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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研究员 
 

国债期货震荡反弹 

 

主要结论： 

央行连续十日暂停公开市场操作，资金面整体偏宽

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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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市以偏空震荡思路操作，建议投资

者逢高做空，T1812合约空单 95.225止损，TF1812合

约空单 98.130止损，TS1812合约 99.550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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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10 月 8 日至 12 日），国债期货震荡反弹走势。一级市场招标结果尚

可，资金面整体宽松，猪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升温，债市承压。10 月份应重点

关注通胀、中美息差及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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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2 -0.04% 0.33% 27104 56367 727 1960 

TF1812 98.05 -0.01% 0.27% 4318 17904 107 -1103 

TS1812 99.525 0.02% 0.14% 955 3065 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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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为主，短端下行幅度较大。本周国债

收益率曲线整体下行 3-10BP；短端：银行间国债YTM曲线 2年期收益率 3.0379%，

较上日-3.32BP，较上周-10.23BP；中期：5 年期国债收益率 3.3964%，较上日

-1.13BP，较上周-6.01BP；长端：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3.5831%，较上日+0.25BP，

较上周-2.72BP。整体来看由于降准，短端受到资金利率下行的影响下行幅度较

大，而由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不大长端受到的影响较小。 

图表 2：中债国债收益率 

期限 利率(%) 日涨跌(bp) 周涨跌(bp) 

3M 1.9269 +6.07 -29.66 

1Y 2.8904 +0.02 -7.53 

2Y 3.0379 -3.32 -10.23 

3Y 3.2081 +1.05 -7.27 

5Y 3.3964 -1.13 -6.01 

7Y 3.5876 +0.76 -3.25 

10Y 3.5831 +0.25 -2.72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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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国债期货 CTD 券（中证估值） 

主力合约 CTD 券 净价（中证估值） 基差 期限价差 IRR（%） 净基差 

T1812 18附息国债19 99.6263  0.2259  0.4045  2.29% 0.0578  

TF1812 16 附息国债 20 97.0739  0.1025  0.3873  2.25% 0.0632  

TS1812 18附息国债02 100.9334  0.3037  0.3303  1.81% 0.1377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行业要闻 

央行行长易纲：今年以来，中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积极推动平稳有序去杠杆，去年以来非

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已经稳定。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要把定点帮扶“责任田”打造成“金融政策落地、金

融普惠实现、信用价值彰显、风险防控有效”的金融脱贫“示范田”；要在高效

履行社会责任中体现新时代金融的独特价值，把金融定点扶贫事业建设成破解

“三农”问题的幸福工程。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 年），进一步

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制定出台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实施方案；

制定实施深化电影院线制改革方案；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快出台城镇住

房保障条例、住房租赁条例和住房销售管理条例；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车辆购

置税优惠政策；加快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商用；完善有利于促进居

民消费的财税支持措施，推动消费税立法。 

央行金融时报发文称，整体而言，本次央行宣布降准并非全然意外，降准

作为释放流动性的手段更加“普惠”，对小微、“三农”等领域的资金需求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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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加直接。降准只是先手棋，更多后招须尽快跟上。 

据经济参考报，地方债风险防范攻坚战正在打响。从业内获悉，当前，地

方层面正在密集摸底债务情况，紧锣密鼓制定地方版化解地方债风险的方案，

并将于本月底前集中上报财政部。 

二、基本面分析 

（一）市场发行 

    本周一级市场需求尚可。 

 周二（10 月 9 日），国开行 3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3.5758%，全场倍数

3.32；5 年期中标收益率 3.8795%，全场倍数 3.37；7 年期中标收益率

4.2258%，全场倍数 3.1；10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4.1554%，全场倍数 2.36。   

 周三（10 月 10 日），财政部 3 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 3.17%，全场倍数 2.31；

7 年期中标收益率 3.5461%，全场倍数 2.19。 

 周四（10 月 11 日），进出口行 1 年期金融债中标收益率 2.8203%，全场投

标倍数 5.45；3 年期中标收益率 3.6313%，全场倍数 3.41；5 年期中标收益

率 3.9044%，全场倍数 6。 

（二）资金面 

央行公告，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10 月 12 日不开展公开

市场操作。央行连续十日暂停公开市场操作，本周净回笼 1600 亿元。 

    资金面偏宽松，银存间质押式回购利率大幅下行。货币市场利率方面，周

五 7 天回购定盘利率 2.60%，较上日-3BP，较上周-16BP；SHIBOR7 天报 2.6150%，

较上日+0.40BP，较上周-15.10BP；银行间 7 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2.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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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日-2.61BP，较上周-40.07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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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00 +8.00 -20.00 

FR007 2.6000 -3.00 -16.00 

FR014 2.5500 -5.00 -106.00 

Shibor O/N  2.4390 +7.90 -21.40 

Shibor 1W 2.6150 +0.40 -15.10 

Shibor 2W 2.6440 -0.60 -82.90 

r007(日加权) 2.6075 -2.61 -40.07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综合分析 

央行连续十日暂停公开市场操作，资金面整体偏宽松。本周国债收益率曲

线以下行为主，其中 2 年期收益率下行幅度较大，国债期货偏多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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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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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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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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25

止损，TF1812 合约空单 98.130 止损，TS1812 合约 99.550 止损。 

图表 5：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  图表 6：国债收益率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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