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者目前还不能盲目乐观

机构分析也认为， 由于世界原

油市场的现状仍是供大于求、 产能

过剩， 油价在短期依然无法大幅回

升。瑞银表示，预计布伦特及美国油

价在 6 月底保持在每桶 20 美元附

近，但随着疫情消退及经济复苏，国

际油价下半年将回升至每桶 40 美

元或以上。

瞿新荣对记者表示， 油价出现

反弹的话， 可能要到 9 月以后需求

复苏、疫情得到控制时。或者甚至到

2020 年消化一部分库存之后，才会

看到油价的一个明显反弹， 这要结

合 10 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来看。

据了解， 历史上石油公司股价

与国际油价紧密相关，3 月油价暴

跌导致国际石油公司股价大跌。 以

3 月 1 日为基准计算，3 月以来布伦

特及美国原油累积最大跌幅分别达

52%、58%，同期国内油公司（A 股）、

国际油公司、国内油服（A）、国际油

服最大跌幅区间分别为 6%~40%、

36%~56%、40%~73%、9%~28%。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欧佩克+减产协议的达成，对于

原油价格会形成一定的支撑， 因为

前期跌去了 70%， 经过谈判达成减

产协议后，油价有反弹的可能。“但

这次疫情对石油的需求有很大的冲

击。 ”现在大部分的航空、公路运输

等都已停止了， 所以对原油的需求

大幅下降， 那么这次减产并不能完

全抵消掉疫情带来的影响，“预计油

价可能会反弹， 但也不一定会反弹

很多，因为上周已出现大反弹了，很

难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

石油股方面， 近日巴菲特在宣

布止损航空股后， 转身杀入了今年

一季度严重超跌的石油股。 杨德龙

认为，巴菲特杀入石油股，可能也是

看到了原油价格暴跌之后带来的反

弹机会，他的出手对于稳定油价、提

高投资者信心是有利的。“现在巴菲

特持有大量的现金， 还没有果断地

大规模入场， 可能还是在等待时机

再去抄底。 所以现在还不能盲目地

乐观。石油的牛市不一定会来，但反

弹应该会有的。 ”他说。

那么， 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操

作呢？杨德龙提醒，投资者可以

抄底一部分前期跌幅

比较大的石油

股，以及石油基金、一些基金公司发

的 QD 石油基金， 但是抄底量一定

要控制，不能太大，因为目前疫情在

海外扩散，对于原油

需求端的冲击还没

有结束，油价还

会出现一定

的 反 复

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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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 +”达成史上最大规模原油减产协议，不过分析认为：

需求端“塌方” 油价很难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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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欧佩克 +”终于在上周末达成了原油减产协议。 欧佩克 +声明称，从 2020年 5 月 1日开始，将其原油总产量下调 970万

桶 /日，为期两个月；2020年 7月至 12月期间，减产 800万桶 /日；2021年 1月至 2022年 4月期间，减产 600万桶 /日。 业内

分析认为，虽然减产协议是“历史性”的，但和需求锐减相比，“减产规模不足”，预计油价短期内难以大幅反弹。

史上最大规模

减产协议达成

北京时间昨日凌晨，“欧

佩克+” 终于达成历史性减产

协议。 据央视报道， 欧佩克

（OPEC） 及其石油生产盟友

13 日凌晨达成了一项历史性

协议，将原油产量削减 970 万

桶/日。这是“欧佩克+”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减产。

在协议中，“欧佩克+”确

认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进行

为期两个月的首轮减产，减产

额度为 970 万桶/日；2020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 减产 800 万

桶/日；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间， 减产 600 万桶/日。

其中，沙特和俄罗斯两国的减

产以每日 1100 万桶为基准，

而其他国家的减产则以各自

2018 年 10 月的产量为基准。

“欧佩克+”表示，草案声

明预计全球原油减产行动自 5

月 1 日起生效， 预计 2020 年

全球原油总减产量将超过

2000 万桶/日。 据了解，“欧佩

克+” 机制成立于 2016 年，由

沙特主导的欧佩克和俄罗斯

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共 23 个国

家组成，但全球产油第一大国

美国并未参加这一机制。

早前彭博社消息称，在“欧

佩克+” 达成减产协议后，“欧佩

克+”还希望 20国集团（G20）产

油国另外实施每天 500 万桶的

减产。 目前仅确定， 美国、巴

西、加拿大将共同减产 370 万

桶/日。

据外媒报道，除减产协议

外，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地区产

油国还将加码额外的措施以

更直接地提振油价。 经伊朗石

油部方面确认，沙特、阿联酋

和科威特三国除承担联盟分

配的减产份额外，还将额外联

手削减原油出口量 200 万桶/

日。

随着减产协议达成，沙特

阿美周一或将公布其原油官方

销售价格。 此前因欧佩克+减产

协议最终版本未商定，沙特阿美

已经三度推迟，这一定价将影

响波斯湾约 1400 万桶/日的

原油出口。

短期仍难推动油价大幅上涨

尽管主要产油国在 4 月 13 日达成

减产协议，减缓了目前的“石油存储危

机”。 不过，协议的达成也只是开始，执

行情况还是未知数，市场上对各方的减

产执行力度也存疑。

天风期货研究所所长贾瑞斌向信

息时报记者表示，该协议能够落实的减

产力度确实存疑。 以墨西哥为例，他们

在谈判最终协议时前后反复，并通过美

国为自己争取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减产

数量，这种行为让市场有足够的理由怀

疑未来协议的执行率，“预计乐观情况

下，市场实际减产率可能在 80%左右。 ”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高级主

管瞿新荣认为， 现在的原油需求非常

弱，第一阶段减产 970 万桶/日，而需求

下滑，4 月份预估需求在 2000 到 3000

万桶/日，“这就会迫使各方在执行减产

的时候，能够保证力度。 因为他们找不

到合适的买家。 ”

目前，原油市场价格表现也出现高

开低走。 周一早上，美国原油期货开盘

跳涨 8%，上破 24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

期货开盘涨超 5%， 升破 34 美元/桶，但

数分钟后，双双转跌，美国原油期货跌

幅一度扩大至 3%。 昨日亚洲早盘开始

后，两油期货才止跌回升。

高盛在第一时间发布报告指出，预

计欧佩克+原油供应将较第一季度的产

量减少 430 万桶/日。 欧佩克+的减产协

议虽然是“历史性”的，但和需求锐减相

比，“减产规模不足”， 预计油价将在未

来数周内进一步下跌。

贾瑞斌向记者分析道，油价很难出

现快速、大幅连续上涨，主要原因是当

前的减产幅度是从 5 月 1 日开始，但不

少国家在 4 月份就

已提高了产量。“这就相当

于协议是先增后减的后半

部分。 但现在原油市场面临

的是需求‘塌方’的风险，这种幅

度的减产对冲不足以扭转平衡

表的方向。 ”他说。

瞿新荣也表示，目前油价很难

快速上涨，因为整个需求还没有起来。

在需求还没有起来、 疫情没有得到控

制的情况下， 整个需求都偏弱，“所以

就算减产， 也是不能支持油价持续反

弹。 ” 他分析道，1986 年、1998 年、2014

年、2016 年的价格战，油价暴跌、需求下

降，都不是在减产的情况下，油价出现

反弹的，而是在后续经济开始企稳复苏

的情况下，油价才反弹的。

中期研究院：

根 据

IHS Markit

数

据， 沙特预计在国内的储

油空间还可以储存

18

天的产

量，而俄罗斯只剩下

8

天的产量储备

空间。 世界范围的新型疫情不可能很快结

束，原油的需求也不可能立刻上涨，因此减

产协议达成， 给市场带来的可能也只是

短期的刺激， 大涨之后必然再次出现

大跌，中长期来看原油价格尚

未见底。

平安证券 ：新冠疫情

在全球的爆发重创原油市场，市

场普遍估算全球原油的需求下降了

20%~30%

，即

2000~3000

万桶

/

天。 随

着需求的下降，全球原油的库存压力也

到达顶点。 此次欧佩克的减产有利于

减轻全球原油的库存压力，但减产

的幅度显然不足以抵消

2000

万桶

/

日以上的需求下

滑幅度。

“欧佩克

+

”

减产协议

●2020 年 5 月 1 日起进行

为期两个月的首轮减产，减

产额度为

970

万桶 /日；

●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 减产

800

万桶 /日；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 期 间 ， 减 产

600

万桶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