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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一周全球动态： 

全球多国经济陷入衰退 原油市场恢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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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宗商品 

三、重要会议 

 

全球宏观 

全球多国宣布“解封”计划 部分国家近期将开放边境  

 截至 5 月 17 日上午 10 点 32 分，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 4,720,196

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 313,220 例，累计治愈 1,811,674 例。全球多国在平

均 6 周的封锁后，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面对疫情突袭及封锁防控措

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各国已无法等待疫情的自然峰值到来，纷纷宣布“解

封”计划，分阶段开放公共场所，恢复商业、服务业。奥地利、德国将于

近期开放周边邻国边界，意大利将于 6 月开放与申根国边界。 

疫情全球蔓延，前四个月多国经济呈现明显衰退，经济提振措施将持续加强 

 欧洲主要经济体发布一季度 GDP 数据，欧元区同比下降 3.2%；法国一季

度季调 GDP 同比下降最为显著，为-5.4%；德国和英国经济同比增长分别

为-1.9%和-1.6%，其中英国 3 月降幅显著扩大。 

 全球多国发布 4 月通胀关键指标，多数国家通胀水平下降，难达预期目

标，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已进入通缩轨道。 

 受疫情和油价双重重击，封锁防控措施导致多国经济暂停，商业、服务业

完全停滞，导致就业减少，失业水平上升。 

 监测期内多国发布 3 月、4 月工业及贸易数据，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集中爆发的 3 月和 4 月间，全球多国社会经济出现停滞，国内停工

停产，工业产出下滑，外需萎缩，贸易情况恶化。欧美发达地区，工业产

出，工业销售出现两位数负增长。新兴市场外贸大幅下挫。 

 监测期内数据显示，多国财政、货币政策力度继续加大，通过增加市场货

币投放和扩大财政赤字，对冲疫情影响。 

 IMF 已为全球 56 个国家提供紧急救援资金。 

【点评】监测期，多国公布一季度及 4月经济数据。新冠肺炎疫情自 3 月

开始在全球蔓延，4月进入大爆发，各国政府分别采取了不同严格程度的

疫情防控措施和经济调控手段，而同时在严格防控的管制下，社会经济活

动停摆，各国经济也均遭受重创。从数据可以看出： 

多国一季度经济走弱，GDP呈现负增长，特别是进入 3月降幅显著扩

大。通胀领域，各国通胀水平明显落后预期，其中美国数据显示其经济已

进入通缩轨道，并有可能在中长期内延续。产出和就业方面，封锁防控带

来社会经济活动暂停，工业产出下滑，新增订单减少，服务业停滞，导致

国内需求大幅下降，同时外需疲软，贸易数据恶化，各国就业水平下降，

失业率上升。 

政策层面，各国政府在 3月和 4月陆续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已

有部分国家开始采取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市场货币投放持续增加，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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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财政赤字,支持企业和家庭需求。政策加码短期可有效对冲疫情冲

击，支撑市场需求，但货币市场供给持续加大，中长期内仍需警惕通胀

风险。而财政赤字的上升和各国政府债务的急速攀升，短期内难以恢复

的经济增速和全球贸易的疲弱态势可能无法支撑其过高的债务水平，一

旦全球利率反弹，赤字率过高的国家将陷入债务兑付危机的风险之中。

面对疫情以及防控带来的经济衰退，多国已“迫不及待”纷纷制定“解

封”时间表和经济重启计划。管制的放松，短期可实现经济反弹，但国

际流行病学专家多次警示提早放松疫情防控将有可能导致全球疫情的反

弹，当疫情出现第二波爆发时，经济衰退程度将更加严重。 

大宗商品 

全球三大国际能源机构相继发布月度报告，2020 年全球原油需求预期锐减，

下半年国际油市有望在供给侧的努力下得以改善 
 全球三大国际能源机构相继发布月度报告，2020 年全球需求预期锐减。

美国能源情报署(EIA)5 月 12 日发布了短期能源展望月度报告。报告预计

2020 年全球原油总消费量为 9,259 万桶/日，此前预期为 9,552 万桶/日。

预计 2021 年全球原油总消费量为 9,953 万桶/日，此前预期为 10,193 万

桶/日。报告预计 2021 年美国天然气消费量为 791.7 亿立方英尺/日，此

前预期为 812.4 亿立方英尺/日。预计 2020 年美国天然气消费量为 816.9

亿立方英尺/日，此前预期为 837.9 亿立方英尺/日。IEA 也发布 4 月月

报：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将减少 860 万桶/日，创历史最大降幅。石油输出

国组织（OPEC/欧佩克）官网也公布了最新一期月报，月报中称：全球

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石油需求冲击，预计 2020 年第二季度主要中心地区的

需求将出现最严重收缩。该组织在报告中再次下调对年内全球原油需求

的预期，同时大幅下调供应预期。 

 产油盟国为稳定全球油价决定增加额外减产。为稳定原油市场，以沙特

为首的中东多个产油盟国纷纷宣布新一轮额外减产计划。沙特能源部 6

月将在现有减产协议的基础上，额外每日减产 100 万桶；在沙特率先减

产后，阿联酋方面宣布 6 月将每天额外减产 10 万桶；科威特也将在 6 月

每日自愿额外减产 8 万桶。 

【点评】全球疫情导致 2020 年原油需求大幅缩水已成定局，OPEC+减产

协议自 5 月 1日起执行，减产积极结果已开始显现，WTI 原油 6月合约

周涨 19.9%，7月合约周涨 13.8%，连涨三周，布油周涨已达 5.17%，全

球油价至暗时刻预计已经过去，供求再平衡进度将在未来几个季度中加

快。OPEC 成员国已为控制供给做出积极努力，下半年全球能源市场有望

在供给端的推动下得以反弹。同时，一季度原油上游供给增大催涨了原

油海上浮舱价格，油轮市场的需求上涨部分抵消了产油盟国因减产带来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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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议 

G20 举行第二次贸易部长特别会议，讨论应对新冠疫情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二十国集团（G20）贸易和投资部长 14 日召开视频会议，承诺致力于协调

合作减轻新冠疫情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G20 成员及嘉宾国贸易和投资

部长重申 G20 各国决心协调合作以减轻新冠肺炎蔓延对贸易和投资的影

响，并致力于为基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全球经济复苏奠

定坚实基础。此次会议特别批准了《G20 应对新冠肺炎、支持全球贸易投

资集体行动》，涵盖贸易规制、贸易便利化、透明度、物流网络、中小微

企业、多边贸易体制、全球供应链、国际投资等 8 个领域，共 38 条具体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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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宏观 

 全球多国制定“解封”计划 

截至北京时间5月17日上午10点32分，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4,720,196

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 313,220 例，累计治愈 1,811,674 例。全球多国在平均 6周的封

锁后，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面对疫情突袭及封锁防控措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各

国已无法等待疫情的自然峰值到来，纷纷宣布“解封”计划。 

英国“解封”计划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逐步进行。第一阶段，从 5 月 11 日开始，如

果无法实现居家办公，可以上班。从 5 月 13 日开始，人们在彼此保持相隔 2 米距离的

基础上可以进行户外锻炼。根据疫情变化情况，相继决定进入第二阶段，最快在 6 月 1

日，分阶段开放商店，小学生分阶段返校。如果情况继续允许，最快在 7月前，英国将

进入第三阶段，重新开放一些服务性行业和其他公共场所，同样要遵守相隔两米的社交

规则。 

法国也于 5 月 11 日起正式开启了“解封”进程。同样采取分阶段递进的方式，第

一阶段为 5月 11日-6 月 2日，在这一阶段，除了马约特岛暂不“解封”之外，法国其

他地方都可以开始“解封”，店铺可以开始营业，公共交通将恢复 50%的运力。确保不

会发生第二波疫情后，法国才可能进入下一阶段的“解封”进程。 

西班牙，除疫情严重的马德里与巴赛罗纳仍处于封锁状态外，一半的人口自 11 日

起进入疫情解封第二阶段，在经历数周的严密封锁后，人们首次被允许参加 10人聚会，

在小商店里购物，酒吧和餐馆要到 6 月 10 日才能完全重新开放，而且要遵守严格的社

会隔离准则，顾客容量只能最多达到 50%。电影院、剧院和展览馆将从 5 月 26日开始营

业，但只允许运营 30%的规模。学校可能从 5月 26日开始部分开放，9月以后才可能全

面开学。 

意大利在 5月初放款一些限制措施后，长途客运已开启，更多商店与博物馆和图书

馆一起于 5 月 18 日重新开放，理发店、美容院和能提供外卖服务的酒吧和餐厅将从 6

月 1 日起重新开放 

荷兰执行的封锁措施比较宽松，解封措施也是从 5 月 11 日开始，图书馆、美发、

美甲、美容、按摩师和职业治疗师都恢复工作，小学也部分重新开放。大型活动和接触

式运动以及桑拿浴室等将于 9月恢复。 

执行封闭政策六周、疫情正在趋向严峻的俄罗斯也加入了欧洲解封大军。在 12 日

一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一万、全国确诊病例超过英国达到世界第三高的情况下，总统普

京下令逐步放宽封锁措施，工厂和建筑工人当天重返工作岗位。 

此外，瑞士、爱尔兰也分别宣布从 5月 11和 5月 18 起，开放部分公共场所和，户

外作业可以复工。同时，日本也在 5月 11日宣布除“特定警戒都道府县”以外的 34个

县，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墨西哥计划让建筑业、矿业、交通工具制造业自 5月 18日

起复工，15 个州的约 200 个自治市将于同日重新开放。 

边境开放情况，奥地利计划 6 月 15 日开始全面开放和瑞士、列支敦士登以及德国

的边境；德国已经与法国和奥地利达成协议，自 5月 16日起放松三国之间的边境管控。

意大利自 6月 3日起允许民政跨地区自由出行，同时将开放意大利语申根区国家的人员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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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主要经济体发布一季度 GDP 数据 多国经济出现下滑 

监测期内，欧洲主要经济体发布一季度 GDP 相关数据，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欧洲主要经济体一季度经济均有不同程度下滑，欧元区一季度 GDP 同比下修至-

3.2%，环比下降 3.2%。欧元区国家中，法国一季度季调 GDP初值同比下降最为显著，下

降 5.4%。英国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1.6%，环比持平，但 3 月份 GDP 初值显著萎缩，同

比由增转降，显示疫情在英国爆发后，经济受冲击较大。 

表 1 各国 GDP发布 

国家/地区 指标名称 前值 今值 差值 

德国 

第一季度 GDP（初值）:环比(%) -2.2 -2.2 0.0 

第一季度 GDP（初值）:同比(%) 0.3 -1.9 -2.2 

第一季度 GDP(初值):同比:季调(%) 0.4 -2.3 -2.7 

法国 第一季度 GDP(初值):同比:季调(%) 0.9 -5.4 -6.3 

英国 

第一季度 GDP（初值）：同比（%） 1.1 -1.6 -2.7 

第一季度 GDP：环比： 2.0 2.0 0.0 

3 月 GDP（初值）：同比（%） 0.3 -5.7 -6.0 

3 月 GDP（初值）：环比（%） 0.1 -5.8 -5.9 

欧元区 
第一季度 GDP（修正值）:同比(%) -3.3 -3.2 0.1 

第一季度 GDP(修正值):环比(%) -3.3 -3.8 -0.5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通货膨胀：多国发布 4 月成本和价格指数 美国经济通缩持续 

监测期内，美国以及欧洲主要国家分别发布 4月 CPI 和 PPI数据。其中尤其以美国

4月通胀数据最为引人关注,CPI、PPI多项指标连创历史记录：4月美国CPI环比降0.8%，

创 2008年 12月年以来最大降幅；同比上涨 0.3%，为 2015年 10 月以来最小涨幅，食品

分项同比上涨 3.5%，创 2012 年 2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能源分项同比为-17.7%，为 2015

年 9 月以来最大跌幅。核心 CPI环比-0.4%，创 1957 年以来最大单月降幅；同比 1.4%，

为 2011 年 4 月以来最小涨幅。数据发布后，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道指收跌逾 500

点，纳指跌 1.55%，标普 500 指数跌 1.75%。数据显示，美国通胀预期基本中断，已进

入通缩轨道并有可能在中长期内延续，在疫情和油价的双重重击下，美国经济能否重启

通胀，主要取决于疫情峰值的出现时间以及美国疫情防控与经济调控的平衡。 

欧洲方面，德国 4月消费品价格仍有小幅上涨，降幅有所回落，而受 4月全球油价

冲击，PPI持续低迷，继续维持下滑趋势，降幅扩大 1.1 个百分点。意大利 4月 CPI 小

幅回落，西班牙与上月持平。 

此外，日本发布通胀率指示性数据，数据指示 4月 CPI 降幅将有所加大。 

表 2 各国通胀相关指标 

国家/地区 指标名称 前值 今值 差值 

美国 

4 月 CPI:季调:环比 -0.4 -0.8 -0.4 

4 月 CPI:同比(%) 1.5 0.3 -1.2 

4 月 CPI：环比（%） -0.9 -2 -1.1 

4 月核心 CPI:同比(%) 2.1 1.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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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核心 CPI：环比季调（%） -0.1 -0.4 -0.3 

4 月核心 PPI:环比:季调(%) 0.2 -0.4 -0.6 

4 月核心 PPI:同比:季调(%) 0.6 0.1 -0.5 

4 月 PPI:最终需求:环比:季调(%) -0.2 -1.3 -1.1 

4 月 PPI:最终需求:剔除食品和能源:环比:季调 0.2 -0.3 -0.5 

4 月 PPI:最终需求:剔除食品和能源:同比:季调 1.4 0.6 -0.8 

4 月 PPI:最终需求:同比:季调(%) 0.7 -1.2 -1.9 

德国 

4 月 CPI:环比(%) 0.1 0.1 0 

4 月 CPI:同比(%) 0.7 0.4 -0.3 

4 月 PPI：同比（%） -0.8 -1.9 -1.1 

4 月 PPI：环比（%） -0.8 -0.7 0.1 

意大利 
4 月 CPI:环比(%) 0.1 0.1 0 

4 月 CPI:同比(%) 0.1 0 -0.1 

西班牙 

4 月 CPI：同比（%） 0.7 0.7 0 

4 月 CPI：环比（%） 0.3 0.3 0 

4 月调和 CPI：同比（%） -0.6 -0.7 -0.1 

4 月调和 CPI：环比（%） 0.4 0.4 0 

哈萨克斯坦 4 月年化通胀率：（%） —— 6.4 —— 

乌克兰 4 月通胀率：（%） 2.3 2.1 -0.2 

日本 
4 月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同比（%） -0.4 -2.3 -1.9 

4 月企业商品价格指数：环比（%） -0.9 -1.5 -0.6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失业率：疫情爆发时间不同 各地失业率表现不一 

监测期内，法国、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欧元区相继发布四月和一季度失业/就业数

据，韩国疫情控制基本稳定，4 月失业率与上月持平，但当月就业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47.6万人，为 1999 年 2月以来最大降幅。受封锁防控措施影响，澳大利亚 4月份失业

率水平则进一步恶化。欧洲地区新冠疫情在一季度前两月爆发并不严重，欧元区就业人

数呈现下降。法国一季度失业水平有所改善，主要得益于本年度前两个月在经济改革提

振下就业改善较大。 

表 3 各国就业/失业率指标 

国家/地区 指标名称 前值 今值 差值 

韩国 
4 月失业率(%) 4.2 4.2 0.0 

4 月失业率:季调(%) 3.8 3.8 0.0 

澳大利亚 4 月失业率:季调(%) 5.2 6.2 1.0 

法国 第一季度 ILO 失业率：（%） 8.1 7.8 -0.3 

欧元区 
第一季度就业人数（季调）：同比（%） 1.1 0.3 -0.8 

第一季度就业人数（季调）：环比（%） 0.3 -0.2 -0.5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工业与贸易：严格管制下各国开工不足 外贸情况恶化 

本监测期内多国发布 3月、4 月工业及贸易数据，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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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爆发的 3月和 4 月间，全球多国社会经济出现停滞，国内停工停产，工业产出下滑，

外需动力不足，贸易情况恶化。意大利、欧元区、美国等地在疫情集中爆发后，工业产

出/销售出现两位数负增长，其中美国 4 月工业产出更是录得创纪录环比最大降幅。国

内生产无法保障，外需亦是疲软，贸易方面日本、意大利、欧盟等主要出口地区 3月贸

易顺差大幅减少，英国 3月贸易逆差大幅收窄。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和印度在 3月和

4 月疫情先后集中爆发后，贸易更是同比大幅下挫，印度进、出口额均出现腰斩，其中

出口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商品类别是宝石和珠宝（-98.74％），皮革（-93.28％），石油

产品（-66.22％）和工程产品（-64.76％），石油进口为 46.6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59.03％，是印度 4月进口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表 4 各国工业及贸易数据 

国家/地区 指标名称 前值 今值 差额 

日本 

经常项目（亿日元） 29,041.0 19,710.0 -9,331.0 

其中：货物贸易（亿日元） 6,963.0 1,031.0 -5,932.0 

服务贸易（亿日元） 3,208.0 720.0 -2,488.0 

海外投资收益（亿日元） 21,475.0 26,069.0 4,594.0 

经常性转移（亿日元） -2,606.0 -2,649.0 -43.0 

意大利 

3 月贸易顺差（亿欧元） 60.9 56.9 -4.0 

其中：对欧盟贸易顺差（亿欧元） 10.2 6.0 -4.1 

3 月调整后工业销售：同比（%） 0.9 -25.2 -26.1 

3 月调整后工业销售：环比（%） -2.1 -25.8 -23.7 

英国 

3 月季调后贸易逆差（亿英镑） -27.9 -66.8 -38.8 

3 月季调商品贸易逆差（亿英镑） -114.9 -125.1 -10.2 

3 月工业产出：同比（%） -2.8 -8.2 -5.4 

3 月制造业产出：同比（%） -3.9 -9.7 -5.8 

欧盟 3 月季调贸易顺差（亿欧元） 232.9 161.6 -71.3 

欧元区 

3 月季调贸易顺差（亿欧元） 258.0 234.8 -23.2 

3 月工业产出：同比（%） -1.9 -12.9 -11.0 

3 月工业产出：环比（%） -0.1 -11.3 -11.2 

俄罗斯 
3 月出口额：同比（%） —— -20.0 —— 

3 月进口额：同比（%） —— -3.2 —— 

印度 
4 月出口额：同比（%） —— -60.3 —— 

4 月进口额：同比（%） —— -58.7 —— 

美国 
4 月工业产出：环比（%） -5.4 -11.2 -5.8 

4 月制造业产出：环比（%） -6.3 -13.7 -7.4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财政及货币政策：多国政府继续加码政策力度 对冲疫情影响 

报告监测期内，多国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力度，缓解经济萎缩态势。其中，美国 4

月预算赤字高达 7,379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 4 月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161%至

9,797.1 亿美元，主要用于救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家庭，工业产出下降导致财政收入

同比减少 55%，降至 2,418.6 亿美元。 

韩国 3 月货币供应 M2 同比上升 8.4%，创 2015 年 10 月以来最大增速，环比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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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与前值持平；L 货币供应同比上涨 7.5%，前值上涨 8%，环比上升 1.0%，较前值

升 0.2%。日本 4月 M2货币供应年率同比上涨 3.7%，较前值（3.3%）涨幅略有扩大。 

巴基斯坦央行 5月 15日宣布下调基准利率 100个几点，至 8.0%。 

此外，监测期内，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层也释放出进一步加大经济刺激政策的

信号，其中英国央行 5月 16日宣布英国债务管理局（DMO）可以通过正常的回购操作向

市场提供债券；同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如果刺激措施不足，欧洲央行将采取

更多行动”。拉家德表示，欧洲央行为扩大资产购买计划做了充足准备，并将在必要时

调整其构成，任何新工具的采用取决于欧洲央行对价格稳定风险的评估，以及对这些工

具能否有效确保中期内通胀率向目标水平靠拢的判断。 

 IMF 收到多国经济救援申请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5月 16日表示，全球已经有 56 个国家收到紧急援助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研究各国债务水平，如果债务水平不可持续，希望尽早做出反应。 

IMF 表示，IMF 执行董事会已收到智利政府为期两年约 238 亿美元贷款援助请求，

IMF 总裁有意建议批准智利贷款请求。而在监测期内已批准为牙买加提供月 5.2 亿美元

紧急贷款，以帮助该国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点评】监测期，多国公布一季度及 4 月经济数据。新冠肺炎疫情自 3月开

始在全球蔓延，各国政府分别采取了不同严格程度的疫情防控措施和经济调控手

段，而同时在严格防控的管制下，社会经济活动停摆，各国经济也均遭受重创。

从数据可以看出： 

多国一季度经济走弱，GDP呈现负增长，且进入 3月降幅显著扩大。 

通胀领域，各国通胀水平明显落后预期，其中美国数据显示其经济已进入通

缩轨道，并有可能在中长期内延续。 

产出和就业方面，封锁防控带来社会经济活动暂停，工业产出下滑，服务业

停滞，导致国内需求大幅下降，同时外需面临疲软，贸易数据恶化，各国失业率

上升。 

政策层面，各国政府在 3月和 4月陆续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多国已采

取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市场货币投放持续增加，同时扩大财政赤字,支持企业

和家庭需求。政策加码短期可有效对冲疫情冲击，支撑市场需求，但货币市场供

给持续加大，中长期内仍需警惕通胀风险，而财政赤字的上升和各国政府债务的

急速攀升，对于短期内难以恢复的经济增速和全球贸易的疲弱态势可能无法支撑

其过高的债务水平，一旦全球利率反弹，赤字率过高的国家将出现陷入债务兑付

危机的风险。 

面对疫情以及防控带来的经济衰退，多国已“迫不及待”纷纷制定“解封”

时间表，制定经济重启计划。管制的放松，短期可使经济部分恢复，但国际流行

病学专家多次提醒,提早放松疫情防控将有可能导致全球疫情的反弹，当疫情出

现第二波爆发时，经济衰退程度将更加严重。 

大宗商品 

 全球三大国际能源机构相继发布月度报告 2020 年全球需求预期锐减 

美国能源情报署(EIA)5 月 12 日发布了短期能源展望月度报告。报告预计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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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原油总消费量为 9,259 万桶/日，此前预期为 9,552 万桶/日。预计 2021 年全球原

油总消费量为 9,953 万桶/日，此前预期为 10,193万桶/日。报告预计 2021年美国天然

气消费量为 791.7 亿立方英尺/日，此前预期为 812.4 亿立方英尺/日。预计 2020 年美

国天然气消费量为 816.9亿立方英尺/日，此前预期为 837.9 亿立方英尺/日。预计 2021

年美国天然气（干气）产量为 848.9 亿立方英尺/日，此前预期为 874.8亿立方英尺/日。

预计 2020年美国天然气（干气）产量为 898.4 亿立方英尺/日，此前预期为 917 亿立方

英尺/日。预计 2021 年天然气价格为 3 美元/千立方英尺，此前预期为 3.09 美元/千立

方英尺。 

IEA发布 4月月报：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将减少 860万桶/日，创历史最大降幅；在历

史性减产下，预计全球油市将有所改善，到年底美国将成为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的最大贡

献者，较上年同期减少 280 万桶/日；今年 5 月，全球石油日产量将下降 1,200 万桶，

至 8,800万桶的 9年低点。 

5 月 13 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官网也公布了最新一期月报，月报中

称：全球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石油需求冲击，预计 2020 年第二季度主要中心地区的需求

将出现最严重收缩。该组织在报告中再次下调对年内全球原油需求的预期，同时大幅下

调供应预期。 

OPEC在月报中将二季度原油需求预期下调 300万桶/日，至 8130万桶/日。OPEC 预

计 2020 年全球原油需求为 9070万桶/日，自前值 9282 万桶/日下调 212万桶/日；预计

2020年间全球原油需求可能减少 907万桶/日，此前预计为减少 685 万桶/日。预计 2020

年间全球对欧佩克原油的需求预期为 2430 万桶/日（前值为 2450 万桶/日），较 2019

年水平低 560万桶/日。 

OPEC 在月报中预计非欧佩克 2020 年原油供应增速预期为-350 万桶/日，此前预期

为-150 万桶/日，预计非欧佩克总体石油产量水平将为 6,150 万桶/日。截至目前为止，

美国生产商已经在第二季度减产了至少 150 万桶/天。受旨在重新平衡市场的自愿减产

影响，2020年美国原油产量将减少 140 万桶/日，欧佩克+以外的所有产油国截至目前已

宣布将减产 360万桶/日。 

OPEC月报显示，OPEC4 月原油供应增加 180 万桶/日，至 3,040 万桶/日；一篮子参

考油价环比下跌 16.3 美元，跌幅达 48%，至 17.7美元/桶，为 2001 年 12月以来最低水

平。 

 产油盟国为稳定全球油价决定增加额外减产 

为稳定原油市场，以沙特为首的中东多个产油盟国纷纷宣布新一轮额外减产计划。

沙特能源部 6月将在现有减产协议的基础上，额外每日减产 100 万桶；在沙特率先减产

后，阿联酋方面宣布 6 月将每天额外减产 10 万桶；科威特也将在 6 月每日自愿额外减

产 8 万桶。 

【点评】全球疫情导致 2020年原油需求端大幅缩水已成定局，OPEC+减产协

议自 5月 1日起执行，减产积极结果已开始显现，WTI原油 6月合约周涨 19.9%，

7 月合约周涨 13.8%，连涨三周，布油周涨已达 5.17%，全球油价至暗时刻已经

过去，供求再平衡进度将在未来几个季度中加快。OPEC 成员国已为控制供给做

出积极努力，下半年全球原油市场有望在供给端的推动下得以反弹。同时，一季

度原油上游供给增大催涨了原油海上浮舱价格，油轮市场的需求上涨部分抵消了

产油盟国因减产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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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议 

 G20 举行第二次贸易部长特别会议，讨论应对新冠疫情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二十国集团（G20）贸易和投资部长 14 日召开视频会议，承诺致力于协调合作减轻

新冠疫情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G20成员及嘉宾国贸易和投资部长，重申 G20 各国决心

协调合作以减轻新冠肺炎蔓延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并致力于为基于强劲、可持续、平

衡和包容性增长的全球经济复苏奠定坚实基础。 

此次 G20会议特别批准了《G20 应对新冠肺炎、支持全球贸易投资集体行动》（以

下简称“文件”），涵盖贸易规制、贸易便利化、透明度、物流网络、中小微企业、多

边贸易体制、全球供应链、国际投资等 8 个领域，共 38 条具体行动。文件中指出短期

应对措施旨在减轻新冠肺炎的影响，长期行动包括支持世贸组织必要改革和多边贸易体

制，构建有韧性的全球价值链，以及加强国际投资。 

G20 集团欢迎国际组织开展的共同工作，全面深入分析新冠肺炎对世界贸易、投资

和全球供应链影响，将继续与国际组织合作，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促进必需的商品和服务

的投资和流动。同时还将继续密切监测形势，评估新冠肺炎对贸易的影响，并在必要时

再次召开会议。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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