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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上海 INE 原油期货即将上市之际，华泰期货之前对于合约规则和主要亮点进行的详

细的介绍。“保税交割”可以说是上海 INE 原油期货合约规则设计的一大亮点。通过“保

税交割”的方式减少了对参与主体的诸多限制，拓宽了潜在的参与主体，同时保税库自

身可以作为链接国内国外的桥梁，有利于推动上海 INE 原油期货的国际化程度，加强国

内原油期货同国际石油大宗商品市场的联动。 

目前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对于交割库设置地点已经公布，大连、青岛、日照、舟

山、上海以及湛江被选为交割库的设置地点。总体来交割库的选址覆盖了辽东半岛、胶

东半岛、长三角以及华南地区的主要进口原油港口，整体选址充分考虑交通中转便利性，

毗邻大型炼厂，贴合现有原油集散地并且南北兼顾能够满足未来国内原油期货上市之后

各方参与者的交割需求。我们了解到中油燃料油公司已与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签订协

议，初步确定了旗下湛江燃料油保税库作为华南地区的第一批指定交割库，首批启用库

容 40 万立方米，备用库容 30 万立方米，其整体原油总库容为 120 万立方米。 

此次我们通过前期准备和实地走访的形式，对湛江原油期货交割库进行了调研。接

下来我们将从湛江港的整体情况、交割库仓储、附近管道设施以及周边主要炼厂四个方

面，为您呈现湛江原油期货交割库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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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港概述 

湛江港是我国华南地区的重要深水港口，沿海 25 个主要港口之一，是中国西南沿海港口群

的主体港。其作为我国南方能源、原材料大宗散货的主要流通中心具有重要地位。目前湛

江港拥有 30 万吨级航道，是华南地区通航和接卸条件最好的港口，主要运营原油、铁矿石、

煤炭以及集装箱的接卸和转运。原油部分的业务划归在港口液体化工业务板块之下，由湛

江港石化码头有限公司具体运营。湛江港石化运营公司拥有：自动化装卸、储运设备及生

产信息化管理和自动化控制平台。船天装卸效率最高达 20 万吨/天，管道输转周转效率达

300 万吨/天，并可提供原油加保温服务，确保重质原油较快装卸输转，可同时装卸原油、

轻柴油、汽油、燃料油、苯类、醇类、甲基叔丁基醚等多种油品和化工溶剂，拥有汽、柴

油及甲、乙醇，液氨等成品油、化工品铁路分销疏运系统。湛江港石化运营公司装卸速度

较快，效率同国内其他港口相比效率较高，船舶滞港现象相对较少。 

 

图表 1 湛江港主要港区一览表 

湛江港主要港区一览图 

湾内港区 重点项目 湾外港区 重点项目 

霞山港区 原油、成品油码头 徐闻港区 对接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陆岛运输 

调顺岛港区  廉江港区  

霞海港区  雷州港区 
港口+工业园区（乌石临港工业

园）+政府 

宝满港区 散货码头和集装箱码头 吴川港区  

坡头港区和南三岛港区  遂溪港区 湛江电厂、晨鸣三期工程 

东海岛港区 
东海岛公共码头、宝钢钢铁基地、

中科炼化一体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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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港目前拥有 12 个港区，其中包括湾内港区 7 个和 5 个湾外港区；14 个原油和成品油泊

位，全部位于霞山港区，年通过能力 4198 万吨，其中包含两个可以接卸 VLCC 的大型陆岸

式 30 万吨级油品码头，其所有码头均可进行内外贸易船舶接卸，是华南沿海地区最大的公

共油品码头，年吞吐能力超过 3000 万吨。湛江港油品业务在西南沿海市场份额较高，2012

年完成原油吞吐量 1854 万吨，2013 年，受茂名石化扩产拉动，原油吞吐量同比增长 9.29%，

达到 2028 万吨，2014 年，由于国际油价下滑，下游炼厂需求减少，原油吞吐量同比减少

2.56%，为 1976 万吨，在此之后油价逐步回升以及受到国家二期原油储备库减少的因素的

影响，湛江港原油吞吐量逐年走高，以接近 3000 万吨的设计能力。于此同时，东海岛中科

炼化项目动工也在不断加强湛江港的原油吞吐能力。东海岛中科炼化项目码头工程：顺岸

码头 7 个泊位，包括 4 个液体化工泊位、1 个煤炭泊位、1 个重件泊位、1 个工作船泊位和

1 个临时重件上岸设施；离岸码头包括 1 个 30 万吨级原油泊位及相应设施，项目整体建成

后，湛江港或将拥有 4 个 30 万吨级原油泊位，大大提高湛江港的油品吞吐能力。 

湛江港仓储能力 

湛江港的主要油品仓储靠近霞山油品码头，主要由湛江港港区油品库、中油燃料油库、中

石化商储油库以及建设中的中航油油库组成。 

图表 2：湛江港仓储能力示意图                                                     

 
数据来源：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中石油湛江燃料油库是我们此次调研的重点，也是 INE 原油上市之后华南地区首批唯一交

割库。该油库靠近霞山油品码头，建成时间较长，2004 年 5 月投产。目前由中石油燃料油

湛江仓储分公司运营，主要从事马瑞油仓储，储存原油主要终于中转仓储，不用于周边炼

厂，大部分通过换内贸小船，水运中转到外地。我们走访了解到，中油燃料油湛江库中的

交割库报备 70 万立方米保税库容，预计原油期货上市后，按照能够满足一艘 VLCC 装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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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首批启动交割库容 40 万立方米，由指定的 4 个 10 万立方外浮顶原油保税储罐组成，

分油种装罐。中油燃料油整体原油库存 120 万立方米，原油仓储费由交易所和交割库规定

为 0.2 元桶/日。 

图表 3：现货与期货仓储对比 

 现货仓储 期货仓储  

仓储形式 整罐租赁（一个罐对于一个货主） 按量租赁（一个罐内有不同货主） 

油罐指定 由货主和库区协商确定 由交易所和交割库协商确定（专罐专用） 

混罐 比本不混装，个别货主可能混放 明确不能混罐 

仓储费 
低（0.8 元立方米/日，0.12 元桶/

日） 
高（0.2 元桶/日） 

罐底油 量小混合后可忽略 库区要保证通过质检 

溢短 无溢短处理 ±2%左右 

货损 不高于 3‰ 不高于 2.4‰（入库、出库、自然损耗） 

 

此外我们还就之前市场关注度较高的是否可以通过交割库现备案的方式生成仓单，来规避

期货仓储费交割的问题，同燃料油库区领导经行了交流。目前来看， 这种方法仅仅理论上

可行，但实际可操作性较低，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首先，交割库中分保税罐与完税罐，

而保税罐中有分成可供期货交割的期货专用罐和非期货罐，保税罐是由海关指定罐号，而

期货交割罐我们实地了解也是由交易所和交割库商议指定罐号的，专罐专用，不能和现货

混罐；其次现货备案方式依然要满足原产地直达以及不能混罐等上海 INE 原油期货合约规

定的要求，只不过一开始进入的是现货罐而非期货罐，所以如想通过现货备案的方式生成

仓单，则意味着要和库区租赁非期货的保税罐，前提是库区除自用之外还有剩余的保税库

容；第三，期货与现货之间的倒灌操作以及相关成本问题目前仍有待明确，并且更具我们

同库区交流，湛江交割库此前也并没有进行过类似操作。所以综合以上三点来看，国内原

油期货仓储费较高的问题目前来看还是较难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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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表 2 中的湛江地区仓储能力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湛江港地区除中油燃料油之外还

有中石化湛江商储库。该库总体库容 215 万立方米，一期库容 80 万立方米，二期 2014 年

新建 12 座 10 万立方米储罐和 3 座 5 万立方米储罐，总计二期工程 135 万立方米，二期工

程目前基本万桶，主要储备阿曼原油，以及沙特轻质和沙特重质以及杰拉索等底凝点原油，

目前有中石化运营。除此之外，还有港区自有储库，该区现有储罐 52 座，总库容为 67.8

万立方米，其中成品油及化工品 30.8 万立方米；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中航油 92 万立方米的仓

储库。 

整体来看湛江港仓储能力依托湛江港 30 万吨及油品码头，仓储能力近年来显著提升，成品

油原油化工品一体化仓储设施完备。 

 

湛江港配套输油管道 

湛江港外运原油主要以管道为主，周边配套管道丰富，包括原油和成品油管线系统，主要

有湛茂线、湛北线、湛廉原油管线，以及链接中科炼化与廉江的湛廉成品油管道，总体来

看，联通湛江港与周边地区的中石化炼厂。除管道运输外，码头和库区还可借助上午我们

论述过的多种储油设施，满足火车和汽车分销输运需求，，港区铁路可与湛广、粤海等铁路

直接相连，十分便捷地进入铁路运输网。 

图表 4：湛江港周边管道示意图                                                     

 
数据来源：华东管道设计研究院  华泰期货研究院 

湛茂原油管道是 1980 年 10 月正式投产，湛江是首站，经过廉江，终点是茂名石化公司炼

油厂区，全场 115 公里，运力 800 万吨/年，主要满足茂名石化炼厂的原油需求，湛北-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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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管道，于 2011 年 10 月投产，全程 198 公里，运力 1000 万吨/年，主要满足北海炼化

的炼油需求；成品油管道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运往珠三角成品油管道，全长 1135 公里，

运力 1200 万吨/年，另外一个方向是运往大西南昆明方向的成品油管道，全场 1740 公里，

运力 1000 万吨/年。今年来随着中科炼厂建设的推荐，2015 年投产了一条新的湛廉成品油

输油管道，由中科炼厂至廉江注入站，全长 162 公里，运力 600 吨/年，主要输送 92 号和

95 号汽油以及车用柴油和普通柴油，为较少混油，管道采用较为先进的顺序输油的方式，

按照普通柴油-车用柴油-92#汽油-95#汽油-92#汽油-车用柴油-普通柴油的顺序进行输油。 

总体上湛江港周边输油管道配套设施完善，兼有成品油和原油管道，主要由中石化负责运

营，满足区域内中石化炼厂的炼化需求。 

 

湛江港周边服务炼厂 

湛江港区域内主要以中石化炼厂为主，其中体量最大的是茂名石化。为帮助大家对于湛江

港交割库周边情况的整体把握，我们一下对湛江港辐射的主营炼厂做一简单梳理。 

茂名石化目前来看是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炼油化工一体化企业，炼油配套加工能力 2550 万

吨/年，乙烯生产能力 110 万吨/年。1955 年 5 月成立炼油厂，开始以加工油页岩为主，1963

年开始加工天然原油。拥有常减压、催化裂化、渣油加氢、煤制氢等 57 套炼油生产装置，

是国内最完善的燃料—润滑油—化工型炼油厂。2012 年底至 2014 年初，茂名炼化升级改造

工程陆续完工，并建成投用了国内最大的煤制氢装置，拓展石油化工与煤化工相结合的业

务。除从湛江港接卸原油后通过管道运输到炼厂之外，茂名石化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炼化能

力，也修建由自营码头，主要负责原油、汽油、煤油、柴油、重油、石脑油、液体化工产

品及杂货的装卸、储输、中转等生产任务。现有两座码头共 5 个泊位，同时配备 30 万吨级

海上单点系泊原油接卸系统，初步满足茂名石化的炼化用油需求。 

北海炼化是湛江港出发的原油管道的两外一个目的地，建于 1989 年，位于广西北海市铁山

港临海工业区，配套有 320 万方原油商业储库，原油加工能力 500 万吨/年，聚丙烯生产能

力 20 万吨/年，主要产品主要产品包括：成品油、石油焦、硫磺、聚丙烯、苯、液化石油

气、石脑油等，是广西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另外位于湛江市附近的东兴石化是距离湛

江港最近的大型石化企业，建于 1993 年，2002 年成为中石化直属管理企业，原油加工能力

500 万吨/年。 

整体湛江港覆盖区域内，今年来新投产建设规模最大的项目当属中科炼化项目，该项目 2016

年 12 月 20 日，开工建设，位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新区，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与科威特国家石油有限公司，按股比 50：50 合资建设。一期（近期）设计炼油生产

能力 1000 万吨/年、乙烯生产能力 80 万吨/年；二期（远期）能力扩大一倍，设计炼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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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 1500 万吨/年、乙烯生产能力 100 万吨/年输出的有成品油（汽油，柴油，航煤），

LPG，液体化工品（苯，甲苯，二乙二醇，EO，EG 等），固体化工品（聚乙烯，聚丙烯，

硫磺等） 。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湛江港交割库覆盖区域内主要是中石化炼厂，如果考虑

到内贸原油成本较高的因素，湛江港交割库原油期货如果未来涉及到出库，区域内只有中

石化炼厂在保证一点经济性前提下，拥有消化仓单的能力。 

 

以上，我们通过湛江港概述、港区仓储能力、周边配套输油管道以及区域内覆盖炼厂四个

方面，实地调研了湛江中油燃料油交割库，梳理的周边的炼化及配套设施的整体情况，希

望能帮助广大投资者对于未来 INE 原油期货上市之后湛江的期货交割库提前有一个较为全

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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