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阅读正文后的声明

能源化工研究团队

研究员：李捷,CFA（原油燃料油）
021-60635738
lijie@ccbfutures.com
期货从业资格号：F3031215

研究员：任俊弛（PTA、MEG）
021-60635737
renjc@ccbfutures.com
期货从业资格号：F3037892

研究员：彭浩洲（尿素、碳市场）
021-60635727
penghz@ccbfutures.com

期货从业资格号：F3065843

研究员：彭婧霖（甲醇、聚烯烃）
021-60635740
pengjl@ccbfutures.com
期货从业资格号：F3075681

研究员：吴奕轩（纯碱、玻璃、

橡胶）
021-60635726
wuyx@ccbfutures.com

期货从业资格号：F03087690

研究员：刘悠然（纸浆）
021-60635570

liuyr@ccbfutures.com
期货从业资格号：F03094925

行业

燃料油日报

日期

2023 年 2 月 8 日



请阅读正文后的声明 - 2 -

每日报告

一、行情回顾与操作建议

表1： 行情回顾(元/吨)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涨跌幅% 持仓量（万手）

FU2305 2553 2630 2635 2527 2.90 42.11
LU2304 4090 4080 4090 3964 2.93 2.28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收盘价计算，内盘高低硫主力合约价差 1450 元。现货价格方面，2月 6日舟

山地区保税船用高硫 380CST 燃料油供船价 427.0-432.0 美元/吨；低硫燃料油供

船价格在 620.0-625.0 美元/吨，MGO 船供油价格在 890.0-900.0 美元/吨。

供应端，低硫供应逐步放量，科威特 Al Zour 炼厂开始发布低硫燃料油出口

标书。我国 2023 年出口配额继续增长，出口配额配合我国低硫产能同步增长，可

能进一步分流亚太地区低硫燃料油需求。高硫方面俄罗斯出口尚未大幅回落，且

欧盟成品油制裁开始前存在抢运需求。需求端，1 月全球干散货运价大幅回落，

且集装箱市场依然低迷。发电需求方面，欧洲天然气价格低位运行，冬季欧洲气

转油需求可能不及预期，IEA 在 1 月报中也下调了欧洲地区的气转油需求。

整体来看，燃料油单边价格预计跟随油价震荡运行为主，套利方面目前驱动

并不强，建议高低硫价差高位时考虑多 FU 空 LU。

二、行业要闻

 隆众资讯 2 月 7 日报道：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燃料油继续进入亚洲市场。

但是来自俄罗斯的燃料油多数为高硫燃料油，2 月份抵达亚洲的西方低硫燃

料油供应量相对减少，因为西方市场低硫减压柴油可能紧缺。截止 2 月 2 日

当周，ARA 地区的燃料油库存 111 万吨，比前周下降 1%。新加坡燃料油现货

市场，贡沃尔公司销售给摩科瑞公司 4万吨 2 月 25 日到 3 月 1 日装船的超低

硫燃料油，每吨比新加坡报价高 26 美元。中石油公司从托克公司购买 2万吨

2 月 18-22 日装船的 380cst 高硫燃料油，每吨比新加坡报价高 1 美元。中石

油公司从维多公司购买 2 万吨 2月 28 日至 3 月 4 日装船的 380cst 高硫燃料

油，每吨比新加坡报价高 1 美元。中石油公司从维多公司购买了 2 万吨 2 月

28日到 3月 4日装船的 380cst 高硫燃料油，每吨比新加坡报价高 1.25 美元。

新加坡 180-cst 燃料油评估价每吨 360.9 美元；380-cst 燃料油评估价每吨

355.79 美元；含硫量 0.5%的船舶燃料油每吨 644.5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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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据概览

图1：LU-FU主力 (元/吨) 图2：180月差（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图3：380月差（美元/吨） 图4：裂差（元/桶)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图5：新加坡Brent裂差(美元/桶) 图6：鹿特丹Brent裂差(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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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Bloomberg，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数据来源：Bloomberg，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图7：高硫纸货首行（美元/吨） 图8：低硫纸货首行（美元/吨）

数据来源：Bloomberg，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数据来源：Bloomberg，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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