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雯 

电话：010-84555131 

邮箱： xuwen@guoyuanqh.com  

期货从业资格号：F3023704 

投资咨询号: Z0012103  

 

 

 

 

 

 

相关报告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 46 号天恒大厦 B 座 21 层 电话：010-84555128   请务必参阅报告正文后的重要声明 

 

国元期货研究咨询部 

国债期货策略周报 

 

2018.8.20 

 

国债期货研究员 
 

国债期货偏空震荡下行 

 

主要结论： 

由于央行暂停了一段时间公开市场逆回购，本周资

金利率上行的非常快，且幅度很大，带动短端收益率上

行幅度较大，而中长短债券受到加大地方债发行的压

力，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向上平移。国债期货高位偏空

震荡。外部环境来看，美联储 18 年继续加息缩表，全

球债券市场均有一定压力。 

国债期货在前期高点附近有一定的压力。基本面回

暖通胀预期抬升，加之财政政策刺激加码债市情绪受

压。后市重点关注汇率变化、短期资金面变化及央行操

作，以偏空震荡思路操作，建议投资者逢高做空，T1812

合约空单 96.265止损，TF1812合约空单 98.78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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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8 月 13 日至 17 日），国债期货偏空震荡连续下跌。一级市场招标结

果欠佳，地方债发行放量引供给担忧，以及流动性边际收紧等因素共振，打压

债市情绪。 

图表 1：期货行情走势 

主力合约 收盘价 日涨跌（%） 周涨跌（%） 成交量 持仓量 日增仓 周增仓 

T1812 94.485 -0.23% -0.89% 50628 49860 1553 14437 

TF1812 97.62 -0.07% -0.36% 10225 13825 -353 2295 

TS1812 99.16 -0.20% -0.20% 8559 2973 2973 2973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利率债收益率曲线整体上行为主，受资金面影响短端收益率上行，受

地方债发行消息影响长端上行，长端上行幅度不及短端。本周国债收益率曲线

长端上行 8-10BP；中期：银行间国债 YTM 曲线五年期收益率 3.3851%，较上日

+3.86BP，较上周+9.75BP；长端：10 年期收益率 3.6524%，较上日+3.83BP，较

上周+9.99BP。 

图表 2：中债国债收益率 

期限 利率(%) 日涨跌(bp) 周涨跌(bp) 

3M 2.1159 +5.59 +15.05 

1Y 2.8833 +4.25 +15.81 

2Y 3.0662 +6.06 +18.79 

3Y 3.2831 +5.34 +16.41 

5Y 3.3851 +3.86 +9.75 

7Y 3.5748 +1.41 +5.82 

10Y 3.6524 +3.83 +9.99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3：国债期货 CTD 券（中证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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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合约 CTD 券 净价（中证估值） 基差 期限价差 IRR（%） 净基差 

T1809 17附息国债18 98.9412  0.0399  0.2552  3.18% -0.0352  

TF1809 16 附息国债 14 97.5906  0.2350  0.0236  0.29% 0.2073  

TS1809 16附息国债02 98.3759  0.1480  0.0599  0.73% 0.1583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行业要闻 

近万亿地方专项债发行提速，业内人士表示，加快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主要用于交通、电信、教育、卫生医疗等民生领域，目的在于稳投资、扩内需、

补短板。预计地方专项债的加快发行对保障在建项目效果下半年会显现。需要

强调的是，在推进专项债券发行中，应着力加强风险管理，避免新增隐性债务

出现。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通知》，

要求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满足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等。 

央行：央行主管金融时报刊文称，市场化债转股的落地实施最终仍需由市

场来完成。要坚决禁止地方政府干预甚至变相鼓励逃废银行债务等行为，以避

免重蹈上一轮政策性债转股的覆辙。否则，非但不能化解企业不良债务风险，

无法完成去杠杆任务，还会给信用体系带来更大的风险。 

8 月 23 日(周四)是中美贸易战第二批关税的落地时间。美方近日表示，将从

8 月 23 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16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的关税。这次加征关税

的商品包括钢铁、铝材、工业机械、摩托车零件、制造半导体的设备及其零件

等。在 8 月 23 日第二轮关税措施落地、中美贸易战升级的背景下，8 月 16 日，

商务部发布消息称，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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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于 8 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

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 

二、基本面分析 

（一）市场发行 

    本周一级市场需求下滑，招标结果不佳。 

 周一（8 月 13 日），农发行 3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3.7124%，全场倍数

2.36；5 年期中标收益率 3.9207%，全场倍数 2.67。 

 周二（8 月 14 日），国开行 1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3.0542%，全场倍数

3.28；3 年期中标收益率 3.6863%，全场倍数 2.93；5 年期中标收益率

3.9081%，全场倍数 2.8；7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4.2019%，全场倍数 2.87；

10 年期中标收益率 4.1460%，全场倍数 2.61。 

 周三（8 月 15 日），财政部 1 年期国债中标利率 2.79%，边际利率 2.86%，

全场倍数 1.84；10 年期国债中标利率 3.54%，边际利率 3.57%，全场倍数

1.97。 

 周四（8 月 16 日），农发行 1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2.9811%，全场倍数

5.92；7 年期中标收益率 4.1944%，全场倍数 3.04；10 年期中标收益率

4.3057%，全场倍数 3.65。 

 周五（8 月 17 日），财政部上午招标的 91 天期贴现国债中标利率 2.0885%，

全场倍数 2.46；30 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 4.2232%，明显高于中债估值

4.0750%，全场倍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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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面 

央行周五进行 900 亿元 7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净投放 900

亿元。本周公开市场全口径累计净投放 1765 亿元，央行公开市场下周将有 1300

亿元逆回购到期。资金面整体宽松，但边际收敛。 

    货币市场利率方面，周五 7 天回购定盘利率 2.65%，较上日+5BP，较上周

+36BP；SHIBOR7 天报 2.65%，较上日+1.30BP，较上周+22.40BP；银行间 7 天

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2.7039%，较上日+16.10BP，较上周+43.26BP。 

图表 4：货币市场利率 

期限 利率(%) 日涨跌(bp) 周涨跌(bp) 

FR001 2.5900 +8.00 +76.00 

FR007 2.6500 +5.00 +36.00 

FR014 2.6100 +6.00 +31.00 

Shibor O/N  2.5800 +6.90 +75.40 

Shibor 1W 2.6500 +1.30 +22.40 

Shibor 2W 2.6050 +4.50 +13.90 

r007(日加权) 2.7039 +16.10 +43.26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货币信贷 

货币增速处于偏低水平成为常态，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向 M2 增速靠近。7 月

M2 余额 177.62 万亿元，同比增 8.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187.45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0.2%；人民币贷款余额 130.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社融增速低于预期，

但由于贷款增速提升，带动社融小幅反弹。 

7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77.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增速比上月末

高 0.5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4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53.66 万亿

元，同比增长 5.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1.5 个和 10.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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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中货币（M0）余额 6.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

同期低 0.3 个和 2.5 个百分点。当月净回笼现金 59 亿元。货币增速放缓的趋势继

续，市场预期整体放缓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主要是监管趋严背景下货币创

造本身在减速。M1 增速显著低于 M2，反映实体经济体面临的资金状况仍然偏

紧。 

图表 5：货币供应  图表 6：社会融资规模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社融增速回升，但低于市场预期，央行从 6 月末开始实行了一系列宽货币、

宽信用导向的促进信贷措施，但由于传导机制存在时滞，目前来看尚不理想，

长期看未来不悲观。7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187.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129.0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对

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 2.52 万亿元，同比下降 2%；委托贷

款余额为 13.07 万亿元，同比下降 5.4%；信托贷款余额为 8.23 万亿元，同比增

长 6.8%；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 3.89 万亿元，同比下降 8.7%；企业债券

余额为 19.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 6.92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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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10.5%。贷款增速较为强，除贷款以外的其它融资增速都偏弱。 

图表 7：M2、社会融资剪刀差  图表 8：贷款余额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7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30.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增速比上月末高 0.5

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45 万亿元，同比多增 6278

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6344 亿元，企业部门贷款增加 6501 亿元企

业中长期贷款小幅增加，非银贷款增加 1582 亿元。 

7 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 17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增速比上月末高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9 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03 万亿元，同比

多增 2127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 2932 亿元，企业存款减少 6188 亿元，财

政性存款增加 9345 亿元，非银存款增加 8609 亿元。 

整体上看，7 月金融数据并未明显好转。从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看，

货币政策基调表述已由“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保持中性”，态度有所软化。央行在资管新规落地之后，去杠杆的节奏有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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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期改善实体经济中紧信用的状态。我们认为略高于名义 GDP 增速的信贷、

社融增速比较符合当前的政策形势，目前的名义 GDP 增速在 9.8%左右。 

三、综合分析 

由于央行暂停了一段时间公开市场逆回购，本周资金利率上行的非常快，

且幅度很大，带动短端收益率上行幅度较大，而中长短债券受到加大地方债发

行的压力，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向上平移。国债期货高位偏空震荡。  

下半年利率债投资的关注点从货币是否放松转向信用收缩能否改善。基本

面来看，经济中短期压力较大，经济基本面利好债市利率定位。通胀方面中国

18 年 7 月 CPI 同比涨 2.1%，通胀指标从低位逐步攀升对债市有一定的压力。2018

年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7%，符合市场预期。从货币政策上来看，货币政策方

向偏紧，长期还是以防范金融风险、去杠杆为主基调。资金面，总体稳健中性，

“削峰填谷”将是今年的主要操作，资金面趋于偏松的概率较大。外部环境来

看，美联储 18 年继续加息缩表，全球债券市场均有一定压力。 

四、技术分析及建议 

    国债期货在前期高点附近有一定的压力。基本面回暖通胀预期抬升，加之

财政政策刺激加码债市情绪受压。后市重点关注汇率变化、短期资金面变化及

央行操作，以偏空震荡思路操作，建议投资者逢高做空，T1812 合约空单 96.265

止损，TF1812 合约空单 98.78 止损。注意由于交割制度调整 1809 合约要及早换

月。 

图表 9：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  图表 10：10 年-5 年期国债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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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联系我们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88-218  网址：www.guoyuan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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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中心 4 楼 

邮编：230001 

电话：0551-63626903 传真：0551-63626903 

深圳营业部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二路 48 号二楼 

邮编：518028    电话：0755-36934588 

龙岩营业部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莲岳路 1号磐基商务楼 2501 单元 

邮编：361012     传真：0592-5312958 

唐山营业部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北新西道 24 号中环商务 20 层

2003-2005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