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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偏空震荡 

 

主要结论： 

本周国债收益率曲线以小幅波动为主，其中 10 年

期、2 年期收益率下降，5 年期收益率上升，呈小型蝶

式，但没有充裕的套利操作空间。国债期货高位偏空震

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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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地方债发行放量引供给担忧，且通

胀指标从低位逐步攀升对债市有一定的压力。因此国债

期货多空因素皆有，后市以震荡走势消化这些因素为主

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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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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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1812合约 99.4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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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8 月 20 日至 24 日），国债期货弱势震荡反弹走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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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市情绪反弹无力。周五央行意外开展 MLF，部分投资者获利了结离场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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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45 -0.06% 0.24% 39849 51682 -1202 1822 

TF1812 97.65 0.04% 0.10% 7444 15161 584 1336 

TS1812 99.31 0.04% 0.15% 5712 3359 -121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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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波动为主，呈蝶式变化。本周国债收益率

曲线整体波动 2-5BP；中期：银行间国债 YTM 曲线 5 年期收益率 3.4066%，较上

日-0.23BP，较上周+2.15BP；长端：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3.6278%，较上日+1.77BP，

较上周-2.46BP；短端：2 年期国债收益率 3.0548%，较上日-2.69BP，较上周-1.14BP。

整体来看长端、短端收益率小幅下行，中端收益率小幅上行，呈蝶式变化。 

图表 2：中债国债收益率 

期限 利率(%) 日涨跌(bp) 周涨跌(bp) 

3M 2.1728 -0.31 +5.69 

1Y 2.8376 -4.15 -4.57 

2Y 3.0548 -2.69 -1.14 

3Y 3.2934 +1.89 +1.03 

5Y 3.4066 -0.23 +2.15 

7Y 3.5722 -0.29 -0.26 

10Y 3.6278 +1.77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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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8.6693  0.1965  0.0253  0.40% 0.1346  

TF1809 16 附息国债 14 97.4666  0.0961  0.1060  1.73% 0.0657  

TS1809 18附息国债02 100.7804  0.3681  -0.1437  -2.20% 0.3067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行业要闻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8 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行陆续主动调整

了“逆周期系数”，以适度对冲贬值方向的顺周期情绪；截至发稿时，绝大多数

中间价报价行已经对“逆周期系数”进行了调整，预计未来“逆周期因子”会

对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央行：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加强货

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8 月 24 日开展

1490 亿元 1 年期 MLF 操作，中标利率 3.3%与上次持平。 

美联储布拉德：主席鲍威尔将对其言论十分小心；市场对 9 月加息的预期

非常高；认为我们现在处于或非常接近中性水平；目前通胀率低迷，但如有必

要美联储可以迅速行动；市场怀疑美联储将在未来 5-10 年触及通胀目标；目前

没有理由挑战收益率曲线；对于收益率曲线，我们无需先发制人；美联储已经

将自己的计划清楚地传递给全世界；企业对贸易关税方面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 

银保监会 23 日发布通知称，为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取消中资银行

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

则，决定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废止《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

理办法》，对三部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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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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8 月 21 日），国开行 1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3.2473%，全场倍数

2.79；3 年期中标收益率 3.8257%，全场倍数 2.17；5 年期中标收益率

4.0268%，全场倍数 2.33。 

 周三（8 月 22 日），中国铁路总公司 5 年期固息债中标利率 4.15%，10 年

期固息债中标利率 4.53%，落在投标区间上限，投标倍数也仅逾 1.1 倍，

显示需求不佳。 

 周四（8 月 23 日），国开行 7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4.2453%，全场倍数

3.91；10 年期中标收益率 4.1918%，全场倍数 5.72，该期债券首次采用弹

性招标方式，最终发行规模区间上限 120 亿元。 

 周五（8 月 24 日），国开行深交所 1 年期固息债中标利率 3.0%，投标倍数

2.89；3 年期固息债中标利率 3.6%，投标倍数 3.05。财政部 91 天期贴现国

债中标利率 2.1307%，边际利率 2.1696%，全场倍数 2.71。 

（二）资金面 

周五央行开展 1490 亿元 1 年期 MLF 操作，中标利率 3.3%与上次持平，无

逆回购操作。24 日有 900 亿元逆回购到期。本周公开市场全口径净投放 1890 亿

元。资金面整体宽松。 

    货币市场利率方面，周五 7 天回购定盘利率 2.50%，较上日-12BP，较上周

-15BP；SHIBOR7 天报 2.6120%，较上日-3.70BP，较上周-3.80BP；银行间 7 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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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2.5739%，较上日-0.43BP，较上周-13BP。资金利率处于

较为均衡水平。 

图表 4：货币市场利率 

期限 利率(%) 日涨跌(bp) 周涨跌(bp) 

FR001 2.4000 -6.00 -19.00 

FR007 2.5000 -12.00 -15.00 

FR014 2.8000 -15.00 +19.00 

Shibor O/N  2.3920 -6.20 -18.80 

Shibor 1W 2.6120 -3.70 -3.80 

Shibor 2W 2.7480 -0.70 +14.30 

r007(日加权) 2.5739 -0.43 -13.00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综合分析 

在暂停了一段时间公开市场逆回购之后，央行本周开始逆回购操作，并在

周五开展了 MLF 操作，增加了市场资金供给。 

本周国债收益率曲线以小幅波动为主，其中 10 年期、2 年期收益率下降，5

年期收益率上升，呈小型蝶式，但没有充裕的套利操作空间。国债期货高位偏

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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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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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地方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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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引供给担忧，且通胀指标从低位逐步攀升对债市有一定的压力。因此内部

环境来看国债期货多空因素皆有，以震荡走势消化这些因素为主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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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1812 合约 99.4 止损。 

图表 5：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  图表 6：10 年-5 年期国债利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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