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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资讯】
1、EIA 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1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792.9 万桶，市
场预估为增加 272.1 万桶。美国精炼油库存减少 62.2 万桶，市场预估为减少 61.4
万桶。美国汽油库存减少 282.8 万桶，市场预估为减少 172.8 万桶。美国国内原
油产量连续 4 周持平于 1260 万桶/日的纪录高位。
2、OPEC 周二表示，在美国生产繁荣和石油需求疲软的背景下，OPEC 可
能需要进一步削减产量以稳定价格。OPEC 下调了未来五年内市场对该组织原油
需求的预期，认为 2024 年对其需求为 3280 万桶/日。
3、商务部称如果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应当根据协议的内容同步、等比
率取消已加征关税。这是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高峰指出，过去两周，双方牵
头人就妥善解决各自核心关切进行了认真、建设性的讨论，同意随协议进展分
阶段取消加征关税。

【甲醇资讯】
1、美国新装置 175 万吨 8 月中旬停车至 10 月底。伊朗 ZPC2#165 万吨短
停，已恢复；伊朗 Busher 165 万吨近期将试车投产。印尼 KMI66 万吨装置 11
月初计划检修一个月。委内瑞拉 250 万吨装置一条线停车，另两条线低负荷。
2、新奥 20 万吨稳定烯烃投产，大唐多伦两条 MTP 产线正常开启，增加西
北需求；久泰能源甲醇及 MTO 短停；南京诚志二期试车成功目前开工 5 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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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工甲醇恢复，但其 MTO 投产继续推迟；宁夏宝丰一期 11 月上旬计划检修 5
日，二期已投产负荷 5-6 成。山东联泓近期有检修计划约 15 日。
3、本周沿海港口库存 119.6 万吨，小幅下降 3.5 万吨，港口库存处极高水平，
尽管近期略有下调。从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0 日中国进口船货到港量在 54
万吨附近，压力仍大。

【纸浆资讯】
1、PPPC 统计，2019 年 8 月份，世界商品浆 W20 发货量达到 451.8 万吨，
环比增 加 2.9%，同比增加 2.7%。8 月份的发货/产能比上升到 92%。
2、9 月下旬，常熟港木浆库存 72.2 万吨，较上月下旬减少 14%，较去年同
期增加 41.5%。9 月下旬保定地区纸浆库存量 46 万吨左右，较上月底增加 2 万吨，
9 月下旬青岛港木浆库存 114 万吨，较上月底减少 15 万吨，三大港总库存较上
月底减少 26.4 万吨。
3、纸浆 9 月份进口到货量为 216.2 万吨，环比下降 12.7%，同比下降 3%。
2019 年 1-9 月份纸浆进口总量为 1980.4 万吨，同比增加 6.1%。

【核心观点及操作建议】
原油：原油夜盘小幅上涨。商务部暗示双方将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同步、等
比率取消已加征关税，风险类资产受到追捧，但原油走势相对稳健。供应端关
注 12 月 OPEC+会议能否深化减产，美国 DUC 下滑暗示页岩油未来增产持续性
存疑。建议投资者多单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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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甲醇昨日延续下跌。太仓报价 1985 元，期货升水 61 元。供需来看国
内荣信二期、伊朗新增产能 Busher 165 万吨近期已投料，天然气装置尚未大规模
检修。提货量缩减后，本周库存再度回升，未来到港压力仍大。甲醇预计保持
弱势。
纸浆：纸浆昨日震荡，银星报价 4500 元/吨，期货略升水。港口库存略有回
落，但仍处高位。金鱼三季度减产去库取得一定效果，主产国 11 月向中国发运
量有所降低。下游方面，纸企备货意愿不强。近期无明显驱动，建议投资者观
望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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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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