统计，2018 年国内 6 月沥青产量 212.54 万吨，而去年同期为 229.18

万吨，同比下降 7%。进口方面，2018 年 1-5 月份进口 197.41 万吨，去年同期 194.42 万吨，同比

增加 2%。今年以来沥青炼厂加工利润持续低位，据百川资讯统计，1-6 月份的中海系炼厂平均利

润为 29 元，而去年同期 319 元/吨，极地的利润极大的影响了炼厂的生产积极性，今年以来检修

和转产的炼厂较多，2018 年 1-6 月份的开工率维持 50%水平，去年同期为 54%水平。 

据百川资讯统计，本周国内沥青开工为 46%，较上周上升 1 个百分点。具体来说，西北、东

炼厂生产稳定，保持开工不变。华北山东鲁石化、京博石化沥青生产正常，东明石化沥青恢复生

产，带动开工率上升 13%。此外滨阳燃化停产检修预计将持续到 7 月底。长三角镇海炼化沥青间

歇生产，上海石化 7 月 14-23 日沥青停产，总开工率下降 3%。此外，金海宏业沥青继续停产，

温州中油仍在停产检修。华南西南茂名石化沥青短期停产 3-4 天，带动开工率下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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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方面，西北主力炼厂出货平稳，库存水平保持稳定。东北焦化以及船燃需求继续向好，

利好主力炼厂降库存，整体库存下降 9%。华北山东近期当地炼厂沥青供应增多，但周边雨水天

气较多，整体需求及出货仍较差，炼厂出货主要执行前期合同，库存水平上升 3%。华东等地降

雨天气减少，下游需求有所回升，加上部分炼厂沥青间歇生产，资源供应减少，带动库存水平下

降 3%。终端需求略好于前期，加上部分炼厂沥青短期停产，带动库存水平下降 2%。据百川资讯

统计，本周三（7 月 18 日）国内炼厂沥青总库存水平为 40%，较上周（7 月 1 日）下降 1 个百分

点。 

本周国内各地区沥青价格基本稳定，部分炼厂成交依然保持优惠。 截止本周四（7 月 19

日），国内炼厂重交沥青汽运主流成交价（与 7 月 12 日相比涨跌）：西北 3150-3350，东北 3100-3200，

华北 3190-3350，山东 3100-3220，长三角 3200-3370，华南 3250-3300，西南 3660-3740 元/吨。 

图 7  国内产量（单位，万吨）                    图 8  沥青进口量（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 9  开工率（单位，%）                        图 10  沥青盘面利润（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  光大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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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沥青库存（单位，%）                       图 12 各地区价格（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图 13  与长三角现货基差（单位，元/吨）          图 14  与山东现货基差（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  光大期货研究所   

3.  行情展望 

后市来看，仍然持偏乐观态度。从油价角度，无论是基本面还是地缘政治方面都偏利多，只

是短期需要关注中美贸易战的动态，整体油价仍有支撑。就沥青原料而言，即将进入八月份，沥

青原料供应偏紧或有发酵可能。沥青利润低位下，低开工率或保持常态，考虑沥青消费旺季即将

来临，沥青去库存状态或维持，因而，沥青或迎来去库存和修复利润的阶段，期价或震荡偏强运

行。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

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

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品种的操作依据，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分析师：杨闯，现任光大期货研究所能源化工分析师，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工艺

专业，曾任职于现货企业，熟悉产业背景。 

从业资格证：F3035360                              E-mail: yangchuang@ebfcn.com.cn 



                            能源化工策略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VERBRIGHT FUTURES 

28 

联系我们 

公司总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29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1 号楼 6 楼（200127） 

电话：021-80212222     传真：021-80212200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福山路 458 号同盛大厦 13FA（200122） 

Email：shf@ebfcn.com.cn 

电话：021-50588058    传真：021-50582382 

上海 新闸路营业部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18 号 2 楼（200040） 

负责人：段鑫            Email：xzl@ebfcn.com.cn 

电话：021-22169060     传真：021-22169061 

上海 肇嘉浜路营业部 

上海市肇嘉浜路 680 号金钟大厦 811 室（200031） 

负责人：曾超            Email：zjb@ebfcn.com.cn 

电话：021-64155171     传真：021-64736784 

上海 世纪大道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01 号 SOHO 世纪广场

1301、1309 室（200122） 

负责人：金充泽         Email：sjdd@ebfcn.com.cn 

电话：021-50192126   

北京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东配楼五层

（100045） 

负责人：陈园园          Email：bj@ebfcn.com.cn 

电话：010-68084002     传真：010-68084131 

辽宁 大连营业部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A座

-大连期货大厦 2002、2003 号房间（116001） 

负责人：朱玉国           Email：dl@ebfcn.com.cn 

电话：0411-8480448      传真：0411-84806843 

浙江 宁波营业部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镇明路 36 号中信银行大厦

2309-2310 室（315010） 

负责人：吴琳娜          Email：nb@ebfcn.com.cn 

电话：0574-87269819    传真：0574-87367237 

浙江 杭州营业部 

浙江省滨江区新联路 608 号 13 层（310051） 

负责人：黄华            Email：hz@ebfcn.com.cn 

电话：0571-89910707    传真：0571-89910733 

浙江 杭州庆春路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118 号 2503 室（310006）

负责人：姜宏           Email：hzqcl@ebfcn.com.cn 

电话：0571-28187929   传真：0517-28188587 

广东 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5 号第 9 层自编 06B-

07 房（510635） 

负责人：姜伟明          Email：gz@ebfcn.com.cn 

电话：020-38732678     传真：020-37831323 

广东 东莞营业部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元美路8号华凯广场B座1006

室(523071) 

负责人：蒙作为          Email：dg@ebfcn.com.cn 

电话：0769-28686885 

广东 深圳营业部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深圳湾段）3331 号阿里中心

T2 座 801（518054） 

负责人：贾洪苏          Email：sz@ebfcn.com.cn 

电话：0755-82767979    传真：0755-82767970 

重庆 重庆营业部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民族路 168 号光大银行大厦 3F

（400010） 

负责人：金春燕          Email：cq@ebfcn.com.cn 

电话：023-86618100       传真：023-86618133 

山东 青岛营业部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40 号广发金融大厦 2701

室（266071） 

负责人：张盛            Email：qd@ebfcn.com.cn 

电话：0532-68669051    传真：0532-68669038 

山东 济南营业部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85 号卓越商务酒店 4楼

（250013） 

负责人：于浩            Email：jn@ebfcn.com.cn 

电话：0531-55752666 

河南 郑州营业部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30 号期货大厦

903 室（450000） 

负责人：江颖             Email：zz@ebfcn.com.cn 

电话：0371-65612257      传真：0371-65612515 

福建 福州营业部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92号华源大厦15层1503

室（350003） 

负责人：陈忠             Email：fz@ebfcn.com.cn 

电话：0591-87875129      传真：0591-87875119 

湖南 长沙营业部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 469 号湖南新闻大厦 8 楼 C1、

C2（410005） 

负责人：蔡新军           Email：cs@ebfcn.com.cn 

电话 : 0731-82906095     传真：0731-82906095 

天津 天津营业部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376 号富裕中心 2 号楼 17 层

1701-A (300202) 

负责人：李茂兴           Email：tj@ebfcn.com.cn 

电话：022-28246097      传真：022-58780708 

江苏 南京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 66号明星国际8楼 801

室（210008）  

负责人：车勇            Email：nj@ebfcn.com.cn 

电话：025-83122055     传真：025-83122059 

江苏 苏州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苏惠路 98 号国检大厦 1208 室 

（215021） 

负责人：陈俊生       Email：suzhou@ebfcn.com.cn

电话：0512-67634659     传真：0512-67634659 

陕西 陕西分公司 

高新区丈八四路 20 号神州数码西安科技园 5 号楼 20

层 D 室（710077） 

负责人：杜伟            Email：xa@ebfcn.com.cn 

电话：029-89521288     传真：029-89521669 

湖北 武汉营业部 

武汉市武昌区张之洞路 224 号紫阳大厦 10 层（光大

银行紫阳支行楼上）（430060） 

负责人：王涛             Email：wh@ebfcn.com.cn 

电话：027-88312095      传真：027-88312078 

广西 南宁营业部 

广西南宁市金湖路 59 号地王国际商会中心 48 楼 K 区

（530000） 

负责人：巫有鹏          Email：nn@ebfcn.com.cn 

电话：0771-2862803     传真：0771-2862803 

四川 成都营业部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领事馆路 7 号保利中心南塔 905

室（910042） 

负责人：黄伟             Email：cd@ebfcn.com.cn 

电话：028-96032888      传真：028-96032668 

海南 海口营业部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63 号仙乐花园 B 座商场 1 层

（570000） 

负责人：王宇            Email：hk@ebfcn.com.cn 

电话：0898-68508658    传真：0898-68507658 

吉林 长春营业部 

吉林省长春路朝阳区解放大街 2677号光大大厦 15楼

1511、1513、1515（130061） 

负责人：袁连民          Email：cc@ebfcn.com.cn 

电话：0431-88405567    传真：0431-884055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