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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未来两个月沥青供需结构存在好转的可能，但正常情况下今年的库存依然会

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导致沥青很难走出独立的上涨行情，除非需求端在 10月份

以后能有超预期的表现；供给侧目前来看年底之前稀释沥青的原料问题并不构成

扰动因素，可能发酵的时间点在明年 1月以后，预计至少提升沥青成本 300元/

吨以上，除非炼厂找到了其他的原材料替代途径；成本端原油四季度依然易涨难

跌，加之目前沥青裂解和加工利润处于低位，沥青单边价格回调幅度有限；油品

系中沥青或依然弱于燃料油和 SC 原油，裂解或对冲多头策略暂时不太适合沥青，

我们曾经在往期周报中提示逢低单边短线试多的尝试，目前来看可以继续持有，

未入场的可以考虑等待原油回调后择机介入，下方 3000元/吨附近将有较强的支

撑。 

 

风险点：沥青需求不及预期，原油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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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行情及策略回顾 

1.1. 需求复苏节奏推后，低产不敌低销 

今年年中以来，沥青供需双弱的格局延续至今，我们在今年半年报中已经对此情

况有所提示：供给侧，地炼原料问题，税收监管趋严、沥青方向加工利润持续低位等

种种因素限制了过去几个月来的产能供给；但另一方面在需求端，今年 7-8 月以来的

超量降雨，以及长三角地区的疫情扰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8 月份本该有的去库节

奏。与此同时，华北山东地区的终端需求也大幅不及往年同期，在 8 月份百川大幅上

修了沥青产量后，沥青去库的预期迟迟不能兑现，裂解价差依然维持底部区间震荡，

难有大的起色。 

图 1.1.1：沥青价格走势对原油比价 

 
资料来源：万得 南华研究 

图 2.1.2：沥青期货和现货各地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万得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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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几个月以来的各地沥青供需情况变化，特别是山东

和华南地区今年的沥青现货表现较弱，价格一度形成南北倒挂。近期随着原油价格的

反弹，各地现货价格小幅上涨，但较期货上涨幅度依然偏弱。 

1.2. 半年度策略回顾（格局要变？未来可期） 

在今年的半年报中，我们对沥青的观点相对偏乐观，主要是基于供给侧的大幅下

调预期，6-8 月的排产计划较去年同期均有逾 30 万吨的减量，与此同时需求端看好 8

月以后的复苏增量，因此总体我们认为 8 月下旬或开始启动一轮沥青去库，在驱动端

给予沥青裂解以及月差走强的支持。这样的逻辑在 6-7 月份的确有所验证，但进入 8

月后反而显得后劲不足：一方面是 8 月超量的降雨和长三角突发的疫情拖后了需求的

复苏节奏，另一方面 8 月份的实际产量大幅超过了月初的排产计划，导致 8 月份我们

预期的大幅去库没有兑现。沥青在 8 月份供需结构依然没有好转，与此同时，稀释沥

青的库存依然相对充裕，原材料的问题短期并没有成为影响供给侧的关键变量。因此

三季度沥青并没有走出相对独立的行情，中间仅有一些结构性反弹的小机会，但大体

上仍然延续了二季度震荡偏弱的走势。 

第2章  成本端——四季度原油依然难有深调 

2.1. 能源需求旺季，气、煤紧缺或影响到原油需求 

纵观三季度，在一个传统的消费需求淡季，全球范围内天然气、煤炭供给依然相

对紧张。特别是海外天然气需求，轮番创出历史新高，而在今年冬季以前，这样的态

势可能进一步加剧。 

图 2.1.1：美国天然气价格首行（美元/百万英热）          图 2.1.2：英国天然气价格首行（英镑/撒姆） 

  

资料来源：彭博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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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欧洲柴油和天然气单位热值价格对比（美元/百万英热） 

 

资料来源：彭博 南华研究 

替代能源中，天然气、丙烷等能源的价格暴涨。目前欧洲天然气的单位热值价格，

已经逐渐超过了柴油，这在过往很多年都是比较罕见的。虽然原油下游油品中能够实

际用于替代的比例有限，但依然不可忽视下游成品油需求在冬季可能带来的增量，而

且在情绪上能源价格普涨的背景也限制了原油的可能下行空间。 

图 2.1.4：美国汽油库存季节性（百万桶）                  图 2.1.5：美国馏分油库存季节性（百万桶）  

  
资料来源：彭博 DOE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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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美国炼厂开工率季节性（%） 

 

资料来源：彭博 DOE 南华研究 

2.2. 原油供需预期预测 

首先在宏观层面，目前美国 Taper 缩表的预期在盘面已经逐渐消化（参考今年 8

月下旬的原油暴跌，亦算是对 Taper 的一次压力测试），因此四季度货币流动性层面对

原油的冲击或逐渐淡化，原油市场的价格影响因素或再度转移至供需层面，我们在本

章上一节中，从其他替代能源、下游油品消费的角度说明了今年四季度原油需求依然

会维持相对强势的状态，细化到供需平衡，我们首先以 EIA能源展望做一个汇总： 

图 2.2.1：EIA 短期全球原油供需展望（百万桶/天）  

 
资料来源：EIA  南华研究 

总体而言，虽然四季度的供需缺口较今年上半年有所缩窄，但大体上全球原油依

然会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近期强劲的成品油和替代能源的消费，以及连续去库的

美国原油和油品库存，更让原油短期依然处于易涨难跌的状态，这样的格局或需要在

明年一季度才能有所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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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美商业原油库存季节性（百万桶）                图 2.2.3：ARA 地区原油库存（百万桶） 

   

资料来源：彭博 DOE 南华研究 

综合来看，虽然原油未来将逐渐面临供需格局转向的可能，但在未来几个月依然

将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在半年报中提示的布伦特原油 65-80 美元的震荡区间在

三季度得到了验证：65 美元作为彼时 Taper 预期最强烈的时间节点已经过去，未来原

油将回归自身的供需逻辑，除非美联储超预期收缩流动性，否则四季度我们认为原油

下方重心或有所上移，布伦特原油大部分时间内或处于 70-80美元区间震荡。 

第3章  供需结构或有改善，但边际有限 

3.1. 需求短期或有改善 

今年以来沥青的需求一直很差，其原因我们在过往的研究报告中有所解释：1、超

级降雨；2、疫情因素；3、资金因素。我们原本预期天气状况会在 8 月份逐渐好转，

但今年 8 月份的降雨依然偏多，加之突发的长三角疫情因素，导致 8 月份的需求爆发

并没有如期兑现。另外一个层面，今年发行节奏偏慢的专项债，也在相当程度上延缓

了终端的需求进度。 

图 3.1.1：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累计值（亿元）            图 3.1.2：地方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发行额累计值（亿元） 

  

资料来源：万得 南华研究 

虽然说近期的专项债发行节奏开始有所加快（如图 3.1.1 所示），但很明显在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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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专项债层面的发行力度依然严重偏慢（如图 3.1.2 所示），截止到今年 9 月份的收

费公路专项债发行累计量依然远远低于过去两年的同期水平，资金层面的相对紧张大

幅掣肘了终端需求。 

而根据我们对沥青招投标数据的跟踪来看，今年的需求亦的确难言乐观，即使进

入了 9-10月，沥青的招标需求依然处于历史同期低位： 

图 3.1.3： 招标引申沥青需求当月加权值（吨） 

 

资料来源：百川 南华研究 

上述数据和沥青真实的终端需求状况有所偏差，一方面是沥青需求还有防水、船

燃、焦化等方向的需求；另一方面即使是道路沥青的需求也有养护需求等因素，但直

观看今年新增的道路沥青建设需求的确不佳。 

今年公路固定资产投资的体量按投资额算并不算低，但我们需要考虑今年大幅上

涨的 PPI 因素，如果扣除 PPI 的同比增量后，进入二季度后公路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减

弱，虽然 8月份的公路固投数据环比略有改善，但依然不及去年同期水平： 

图 3.1.4：全国公路固定资产投资季节性（亿元）             图 3.1.5：全国公路固定资产投资季节性（物价调整）（亿元） 

  

资料来源：万得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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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全国公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物价调整）（亿元）     图 3.1.7：国内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月度销量 （台） 

  

资料来源：万得 南华研究 

从我们跟踪的公路固定资产投资和沥青混凝土摊铺机的销售数据看，今年进入 5

月份也出现了后劲不足的迹象，一直到延续到了 7 月份。如果我们按照物价调整因素

后的公路固定资产投资体量看，6、7 月份和去年同期的数值相比差距进一步扩大。而

8 月份受限于天气疫情等因素消费端亦没有出现爆发式增长，虽然较 7 月份环比有较大

的提升，但依然比不上去年的同期水平。 

从百川公布的沥青各个下游的消费数据看，今年 7 月份的道路沥青消费量和去年

同期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劈叉，导致今年 7 月份的沥青累库幅度较大，直到现在还库存

压力较大的现状。虽然 7-8 月防水沥青的消费依然处于历史同期高位，但在今年总体

房地产销售面积不及去年的情况下，未来防水沥青的消费力度增长空间也相对有限。 

图 3.1.8：道路沥青消费季节性（万吨）                      图 3.1.9：防水沥青消费季节性（万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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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0：房屋销售面积季节性（万平米）                  图 3.1.11：房屋开工面积季节性（万平米） 

  
资料来源：万得 南华研究 

2020 年的房屋新开工面积较 2019 年已经有所下降，而近期的房屋销售面积亦较去

年同期有所降低，预示未来防水沥青的消费增长空间也相对有限。 

展望四季度，大方向上，今年沥青总体下游消费不及去年是大概率事件，但可能

比 2019 年水平要略高，但未来几个月沥青消费的环比量较 7-8 月份将继续呈现季节性

增长的态势。节奏上或仅存小节奏回暖的机会，今年留给沥青需求的旺季时间已经不

多。 

图 3.1.12： 沥青需求推算（万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 南华研究 

3.2. 供给侧收缩力度不及预期 

在今年上半年，沥青供给侧的担忧反复发酵，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1、国家加强

了对部分地炼企业的税收管理监控，部分加工企业产量受到影响；2、部分油品进口消

费税的加征影响了稀释沥青的进口；3、沥青裂解水平持续低位，炼厂积极性不佳，加

之部分炼厂的安全生产事故等因素。因此最近 6-7月炼厂产量持续处于低位，8-9月的

沥青排产计划亦只有 270万吨左右的水平。 

但在 8 月份的沥青真实产量公布后，供给侧收缩的预期被打了相当大的折扣：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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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实际产量大幅高于排产计划逾 30 万吨——8 月排产计划 262.45 万吨，实际产量

292.84 万吨，主营炼厂、地炼全部都大幅提高了产量。其中中石化炼厂产量较排产计

划增加了 9.9%，中石油炼厂产量较排产计划增加了 25.9%，地炼产量较排产计划增加

了 6.7%。绝对体量看亦是中石油炼厂贡献了最大的产量增量。 

表 3.2.1：8 月份炼厂排产计划比较真实产量（万吨） 

炼厂归属 8月排产计划 8月真实产量 产量修正绝对值 产量修正相对值 

中石化 78.4万吨 86.1314 万吨 7.7314万吨 9.9% 

中石油 46.9万吨 59.03万吨 12.13万吨 25.9% 

中海油 15 万吨 17.3万吨 2.3万吨 15.33% 

地炼 122.15万吨 130．36万吨 8.21万吨 6.7% 

从炼厂的产量占比看，自今年 6 月份以来，亦呈现出主营炼厂产量增加，地炼产

量占比减产的格局。我们认为，依照我们最开始上面介绍的三个因素中，1/2 因素对地

炼的影响较大，而目前来看主营炼厂的产量也并没有受到沥青低位裂解水平的影响，

我们认为是因为今年总体成品油加工利润较佳，而对于主营炼厂来说由于其炼厂产量

导向中炼厂出率没有像地炼那么高，因此沥青裂解低位并没有对炼厂的综合加工利润

产生大的影响，沥青的单产品亏损并不会影响到沥青的产量水平。 

图 3.2.1：国内炼厂沥青周度产量按所属（吨）              图 3.2.2：国内沥青产能（万吨）和开工率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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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沥青主力对布伦特原油裂解价差（美元/桶）        图 3.2.4：沥青主力对 SC原油裂解价差（元/桶） 

  

资料来源：万得 南华研究 

图 3.2.5： 我国地炼沥青方向综合加工利润（元/吨） 

 

资料来源：钢联 万得 南华研究 

图 3.2.6： 我国地炼焦化方向综合加工利润（元/吨） 

 
资料来源：钢联 万得 南华研究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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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沥青裂解水平大幅下滑，但综合利润依然较佳，如果按照推前一个月的原

油成本定价的话，目前综合加工利润大幅好转； 

（2） 受益于目前较佳的成品油销售，焦化利润依然大幅好于沥青方向，但焦化

装置占比较低，也并不能大规模切换至焦化方向； 

（3） 上述高频加工利润测算是按照马瑞油为口径，沥青出率相对较高，拉低了

炼厂综合加工利润水平，如果是主营炼厂，其进料原料更倾向于综合指标

配置，如沙中、沙重、瓦斯科尼亚等，相比沥青收率更低，成品油收率更

高，因此综合加工利润只会更加优于我们上述的综合利润高频数据。这也

解释了在过去几个月主营炼厂的真实产量屡屡高于排产计划，占全国沥青

产量份额不断提高的事实。 

但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未来几个月的沥青产量增幅可能依然相对有限，一方面产

量未来将逐渐进入季节性减产周期；另一方面即使当前沥青综合加工利润有所好转，

但依然不足以驱动炼厂大幅提高开工率。根据百川公布的排产计划，9 月份的排产量为

273.8万吨，排产量水平并不算高，我们预计也很难出现像 8 月份那样大幅超出排产计

划很多的情况。根据我们跟踪的周度产量和开工率数据，9月份产量已有拐头的迹象。 

图 3.2.7：国内沥青炼厂周度产量（万吨）                   图 3.2.8：国内沥青炼厂周度开工率（%）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 南华研究 

总体上，我们预估未来几个月（9、10、11、12月）的沥青产量分别或在 285 万吨、

287 万吨、260 万吨、230 万吨左右。国内沥青装置今年剩下几个月亦无大的产能投放

计划。 

沥青进出口方面，本年以来成品油加工利润较佳，限制了海外炼厂的沥青产出，

进口量总体平稳偏低，增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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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沥青净进口量季节性（万吨） 

 
资料来源：百川 南华研究 

3.3. 稀释沥青如预期去库，但速度不及预期 

沥青的原料问题由来已久，从最开始的马瑞油断供的问题转向稀释沥青，而在稀

释沥青大量进口后，稀释沥青消费税开始征收，稀释沥青的进口量开始出现断崖式下

跌。但从目前稀释沥青的港口库存量走势来看，目前稀释沥青的原材料问题暂时无虞。 

图 3.3.1： 我国稀释沥青月度进口量季节性（万吨） 

 

资料来源：万得 海关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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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我国稀释沥青港口库存量（万吨） 

 

资料来源：隆众 南华研究 

从稀释沥青目前的绝对库存量看，虽然进入 6 月份后一直处于一个去库的过程，

但去库的速度总体不及我们最开始的预期（目前去库速度约为 50 万吨/月），山东港的

稀释沥青库存在最近 3个月约下滑 72万吨，月均去库 24万吨。 

按照目前的库存水平看，随着四季度炼厂产量的下降，我们推算稀释沥青在今年

年底之前供应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而且从目前的库存体量看并没有出现持续去库的情

形，从最近一周的山东港口的稀释沥青库存看出现了小幅的反弹，说明目前稀释沥青

的进口依然存在，只是总体进口成本有所增加（需要增收消费税）。 

进口稀释沥青征税落地后，就进口稀释沥青消费税一项将增加大约 1270 元/吨的

理论成本。目前国内对原油配额的管控也升级，未来炼厂交易原油配额的可行性降低，

对于没有原油进口配额的地炼来说，未来原材料的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如果考虑继续

进口稀释沥青作为原料，即使考虑下游产品中成品油的消费税抵扣，对于沥青产品出

率较大的炼厂来说，沥青综合成本也可能增加 500 元/吨以上，即使按照部分调研的结

果认为炼厂有能力把成本增长边际增加 200-300 元/吨，对沥青成本价格的冲击也是存

在的，按照之前我们的统计数据，没有原油进口配额的沥青产能可能达 1365 万吨，占

沥青总产能的近 20%。但目前来看该部分因素的发酵时间可能在明年以后。 

3.4. 进入季节性去库周期，幅度取决于需求端的爆发力度 

综合来看，我们预估今年 9-10 月份依然会有较好的去库节奏，从沥青现货 9 月份

以来的销售表现看，目前确有好转的迹象，库存方面厂库和社库双双走低。与此同时

未来沥青产量又将季节性走低，进口方面供应相对稳定。如果按照当前 9 月份的排产

计划看，我们预计 9 月份会有较大的去库力度，这样的趋势将延续至 10 月份，但这有

一个前提是 9 月份的沥青产量不会再次像 8 月份般大幅超出排产计划，从最新的库存

水平和 9 月份周度产量看，这样的概率并不大。未来沥青虽将环比去库，但总体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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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或依然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图 3.4.1：国内沥青样本炼厂周度库存 （万吨）              图 3.4.2：国内沥青社库季节性库存率（%）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 南华研究 

图 3.4.3： 沥青总库存量推导季节性（万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 南华研究 

在上图中我们对未来的总体库存的判断有两条路径，核心变量在于未来几个月对

需求端的预估水平。保守估计今年全年的沥青需求略微高于去年和前年的全年平均水

平，乐观估计今年全年的沥青需求在去年和前年的全年平均水平上增加 3%左右的水平。

可以预计未来去库的最大边际动力的所处时间在 10 月份，我们相对看好 10 月份的沥

青的小节奏回暖机会，实时上我们在 9 月份的周度和日度报告中已经开始逐步提示沥

青的低吸机会。 

3.5. 沥青在油品系难有出挑表现 

即便我们看好今年剩下两个月的沥青短期表现，但在整个油品大类资产中沥青要

能走出独立的上涨行情概率依然较低，需要在需求端报复式增量的配合（参考在上一

节中的乐观情形），否则沥青很难能走出强于燃料油或原油的表现。特别是国内 SC 原

油，近期随着仓单去库注销，近期表现开始走强于外盘原油，以 SC 作为对冲标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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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沥青裂解的风险就相对较大。 

图 3.5.1：国内原油 SC 仓单量（桶） 

 

资料来源：万得 南华研究 

图 3.5.2：新加坡燃料油库存季节性（万桶）                 图 3.5.3：富查伊拉燃料油库存季节性（万桶） 

  

资料来源：彭博 南华研究 

图 3.5.4：国内 FU 仓单量（吨） 

 
资料来源：万得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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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油方面，目前全球紧张的能源需求催生了高硫燃料油额外的发电增量，在冬

季之前很难有缓解的迹象，因此未来几个月也很难将燃料油作为一个空头配置。 

第4章  逻辑总结和策略推荐 

（1） 未来两个月沥青供需结构存在好转的可能，但正常情况下今年的库存依然

会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导致沥青很难走出独立的上涨行情，除非需求端在

10月份以后能有超预期的表现； 

（2） 供给侧目前来看年底之前稀释沥青的原料问题并不构成扰动因素，可能发

酵的时间点在明年 1 月以后，预计至少提升沥青成本 300 元/吨以上，除

非炼厂找到了其他的原材料替代途径； 

（3） 成本端原油四季度依然易涨难跌，加之目前沥青裂解和加工利润处于低位，

沥青单边价格回调幅度有限； 

（4） 油品系中沥青或依然弱于燃料油和 SC 原油，裂解或对冲多头策略暂时不

太适合沥青，我们曾经在往期周报中提示逢低单边短线试多的尝试，目前

来看可以继续持有，未入场的可以考虑等待原油回调后择机介入，下方

3000元/吨附近将有较强的支撑。 

 

风险提示： 

 

沥青需求不及预期，原油价格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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