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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 

山东 H 集团公司始创于 1988 年，是以石油炼制为主的石油化工

企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H 集团是国家认可保留的地方炼油企业，

是东营市重点调度三十强企业之一和《山东省石化产业振兴规划》中

的重点培植骨干企业，集团现拥有 300 万吨/年常减压装置，200 万

吨/年焦化加氢装置、140 万吨/年加氢装置、80 万吨/年催化装置，

年综合加工能力达到 770万吨，经营产品包括柴油、汽油、液化石油

气等涉及四大产业领域的三十多种产品。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3 亿元。

作为地方重要炼油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油量较大。 

H集团与世界 500强企业、中科院等研究机构，国际知名技术咨

询公司合作，建立起以技术创新为源头的企业运行机制。目前集团拥

有三项国际水平生产技术、两项国家高新技术、六项全国唯一技术和

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成立上海创新研发公司，筹建特种化学品、

新材料、生物制药、成品油研发中心；近几年，集团将在东营、青岛、

上海打造三大研发基地，逐步形成“技术支撑，创新引领、市场领先”

的研发模式，为 H转型升级提供创新平台支撑。 

二、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情况和风险管理机制 

主要运用国外原油期货和期权市场,对进口原油进行套期保值。

企业以国外原油采购为主,从采购到加工期间有 1-2 个月的时间差,

为了规避运输期间的油价下跌风险,炼油企业一般运用期货工具进行

套期保值,另一方面企业也会对因加工延迟等原因造成的库存和在预

期低油价未来有加工的情况下通过点价建立虚拟库存。 



三、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具体实例 

企业运用衍生品工具经历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单纯原材料采购点价和转计价的方式参与到原

材料市场，根据原油的计价方式以基准油价加升贴水的方式，升贴水

主要涉及油品，运费等方面，基准油价国内采购主要集中在 WTI 和

BRENT上，选择采购低价成为企业最初阶段的操作。 

第二个阶段是企业运用期货和期权工具，对产品和库存进行风险

管理的阶段，套期保值以及套利工具运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已经

定价但未加工的库存原料进行卖出保值和未销售的成品库存进行相

关性保值是主要的参与方式。 

第三个阶段是对裂解利润的保值的尝试，通过企业自身炼油利润

的测算，并对炼油利润进行合理预估，在历史较高利润的情况下进行

利润的锁定，原材料转为固定价成品市场采取预售的方式。 

 

（方案一）对成品和未加工库存原料进行卖出保值 

以 2016 年 9 月份的套保案例为例，根据 H 集团生产经营计划，

为避免原油部采购的 9 月份计价的海洋油因后期价格下跌带来的原

料库存亏损风险和 10 月份成品库存处于高位，通过市场分析，认为

固定价芳烃、二甲苯、成品油库存水平较高，面临下跌风险，在期货

市场进行相关性套保。对 9月 8日至 11月 2日的 135000桶分别进行

了卖出套期保值操作。 

时间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2016.9.8 

 

被套保标的物为原油部 9月份采

购的 135000 桶海洋油，当月月

均价为 46.31 美元/桶，现货总

价值为 6251850美元。 

为避免后期油价下跌的风险，相应地

在期货市场卖出 135 手 11 月 Brent

合约进行套期保值，持仓成本均价为

49.68美元/桶。 

2016.10.3 海洋油 10 月月均价为 50.50 美

元/桶，已购 9 月份现货公允价

值涨至 6817500美元。 

期货价格涨至 50.89 美元/桶，持仓

成本均价为 49.68 美元/桶。买入平

仓 135手布伦特期货合约。 

原油库存保

值 

9 月现货价值： 

46.31 美 元 / 桶 *135000 桶

=6251850美元 

10 月现货价值： 

50.50 美 元 / 桶 *135000 桶

=6817500美元 

盈亏：665650美元 

卖出： 

（49.68-50.89）美元/桶*135000 桶

=-163350美元 

 

总盈亏 期货现货合并计算盈利 50.23万美元 

2016.10.20 9 月份购入的现货已加工结束，

10 月份 4 万吨成品现货库存经

过分析判断需要保值，对应原油

期货头寸 135000 桶，成品现货

总价为 2.12亿人民币。 

将保值头寸放到 2017 年 1 月 Brent

合约上，卖出 135手该合约，此时持

仓成本均价为 51.05美元/桶。 

2016.11.18 11 月成品价格下降 100 元/吨， 买入 135手 1月份 Brent合约平仓，



相对于 10月 20日，成品现货价

值降至 2.08亿元。 

持仓均价 46美元/桶。 

成品库存计

算过程 

保值周期现货价值： 

损失：400万元。 

（ 51.05-46）美元 /桶 *135000 桶

*6.91人民币/美元=471万元 

 

结果 现货市场亏损 400 万元，在期货市场盈利 471 万元，综合期现两端，

盈利 71万元，保值效果明显。 

 

（方案二）综合运用期权套利工具 

针对 280 手 WTI 原油期货进行库存的卖出保值，采用期权的模

式，期权模式减小了期货单边保值头寸波动的风险，通过卖出期权的

方式，可以进行成本的抵补，也允许企业转化成期货头寸持有。 

（1）买入 280手 6月 WTI原油 54看跌期权，预估期权费支出约 

45万美元。 

（2）卖出 280手 6月 WTI原油 57看涨期权，预估期权费收入约 

11万美元。 

（3）卖出 560手 7月 WTI原油 47看跌期权，预估期权费收入约 

34万美元。 

市场出现：原油跌破 47,6 月 WTI 期权行权获取收益。7 月 WTI

期权会出现浮亏，可以向后移仓，即买回卖出的 47 看跌期权，卖出

后一月份的看跌期权。也可以向下移仓，即买回卖出的看跌期权，多

倍卖出更低价位的当月看跌期权。也可被行权，将 47 价位转作锁价



头寸。 

 

（方案三）参与裂解利润锁定的运用 

国际市场上成熟炼厂普遍采用裂解利润锁定的形式，但是国内成

品油市场定价没有期货市场做基准，价格变动明显滞后，国内炼油企

业原油采购方面是随市场价格波动的，这就造成了国内炼油企业裂解

价差利润的锁定较难实现。但是裂解利润仍然对企业经营有指导意义，

企业对裂解利润的锁定可以通过原材料价格锁定和产成品的预售实

现价格来锁定。 

炼厂通常运用 3:2:1裂解价差公式和 5:3:2裂解价差公式来纠结

裂解利润。 

 

 

炼厂希望将未来一段时间的一部分一次加工炼油毛利锁定高于

正常利润 200 元/吨的目标价位。通过裂解利润的锁定，化解了一部



分炼厂利润波动的风险。 

 

四、经验总结 

在套期保值过程中，企业从多个角度利用了期货工具。一是企业

可以优化库存管理，规避不利的价格风险；二是企业可以对订单进行

管理，敢于去接远期出口订单业务，不用担心成本端的风险；三是企

业还可以利用期货市场品种来组间虚拟库存，通过期货工具提前锁定

远期加工利润，获取更稳健的现货生产经营等。 

另外，在企业的对金融衍生品应用降低企业风险方面： 

一是要构建期货运用的制度化流程，形成企业自己的决策委员会，

防止出现行政干预期货操作，决策的做出必须有多人小组做出。 

二是企业运用期货工具以规避企业风险为主，防止出现与现货头

寸不对应的头寸出现，也防止出现投机行为。 

三是充分衡量企业风险，合理评估风险。 

四是可以借助外部咨询机构形成科学性风险管理策略，通过投资

咨询这种一对一的个性化服务模式，现货公司不仅获得专业的风险管

理策略及交易计划，还能边看边学，使期货团队得到快速成长，企业

也逐渐接受并能运用期货管理价格风险，真正实现了期货服务于实体，

稳健企业经营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