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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

1、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昨晚公布的周度数据显示：美国上周战略原油
储备（SPR）库存减少 597.1 万桶至 5.32 亿桶，降幅 1.11%，为 1987
年 9 月 4 日当周以来最低。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减少 101.9 万
桶至 4.2 亿桶，降幅 0.24%。国内原油产量保持 1190 万桶/日不变。原
油出口增加 82.1 万桶/日至 434.1 万桶/日。商业原油进口减少 8.2 万桶/
日至 648.6 万桶/日。

➢

2、美国伊朗问题特使 Malley：重启伊核谈判成功的几率低于失败的几
率。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准备实施并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并
与以色列等国一道对伊朗局势的任何升级作出强烈回应。美国国务卿布
林肯：美国将对伊朗的非法石油贸易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正在指认
一个为圣城军和真主党创收数亿美元的石油走私网络，该石油走私网络
是伊朗石油收入的关键组成部分。

➢

我们认为：

➢

1、自 2021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多次释放战略原油缓解油价上涨压力，
从 2022 年 5 月开始，美国执行按 100 万桶/日速度持续释放 6 个月的方
案，截止上周美国战略原油库存降至 5.32 亿桶，已达到 1987 年以来最
低水平，到 10 月美国战略库存或将达到 1982 年美国建库以来历史低
点，进一步释放能力有限。美国今年大幅释放战略储备原油后，虽然一
定程度上缓解短期原油紧缺问题，但是美国自今年秋季开始将重启补库
周期，进一步加剧全球原油长期供应紧缺矛盾。

➢

2、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降至 4.2 亿桶，已达到 2015 年以来最低水平，美
国原油总库存（战略+商业）降至 9.52 亿桶，已达到 2005 年以来最低
水平，美国原油库存水平非常紧张。另外，美国国内原油需求较好，汽
柴油零售价格创历史新高，进入 6 月后美国夏季出行高峰即将到来，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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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美伊谈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昨晚美国的表态，谈判进展并
不顺利。伊朗目前拥有剩余产能 100 万桶/日，我们认为如果伊朗制裁被
解除，会加剧短期油价波动，但不能改变原油供应长期紧缺的趋势。

➢

产能周期引发能源大通胀，继续看好原油等能源资源的历史性配置机
会。我们认为，无论是传统油气资源还是美国页岩油，资本开支是限制
原油生产的主要原因。考虑全球原油长期资本开支不足，全球原油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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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将下降，而在新旧能源转型中，原油需求仍在增长，全球将持续多
年面临原油紧缺问题，2022 年国际油价迎来上行拐点，中长期来看油价
将长期维持高位，未来 3-5 年能源资源有望处在景气向上的周期，继续
坚定看好本轮能源大通胀，继续坚定看好原油等能源资源在产能周期下
的历史性配置机会。
➢

风险因素：全球新冠疫情再次扩散的风险；新能源加大替代传统石油需
求的风险；OPEC+联盟修改增产计划的风险；OPEC+产油国由于产能
不足、增产速度不及预期的风险；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伊朗原油快速
回归市场的风险；美国对页岩油生产环保、融资等政策调整的风险；全
球 2050 净零排放政策调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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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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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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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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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20％；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之间；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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