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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油产业链简介 

 

一、基本介绍 

1、定义及分类 

燃料油，作为成品油的一种，是石油加工过程中从原油中分离出来的较重的剩余产物。

燃料油主要由石油的裂化残渣油和直馏残渣油制成，其特点是粘度大，含非烃化合物、胶质、

沥青质多。目前主要用于交通运输、炼化、工业制造、电力等行业，其中船用油市场需求增

长较快。 

船用燃料油，是在传统燃料油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而成的调和油品，其品质必须符合船

舶内燃机使用的各项要求，否则容易造成安全隐患。船用燃料油有不同的分类：根据我国国

家标准 GB 17411 规定，船用燃料油分为馏分型船用燃料和残渣型船用燃料，其中馏分型燃

料主要是以轻油（柴油）成分为主的油品，多用作高速客轮、内河船舶、机帆船等小型船舶

的主机，或者大型船舶辅机，油品指标相对较好，也称为船用轻质燃料油，或者船用轻油（船

用柴油），根据密度和十六烷值等质量指标分为四种，分别为 DMX、DMA、DMZ、DMB；残渣型

燃料油是以重质燃料油为主要成分的油品，指标相对劣质（密度、粘度、机杂、灰分、硫含

量等相对较大），主要用于低速柴油机，作为船舶推进动力，也称为船用重质燃料油或船用

重油，根据质量和粘度分为 7个粘度、6个质量档，共 11个品牌号，分别为 RMA10、RMB30、

RMD80、RME180、RMG180、RMG380、RMG500、RMG700、RMK380、RMK500、RMK700。根据硫含

量，船用燃料油可分为Ⅰ、Ⅱ、Ⅲ三个等级，其中残渣型燃料油对应的标准分别是不大于

3.50%、0.50%、0.10%。根据供应对象，船用燃料油可分为保税船用燃料油和内贸船用燃料

油。 

另外，不同等级船用燃料油用途也不同：一般近海及江河部分 10 万吨以下船舶主要使

用 180，更大的远洋运输船舶多使用 380，380 燃料油是目前主流产品。部分大型集装箱船

舶和油品运输船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加 500、700 船舶燃料油，单次加油量甚至可以达到

万吨/船以上。 

2、加工工艺 

燃料油是石油炼制工艺的最末端的产品，由于在生产燃料油前，原油的主要轻质组分已

经经过蒸馏、催化裂解等化学物理变化提取完毕，燃料油的主要成分为多种重芳烃、非烃化

合物、胶质、沥青质等。 

图 1 燃料油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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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船用燃料油主要以原油加工过程中的重质残渣油加入适当的稀释组分进行调合，其中

重质残渣油主要包括减压渣油，常压渣油和裂化渣油，而稀释组分包括催化柴油以及催化油

浆等。另外，催化油浆是以蜡油、常压渣油等重油产品为原料，经过催化裂化工艺，抽提出

轻质组分后经过外甩装置，甩出的黑色粘稠状液体或固体，催化油浆作为重油催化裂化工艺

过程中的副产物，由于反应过程中组分聚合以及芳构化结果，导致其密度较大、黏度髙、相

对分子量大，而且由于催化裂化催化剂的破损细化携带，催化油浆中含有一定比例的催化剂

细粉颗粒。通过加入催化油浆可以降低成本，促进调合体系的稳定性。 

 

二、供需概况 

1、供应情况 

1.1 国外产能和产量 

近些年，全球燃料油的主要生产区集中在中东、南美洲、俄罗斯、中国等，全球年产量

近 5亿吨，其中约 3-4亿吨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贸易。近年来，全球燃料油市场呈现供需双减

的趋势，其中 2018 年世界燃料油产量下降约 4.5%，大约 1900 万吨，其中美洲下降约 11%，

约 600万吨；亚洲下降约 5.6%，约 600万吨，大部分由中国贡献；前苏联地区（FSU）下降

约 6.2%，约 400万吨，其中主要减产国是俄罗斯，除俄罗斯以外，FSU 其他国家 2018 年燃

料油的产量是同比上升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全球炼厂不断改造升级，从而生产更多中间馏

分油，减少了燃料油的产量；另一方面，国际海事组织（IMO）2020年新规即将实施，部分

燃料油需求将被船用柴油与 LNG所取代，燃料油市场受到挤压。 

图 2 全球燃料油产量变化                  图 3  全球各区域燃料油供应占比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1.2 国内产能和产量 

2006-2017年，国内燃料油产量从 2265万吨增长到 2693万吨，增长 18.90%，总体呈平

稳增长趋势，同一时期中国原油加工量从 3.1亿吨增加到 5.68亿吨，增长 74.52%，而燃料

油收率从 7.31%下降到 4.74%，下跌 35.11%，主要原因是随着地方炼厂原油进口和使用“双

权”（原油进口权和原油使用权）放开，使得作为炼化原料的燃料油的需求大幅下降，并且

相比汽油和柴油，燃料油的利润较差，炼厂在经过常压蒸馏后，通过二次加工将部分重油转

化成汽柴油，导致燃料油的整体出率较低。 

分地区来看，我国燃料油生产主要集中在山东、广东、河北、江苏、陕西、辽宁等地，

其中山东省 2018 年燃料油产量达 793.3 万吨，占比 39%，相对其他省份优势明显；此外，

广东省燃料油产量为 166.8 万吨，占比 8.2%，排名第二；河北省 2018 年燃料油产量为 163

万吨，占比 8.1%，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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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内燃料油产量                     图 5  2019 年 1-6 月燃料油月度产量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船用燃料油方面，目前国内供应的船用燃料油主要依靠进口，部分依靠贸易商库内调和

得来，很少通过炼厂直接生产，其中生产成本过高是主要原因。由于我国船用低硫燃料油未

纳入一般贸易的免税退税的目录，按照目前国内炼厂生产的船用低硫燃料油缴纳消费税和增

值税(税率 16%)后再进入保税油销售环节，生产成本将大幅增加，初步估计，生产 1吨船用

燃油比其他高硫油成本高 15-20%，还需配套投资重油加氢装置及储运设施，因此中石油，

中石化虽有少数企业可以生产船用燃料油，但因税高低价，产能基本放空。 

2、需求情况 

2.1整体需求 

与供应端类似，全球燃料油需求也延续了下滑态势，其中 2018年全球燃料油需求约 4.2

亿吨，相比 2010年大幅下滑。分地区来看，亚洲是燃料油需求最旺盛的地区，2018 年需求

量为 1.53 亿吨/年，占全球需求量的 38%。其次是中东地区，占全球需求量的 22%。美洲与

欧洲合计占比 30%，俄罗斯与非洲地区需求总量仅占 10%。分用途来看，高硫船用燃料油需

求占燃料油总需求约 50%，约 2 亿吨/年，其次是发电需求（约 1.5 亿吨/年），最后是工业

需求（约 1 亿吨/年）。随着全球贸易物流的增加，船用燃料油的需求不断提升，数据显示，

2017年全球船用保税油需求约 1.7亿吨，其中新加坡需求约为 5000万吨/年，韩国约为 870

万吨/吨，日本约为 380万吨/年，中国大陆约为 1050万吨/年，中国香港约为 700万吨/年。 

对于我国而言，燃料油消费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炼化、工业、电力四个领域。交通运

输行业主要是船舶用燃料油，以燃料油为船舶提供动力；炼化领域主要是蜡油、常压渣油、

减压渣油等生产润滑油、环保芳烃油或者经催化裂化生产工艺后催化汽油、催化柴油等轻质

燃料；化工、建材应用领域主要是以催化裂化后的燃料油即催化油浆进一步深加工生产沥青

助剂、橡胶助剂、润滑油助剂等重芳烃产品，作为下游橡胶化工等行业的原材料。而电力和

热力生产领域主要是以燃料油作为加热炉、冶金炉以及其他工业炉的燃料。 

受环保要求升级、航运业发展以及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燃料油消费

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4年以后，随着中国对地方炼厂使用进口原油的限制全面放松，

地方炼厂纷纷申请并获批大量进口原油使用配额，地炼加工的主要原料由燃料油变为原油，

2016 年，中国地方炼厂原料中原油占比达到 94%左右，与 2014 年相比，提高 21%，再加上

替代原料稀释沥青使用量的爆发式增长，挤压了进口燃料油的市场份额，地方炼厂燃料油用

量大幅下跌。同时，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及航运市场的持续低迷的影响，交通运输行业燃

料油消费量有所下滑，但消费占比继续增加。2017年，炼化领域消费量占比为 17%，交通运

输消费量占比为 69%，电力、热力生产消费量占比低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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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2 年燃料油消费结构                图 7   2017 年燃料油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2 保税船用油需求 

保税船用油，具体是指对进出我国的国际航线运营船舶供应的保税船用燃料油，进口和

销售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储存在指定的保税油专用油库，由海关实施

保税监管。2017年我国船用油消费量约为 1791万吨，同比增长 8.48%。其中，保税船用油

消费量约在 1111 万吨左右，同比增长 12.68%，90%需要从国外进口。分区域来看，长江三

角洲地区仍然是我国保税油销量最集中的地区，2017 年该区域保税油销量为 606 万吨，年

度销量环比去年上涨 22.42%。环渤海与珠三角地区销量与去年相比变化幅度不大，分别为

319 万吨与 186 万吨。我国港口众多，又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7 外贸货物吞吐量为 40

亿吨，是新加坡港的 6.3倍，而保税船用燃料油消费量仅为新加坡的五分之一。因此，我国

船用油市场潜力巨大。 

图 8  国内船用油消费规模                图 9  国内保税油各地区消费规模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3、贸易情况 

全球有四大船用油市场，分别是亚洲地区（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

欧洲 ARA 地区（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中东地区（富查伊拉）和美洲地区（美

洲东海岸），以上地区的海洋贸易繁荣，船用油市场非常发达。 

从全球不同地区供求关系看，欧洲地区、俄罗斯地区、美洲地区、中东地区处于供大于

求状态，亚太地区则有较大需求缺口。其中，新加坡是亚洲最大的船用油市场，2017 年的

消费量约为 5064 万吨，其中 380CST 销量 3781 万吨，占比 75%左右，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

置、灵活的经济政策、注重石油交易市场的长期发展，新加坡吸引了几乎所有跨国石油公司

和全球性石油贸易公司参与当地燃料油市场经营，全球其它地区出产的相对低品质燃料油组

分资源流向新加坡，经过油品调合后再进行成品的销售。 

 

 



 东海期货研究所 

图 10   燃料油进出口量                        图 11  进口来源国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进口方面，我国主要从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伊朗、印度尼西亚、委内瑞

拉、荷兰、俄罗斯等国进口燃料油产品，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从新加坡进口的燃料油一直

保持稳定的增长，年均增速达到 16 %，突显出新加坡在我国燃料油进口来源的重要性。2018

年中国燃料油进口量总计 1660万吨，同比增加 311万吨或 23.12%。目前，中国保税燃料油

资源仍依靠进口来解决，随着中石油，中石化试水生产低硫保税船燃，未来将摆脱长期以来

靠进口的局面。 

    出口方面，燃料油仍以保税贸易出口为主，来料加工贸易出口仅 2.4 万吨。根据现行

政策，航行于境内港口之间的船舶只能加完税油，目的港为境外港口的船舶可以加海关监管

下的保税油，视同出口。目前，给外轮或者国际航线船舶加保税油用量已占我国燃料油出口

的 80％以上。2014年-2017 年期间国内燃料油的出口总体趋于平稳，出口量保持在 1000万

吨左右的水平。2018年中国燃料油年度出口量总计 1216.90 万吨，同比增加 125.43万吨或

11.49%，出口增速有一定提升，主要原因是国内燃料油需求表现不佳，而供应端相对充裕，

出口成为缓解国内供给压力的有效手段，但目前燃料油的出口权限尚未放开，只有三桶油及

少部分国企有出口资质，预计在燃料油出口权限放开以前，燃料油出口增长空间有限。 

 

三、定价模式及价格影响因素 

1、市场定价模式 

国际燃料油市场计价基准主要基于船用规格，交易活跃的作价方式遍布全球最主要的几

个资源地和消费地。 

（1）鹿特丹：Platts Rotterdam Barges 

（2）美湾：Platts USGC 3.0% No.6 

（3）地中海：MOP MED (Mean of Platts Mediterranean) 

（4）中东：MOP AG (Mean of Platts Arab Gulf) 

（5）远东：MOPS (Mean of Platts Singapore) 

我国保税船用燃料油计价方式是：新加坡 MOPS 380CST 价格+升贴水。普氏新加坡估价

占整体价格的 96-97%，比重很高；升贴水占整体价格不到 4%，各船供公司的报价各不相同。

在自身的定价机制缺失的情况下，我国对新加坡船用燃料油价格的影响间接且微弱。 

新加坡普氏定价机制：“MOPS”的全文是“Mean Of Platts Singapore”,该价格通常是

普氏公司按照普氏窗口的纸货和实货报价、成交情况来定下一个独立于其它公司的价格，公

布于“PLATT’S ASIA PACIFIC AREA GULFMARKETSCAN”，以供市场的参考。普氏公开市场是

指每天 16:00-16:30 在普氏公开报价系统(PAGE190)上进行公开现货交易的市场。燃料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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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个品种。该市场的运作是由十几个准入的市场参与者包括各大石油公司（Shell、

BP）和各大贸易商（Glencore、Vitol 等），在公开市场报价。该市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

进行燃料油实货的交割，而主要是为了形成一个透明的市场价格。目前，普氏公开市场每年

的交易量大约在 600万-1000万吨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普氏每天公布的价格并不是当天装

船的燃料油的现货价格，而是 15 天后交货的价格。因为根据亚洲地区的贸易习惯，大多数

公司都倾向于提前买货，而卖方也倾向于提前卖货，因此大多数的实货交割都集中在未来

15-30天这个时间段上。 

2、价格影响因素 

2.1国际油价 

燃料油是原油的下游产品，其价格趋势与国际原油价格密切相关，相关度达到 90%附近。

其中 2018 年新加坡燃料油总体走势与国际原油一致，呈现先扬后抑态势。上半年国际油价

持续上涨，主要是受伊朗制裁及全球原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由于进入新加坡地区的燃料

油套利货增长有限，且燃料油库存一直维持在过去五年平均水平之下，因此上半年燃料油价

格整体重心不断上移。11 月以后，美国制裁伊朗最终落地，燃料油价格开始跟随国际油价

迅速下跌，但下跌幅度远小于原油，主要原因仍是受新加坡燃料油库存处于历史低位支撑，

叠加前期新加坡燃料油污染事件导致现货紧缺，因此跌幅不及原油。从影响机制上来看，当

原油价格上涨时，生产燃料油的原料成本增加，在下游产品价格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生产企业

利润空间将缩小，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将下降，供应减少支撑价格上涨。总的来说，国际油价通过

影响炼厂的生产成本、利润和计划等，影响燃料油的供需，最终影响价格。 

图 12   燃料油与原油相关度                     图 13  燃料油裂解价差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2 新加坡燃料油价格  

 作为 FU 标的，保税 380燃料油主要依赖进口，并且主要来自新加坡。新加坡已经成为

全球最大的燃料油集散地，也是全球燃料油价格的风向标，对国内 FU 价格影响较大，而新

加坡燃料油价格与 3个指标密切相关。 

首先是进口量，2018 年新加坡进口燃料油总量超过 6000 万吨，贸易商一般会从其它地

区进口相对低品质燃料油，经过油品调合后再进行成品的销售或出口，大约有一半的燃料油

该途径进口。然而，进口量又与东西方燃料油船货套利操作联系紧密，因此还需要关注东西

方燃油价差。通常情况下，新加坡 FOB380cst价格与西北欧地区鹿特丹 FOB燃料油价格存在

一定的价差，该价差与两地之间的运费相近，大约在 15 美元上下。如果价差高于正常水平，

从鹿特丹到新加坡市场的套利窗口将会打开，贸易商就可以赚取无风险价差，从而影响进口

量。另外，新加坡每周会公布库存数据，它可以直观的反映短期的供需变化，比如受夏季燃

料油发电需求增加的影响，来自中东的货源会出现季节性减少，使得新加坡燃料油库存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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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如果库存持续低位，将会对燃料油价格形成支撑。  

图 14   新加坡近远月纸货价差                  图 15  东西方燃油套利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3 航运市场情况 

随着国际贸易物流的增加，全球主要航运公司均加大了老旧和高耗能船舶淘汰力度，船

队的船龄整体大幅降低，同样也带来了船舶大型化和超大型化的变化。数据表明，远洋船舶

单次满仓加油量一般达到 1000-6000吨/船，而大型集装箱船舶（可一次性装载 5000 个标准

集装箱）和油品运输船，单次加油量甚至可以达到万吨/船以上，这也使得船用燃料油的需

求不断提升，航运市场的强弱会直接影响燃料油的需求，进而对价格产生影响。 

目前世界航运市场有 6大航运指数，分别是 BDI指数（干散货综合），BCTI指数（成品

油运价）、BDTI 指数（原油运价）、BHSI 指数（灵便型船）、BPI 指数（巴拿马型船）、BSI

指数（超灵便型船）。其中 BDI 指数是全球干散货航运需求的晴雨表，反应了航运市场的景

气度，与燃料油相关性度较高，达到 70%左右，但是该指数主要是干散货以铁矿石、煤炭为

主，会受到下游季节性需求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全年波动幅度较大。由于船燃市场与贸易

活动紧密相关，若 BDI指数长期呈现下行趋势，船用燃料油的需求将受较大影响。 

  图 16   燃料油与 BDI 关系                      图 17 燃料油与 BDTI&BCTI 关系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4 政策影响 

2.4.1 IMO 禁硫令 

1997年 9 月，国际海事组织（IMO）修订了《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73/78），

增加了新的附则Ⅵ——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对船舶排放的 SOx、NOx 等大气污染物做出

了严格的限制。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第 70 届会议上决定了关于全球硫排放限值的实施

日期：排放控制区外，即全球范围内，从 2020年 1月 1日起，船用油的硫含量标准从低于 3.5%m/m

调整至低于 0.5%m/m。2020 年 MARPOL 公约的低硫规定预计会给保税船供市场的消费结构带来巨

大的变化，为达到限硫规定的要求，航运企业可以选择使用合规低硫燃油、安装脱硫装置、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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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采用 LNG(液化天然气)燃料等方案。 

2.4.2 进口管理 

燃料油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同时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对一定

数量的燃料油进口实行非国营贸易管理，由符合非国营贸易资质条件的企业在年度进口允许量内

进口。2004年 1月 1 日起，我国取消了燃料油的进口配额制度，实行进口自动许可管理。《2018

年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申领条件、分配原则和相关程序》（商务部公告 2017 年第 80 号）

中规定：2018 年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为 1620万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珠海振

戎公司和中化集团等五大国营进口企业没有进口数量限制。 

2.4.3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 

2017 年 4 月 13 日，杭州海关公布了《杭州海关为支持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推出的第一批（15项）创新举措》（以下简称 15项），是对《海关总署关于支持和促进中

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发展的若干措施》（25条）的进一步细化，其核心任务之一，

是探索油品全产业链投资贸易便利化，从效率与成本两方面增强自贸试验区油品贸易的竞争

力，以推动保税燃料油产业发展。 

 

四、行情展望 

2019 年前三个季度，价格整体保持先扬后抑走势，进入四季度以后基本面将有所变

化。首先关注供应端，一方面，夏季是中东燃料油的传统需求高峰，为了满足居民的用电需

求，中东电厂对于燃料油的消耗提升明显。以 2018 年为例，5-9 月份中东燃料油需求接近

170 万桶/天，相比前四个月增加 25 万桶/天，内部需求的增加使得发往新加坡的燃料油明

显减少。然而，随着夏季需求高峰的结束，预计 9月份来自中东的货源将逐渐恢复。另一方

面，东西方套利窗口持续打开，7 月份发往新加坡的欧洲套利船货将会增多，根据估计，9

月份抵达新加坡的欧洲套利船货在 200万吨附近，市场供应压力将逐步增大。 

需求端，继续关注 IMO2020限硫令对高硫燃料油需求的影响。根据国际海事组织（IMO）

要求，从 2020年起，全球船舶所使用燃油硫含量不得超过 0.5%。该规定生效后，所有未安

装脱硫设备的船舶禁止携带硫含量超标燃油，预计将会对高硫燃料油的需求带来负面影响。 

当然，船舶也可以通过加装脱硫系统（EGC系统）继续使用高硫燃料油，但是受占用空间和

安装进度限制，预计到 2020 年，全球只有不超过 3000 艘船舶能够完成改造，相比约 5万艘

洲际航行的船舶占比极小，且改装脱硫装置后产生的废液等也将带来新的环保难题，这意味

着高硫燃油过剩压力将逐渐显现。另外，中美贸易争端使得全球贸易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随着全球经济放缓，远洋航运景气度或受到影响，进而影响船用燃料油的需求，需要保持关

注。 

      综合来看，进入四季度，供应端将面临中东以及东西方套利燃料油供应增加的压力，

而需求端随着 IMO2020限硫令的临近，市场对于高硫燃料油的需求前景也略显悲观，我们认

为四季度有望延续弱势运行的走势，同时关注国际油价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 

 

五、燃料油期货合约 
1、合约介绍 

2018年 7月 16日保税 380燃料油期货合约上市，实际上 180燃料油期货品种曾于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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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上期所上市，然而受市场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180燃料油期货市场规模逐渐萎缩，

进而被 380燃料油期货所取代。通过新的合约，中国船用油经营企业能用人民币在中国的市

场上进行交易交割，使价格更有效地反映出本土市场情况。随着中国国内燃料油市场的逐步

健全，保税 380燃料油期货的价格将辐射亚太，成为影响全球燃料油市场的世界性基准油价。 

表 1  燃料油期货合约 

 

2、交易保证金 

燃料油期货交易保证金是指会员在交易所账户中确保合约履行的资金，是已被合约占用 

的保证金。燃料油期货合约的最低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 8%。交易所根据期货合约上市

运行（即从该期货合约新上市挂盘之日起至最后交易日止）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交易保证

金收取标准。进入交割月份后，卖方可以将标准仓单作为与其所示品种和数量相同的期货 

合约持仓的履约保证，其持仓对应的交易保证金不再收取。 

表 2  不同阶段交易保证金收取标准 

 

3、合约持仓限制 

表 3  不同阶段一般持仓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规定 

 

表中某一期货合约持仓量为双向计算，期货公司会员、非期货公司会员、客户的限 

仓比例与限仓数额为单向计算；期货公司会员的限仓比例为基数。 

4、交割库 

表 4  指定交割库 

 

交易品种 燃料油

交易单位 10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最小变动价位 1元/吨

涨跌停板幅度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5%

最低交易保证

金
合约价值的8%

合约月份 1-12月

交易时间
上午9:00～11:30,下午13:30～15:00，以及交易所公布的其他时

间

最后交易日
合约月份前一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交易所可根据国家法定节

假日调整最后交易日

交割日期 最后交易日后连续5个工作日

交割品级
RMG380船用燃料油（硫含量I级，II级）或质量优于该标准的船

用燃料油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地点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割单位 10吨

交易代码 FU

上市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

交易时间段 交易保证金比例

合约挂牌之日起 8%

交割月前第二月的第十个交易日起 10%

交割月前第一月的第十个交易日起 15%

最后交易日前二个交易日起 20%

限仓比例（%）

期货公司会员
非期货公

司会员
客户

非期货公

司会员
客户

非期货

公司会

员

客户

>50万手 25 7500 7500 1500 1500 500 500

某一期货合约

持仓量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一个月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

前第3个月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

交割月前第2个月 交割月前第1个月

限仓数额（手）限仓数额（手）限仓数额（手）

交割库名称 核定库容 启用库容

中化兴中石油转运（舟山）有限公司 50 15

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 30 20

浙江海洋石油仓储有限公司 6.7 5.7

合计 86.7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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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割品质量 

RMG 380船用燃料油（硫含量为 I级、II级）或质量优于该标准的船用燃料油。燃料油

应不含无机酸和使用过的润滑油，不能含有可能导致船舶使用异常的任何物质。燃料油中不

应人为加入可能产生危及船舶安全或对机械操作性能产生不利影响、损害身体健康、增加空

气污染的任何添加物或化学废料。具体的升贴水标准，由交易所另行规定并公告。 

6、交割方式 

燃料油期货交割实行保税交割，即以燃料油指定交割油库保税油罐内处于保税监管状态

的燃料油作为交割标的物进行期货交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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