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证券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20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向东 版面 / 雨桐 校对/ 若惜

进入 2019 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一举扭
转去年年末的颓势，一路飘红。Wind最新数
据显示，今年以来，布伦特原油和纽交所原油
价格分别实现“六连涨”和“七连涨”。受国际
油价持续上涨的带动，国内原油期货价格也
出现大涨。

至1月16日记者发稿时，布伦特原油和纽
交所原油的价格分别超过60美元/桶和52美
元/桶，与2018年12月末的最低价相比，每桶
价格均上涨超过10美元。在2019年1月2日
至15日期间，布伦特原油期货的最大涨幅已
超11%，纽交所原油涨了14%，国际原油价格
在开年的这波涨幅已基本填平了2018年12月
份的跌幅，目前价格已与2018年11月下旬的
价格相差不多，但与2018年10月3日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高点86.74美元/桶相比，仍存在
30%的价差。

去年涨了三个季度去年涨了三个季度，，第四季度跌超第四季度跌超3030%%

国际油价在 2018 年先扬后抑，前三季度
一路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超越80
美元/桶大关。但进入四季度后，国际油价呈
现下跌趋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四季度，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累计下跌 34.72%，一度
跌至50.22美元/桶低点。

盛达期货研报观点认为，在 2018 年前三
季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的趋势中，曾出现两
波回调，第一次为2018年2月初的美股回调曾
带动原油价格回落；第二次回调出现在 2018
年5月底，因市场担忧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

“欧佩克”）产量恢复等因素，曾导致6月至8月
中旬出现回调。盛达期货认为，持续性单边
上涨依赖于经济增长预期在四季度前维持稳
定，导致原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进入四季
度后，经济增长预期下调成为共识，原油价格
因此具备了下跌理由。

盛达期货表示，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上
涨，通常发生在经济扩张期，配合库存的下
降。当经济处于下行趋势，叠加库存的上升，
原油价格更容易出现大幅下跌。经济增速和
总需求仍是决定原油价格走向的核心，供应
量的变化则会放大价格变动的幅度。

今年油价涨了半个月今年油价涨了半个月，，填平去年填平去年1212月跌幅月跌幅

2019 年的消息面有所转变，受减产消息
的刺激，国际原油价格最终止跌上扬。截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今年以来
的涨幅超11%，纽交所原油涨了14%，国际油
价开年这波涨幅已基本填平2018年12月份下
跌留下的坑。

减产协议进入落地实操阶段是开年的一
大利好。据悉，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主
要产油国于去年年末达成协议，同意从 2019
年1月开始减少原油日产量120万桶，持续时
间为6个月。中辉期货观点认为，“减产预期
修复了投资者对后市原油价格看涨的情绪，
加上市场风险偏好情绪的升温，最终引发原
油价格超跌反弹。”

中信建投也在研报中称，俄罗斯能源部
长诺瓦克表示，俄罗斯今年1月的原油产量每
天将减产5万桶。贝克休斯布数据显示，截至
1月11日当周，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减少4座
至873座，连续2周下降。综合来看，供需面的
利好效应仍存，预计短期原油价格或维持震
荡偏强走势。

中国石化新闻网此前曾报道称，全球最
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大臣法利赫
在年初表示，沙特计划将1月和2月的原油出
口量分别降至720万桶/日和710万桶/日。

国内油价结束五连跌国内油价结束五连跌，，机构提示回调风险机构提示回调风险

基于开年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国
内成品油价格也有所上调。发改委官网显
示，自2019年1月14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
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均上调105元，就此结束
国内油价“五连跌”。隆众资讯成品油分析师
徐雯雯分析称，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
车计算，此次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多
花4元左右。

多家研究机构分析认为，国际原油市场
的利空因素仍在，油价难言见底，下半年或存
在回调风险。

其中，华泰期货观点认为，金融市场的风
险偏好情绪仍在持续修复，原油作为风险资
产亦受到支撑，但当前现货基本面总体处于

“供需两淡”格局。“1月份是全年库存积累最
多的月份，基本面不足以支撑油价持续强势
反弹。当前全球成品油库存压力依然偏大，
终端消费不足以支撑炼厂的高开工率，炼厂
利润处在被压缩状态。”

华信期货观点认为，虽然欧佩克和非欧
佩克在12月7日决议减产120万桶/天超出市
场预期，但因美国原油产量增长过快、全球
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的原油需求增长变慢、美
国汽油需求见顶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还
不能断定原油价格已经到底。“对于2019年
原油走势，我们更倾向于围绕45美元至60美
元/桶（WTI）的区间震荡，不排除向下突破
40美元/桶的可能性，向上超越70美元/桶的
概率较小。”

中金公司预计，2019年布伦特原油均价

将运行在65美元至70美元/桶的范围内，较
2018年71.15美元/桶的均价存在8.6%的回落
风险。中金公司表示，我们看涨2019年上半
年的国际油价，布伦特油价有望突破 70 美
元/桶，理由是欧佩克减产的落地、潜在的美
国加息进程延缓等因素。中金认为，2019年
下半年国际油价存在回调风险，主要是受到
美国页岩油管道投入运行的影响，页岩油产
量的增长态势有望恢复。

在中金公司眼中，今年中国油气行业的
主线是：上游油气勘探开发步伐加快；资本
开支有望持续攀升，并与油价脱钩，主要是
为了响应中央“增储上产”的政策，保证能
源供应的安全；油气改革持续推进，释放红
利，有望重塑国内石油行业的竞争格局，提
升企业运营效率。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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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致国际油价半月涨超11%

中埃签署埃及首条电气化铁路贷款协议

央行开展5700亿元逆回购操作

新华社华盛顿1月16日电（记者 杨承
霖 高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日发布的全
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去年12月初至今
年1月上旬，美国经济继续温和扩张，但美国
企业对经济前景的乐观程度有所下降。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报告根据下属12家
地区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也

称“褐皮书”。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经济活动
继续温和扩张，但大部分地区制造业扩张速
度放缓，特别是汽车业和能源业。

报告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总体积极，
但由于金融市场波动增加、短期利率上升、
能源价格下跌、贸易与政治不确定性上升，
多数辖区报告显示美国企业对经济前景的

乐观程度有所下降。
报告称，大部分地区物价保持温和上

涨，受原材料和运输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对进
口产品加征关税影响，美国企业生产成本有
所上升。此外，多数地区劳动力市场持续偏
紧，工资温和上涨，企业为吸引和留住员工以
及新的最低工资法律生效提高了工资水平。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10日表示，
美联储注意到了市场对全球经济放缓等风
险因素的担心，但当前美国经济发生衰退的
风险并未上升。他指出，美联储对后续加息
没有预定计划，将“保持耐心”，根据经济形
势发展“灵活而迅速地调整政策”。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记者 吴雨）中
国人民银行 16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5700亿元逆回购操作。因当日有100亿元逆
回购到期，人民银行实现净投放5600亿元。

央行发布公告称，目前仍处于税期高
峰，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下行较快，为维护

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日开展 5700
亿元逆回购操作。本次操作中，有 3500 亿
元逆回购期限为7天，另外2200亿元逆回购
期限为 14 天，中标利率分别为 2.55%和
2.85%。

16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显示，各期限利率涨跌互现。其中，隔夜利
率为2.306%，较上一个交易日上行6.1个基
点；7天利率为2.64%，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
1.2个基点；14天利率为2.576%，较上一个交
易日上行0.6个基点；一年期利率为3.314%，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1个基点。

新华社开罗1月16日电（记者吴丹妮）中国
进出口银行与埃及国家隧道局16日在开罗签
署埃及首条电气化铁路——“斋月十日城”市郊
铁路项目贷款协议，协议总金额达12.39亿美元。

埃及交通部长希沙姆·阿拉法特表示，
贷款将用于轻轨列车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预计轻轨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开罗交通压力，
方便开罗卫星城居民通勤。

据悉，“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为双线电
气化轻轨，将连接开罗市区、开罗卫星城“斋
月十日城”和新行政首都。轻轨线全长约
66公里，预计每天将运送乘客35万人，列车

运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20公里。
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介绍，自2014年项

目框架协议签署以来，双方政府高度重视，并
于2015年将其纳入首批中埃产能合作优先项
目清单。该项目的成功签署也标志着中埃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务实合作取得重大成果。

新华社惠灵顿1月17日
电（记者郭磊 卢怀谦）全球
乳制品贸易平台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全球乳制品交易
价格指数上涨 4.2%，脱脂奶
粉交易价格大涨 10.3%。恒
天然集团首席执行官迈尔
斯·赫里尔认为，中国在2018
年末对全脂和脱脂奶制品的
旺盛需求是价格上涨的一个
重要原因。

数据显示，具有指标意
义的全脂奶粉交易价格为每
吨2777美元，上涨3%。全脂

奶粉价格是新西兰恒天然等
大型乳制品企业决定原奶收
购价的重要参考指标。

赫里尔认为，全球乳制
品指数上涨好于预期。他还
说，脱脂奶粉价格大幅上涨
与欧洲产地气温过高导致牛
奶产量下降也密切相关。

全球乳制品贸易平台由
以恒天然为首的国际乳制品
卖家组成，一般每两周组织一
次乳制品拍卖，买家遍及全球
90多个国家和地区，拍卖价格
直接影响全球乳制品定价。

中国奶制品旺盛需求支撑全球价格

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上海1月17日电（记
者 桑彤）17 日，A 股市场有所回
调。相对主板股指，创业板指数
跌幅明显，超过1%。

当日，上证综指以 2573.57
点开盘，上午低位震荡，盘中一
度拉高，午后再度下行，最终收
报2559.64点，下跌10.79点，跌幅
为0.42%。

深证成指收报 7470.36 点，
跌70.09点，跌幅为0.93%。

创 业 板 指 数 跌 1.25% 至
1251.41 点 。 中 小 板 指 数 跌
0.88%，以4850.20点收盘。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有
737 只交易品种收涨，2807 只交
易品种收跌。不计算ST个股，两
市逾3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化学纤维、园
区开发、石油开采涨幅居前，涨幅
在1%以上；公交、运输设备、通信
运营跌幅居前，跌幅在2%以上。

当日，沪深B指以绿盘报收。
上证B指跌0.04%至276.92点；深
证B指跌0.21%至863.68点。

A股市场有所回调 创业板指数跌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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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前景乐观程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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