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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操作建议 

 沙特宫斗升级，油价低位震荡 

 22 日，WTI08 合约开盘 42.55 美元/桶，最高 43.32 美元/桶，最低 42.26 美元/桶，报收 42.78 美元/桶，

收涨 0.59%；Brent08 合约开盘 44.81 美元/桶，最高 45.79 美元/桶，最低 44.53 美元/桶，报收 45.29 美

元/桶，收涨 1.14%。 

 现货端，截止 21 日，WTI、布伦特 Dtd 和 OPEC 一揽子原油分别报 42.53（-0.70）美元/桶、44.60（+0.30）

美元/桶和 43.14（-0.76）美元/桶；中东方面，迪拜原油和阿联酋原油分别报 44.32（-1.34）美元/桶和

45.75（-1.30）美元/桶。 

 消息面上，6 月 16 日当周，美国 EIA 原油库存环比降低 245.1 万桶，前值-166.1 万桶，预测值-101.11

万桶；汽油库存环比下降 57.8 万桶，前值+209.6 万桶，预测值 34.46 万桶；沙特立新王储，新任王储

萨勒曼同时还是沙特阿美石油最高委员会的主席，集经济、石油、国防大权于一身。 

 操作上，短空长多。 

相关数据信息 

表 1：交易行情 2017-06-22 

品种 收盘价（美元/桶） 涨跌（美元/桶） 涨跌幅  成交量（万手）  持仓量（万手） 

WTI8 月 42.78 +0.25 +0.59%  65.5  53.7 

Brent8 月 45.29 +0.51 +1.14%  30.2  26.6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表 2：全球原油现货价格（美元/桶） 

 6 月 21 日 6 月 20 日 涨跌 涨跌幅 近 5 个交易日均价 

美国西德克萨斯中级轻质原油(WTI) 42.53 43.23 -0.70 -1.62% 43.832 

英国布伦特 Dtd 44.60 44.30 0.30 0.68% 45.36 

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 43.14 43.90 -0.76 -1.73% 44.092 

原油(阿联酋迪拜):环太平洋 44.32 45.66 -1.34 -2.93% 45.37 

原油(阿曼):环太平洋 44.45 45.75 -1.30 -2.84% 45.52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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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WTI、Brent 和 OPEC 现货价格（美元/桶） 图 2：迪拜和阿曼原油价格（美元/桶）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3：WTI 期货价格结构（美元/桶） 图 4：Brent 期货价格结构（美元/桶）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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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中信建投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

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

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

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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