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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原油期货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原油期

货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原油期货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原油期货行业的现状、中国原油

期货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原油期货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原油期货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原油期货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原油期货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原油期货简称为OilFut，是最重要的石油期货，OilFut是&ldquo;Oil Futures&rdquo;的缩写，

世界上重要的原油期货合约有4个：

     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的轻质低硫原油即&ldquo;西德克萨斯中质油&rdquo;期货合约

；

     迪拜商品交易所的高硫原油期货合约；

     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

     新加坡交易所（SGX）的迪拜酸性原油期货合约。

     2018年3月26日，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上市交易。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原油期货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0

年我国原油产量累计值达19492万吨，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1.6%。                                        指标

  2020年12月   2020年11月   2020年10月   2020年9月   2020年8月   2020年7月     原油产量当期值(万

吨)   1626.8   1596.5   1641.2   1609.6   1665.1   1646.3     原油产量累计值(万吨)   19492   17862.6  

16266.1   14624.9   13015.4   11350.2     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9   1.2   1.4   2.4   2.3   0.6  原油产量累

计增长(%)1.61.61.71.7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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