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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偏空震荡 

 

主要结论： 

央行本周恢复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资金面整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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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7止损，TF1812合约

空单 98.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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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至 14 日），国债期货震荡下跌触底反弹走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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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

应重点关注通胀、美联储加息事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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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85 0.10% -0.15% 34254 53626 -255 -1122 

TF1812 97.57 0.06% -0.05% 5816 18142 -521 1128 

TS1812 99.3 0.02% 0.045% 1537 3080 -41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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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为主，中期上行幅度较大。本周国债

收益率曲线整体上行 0-5BP；短端：银行间国债 YTM 曲线 2 年期收益率 3.1122%，

较上日-0.38BP，较上周+0.16BP；中期：5年期国债收益率 3.4977%，较上日-0.37BP，

较上周+6.11BP；长端：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3.6351%，较上日-1.75BP，较上周

+0.5BP。整体来看短端、长端收益率小幅上行，中端收益率上行幅度较大。 

图表 2：中债国债收益率 

期限 利率(%) 日涨跌(bp) 周涨跌(bp) 

3M 2.1334 -1.27 +0.04 

1Y 2.8623 +0.30 +1.85 

2Y 3.1122 -0.38 +0.16 

3Y 3.3678 -1.26 +0.71 

5Y 3.4977 -0.37 +6.11 

7Y 3.6500 -1.00 +2.00 

10Y 3.6351 -1.75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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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812 17附息国债18 99.0963  0.3878  0.5269  2.09% 0.1264  

TF1812 16 附息国债 14 97.2810  -0.0743  0.8260  3.35% -0.1826  

TS1812 18附息国债02 100.6012  0.1990  0.7081  2.73% -0.0437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行业要闻 

央行行长易纲在由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撰写的《50 人的二十年》一书中

撰文表示，要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

机制改革，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为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

项债券）发行工作,更好发挥专项债券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的积极作用，8

月中旬，财政部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指导各地加快专项债券发行进度，8 月共发行专项债券 4287.5 亿元，

环比增加 3197 亿元，同比增加 2935.7 亿元。为减少专项债券发行对债券市场的

影响，财政部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有力保障了债券市场的平稳运行。 

中国 8 月 70 大中城市中有 67 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7 月为 65 城，

6 月为 63 城。8 月北京、南京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持平，厦门则为唯一下跌的

城市。 8 月 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涨幅扩大 0.1

个百分点；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3%，涨幅比上月扩

大 0.2 个百分点。 

8 月银行理财产品量价齐跌，而结构性存款及净值型理财产品的发行量环比

均超过三成。银行纷纷加码保本替代产品及滚动类理财产品。融 360 监测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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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8 月份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67%，较 7 月份下降了 0.08 个百分点，

连续六个月下跌。 

中国 1-8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3%，创历史新低，前值 5.5%。统计局：

8 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未来几个月基础设施投资逐步

放缓的趋势会得到初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有望趋稳。 

交易商协会公布 2018 年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机构业务市场化

评价结果：中诚信国际、上海新世纪资信、东方金诚分列前三名，联合资信、

大公国际分列第四、第五名。 

二、基本面分析 

（一）市场发行 

    本周一级市场需求尚可。 

 周二（9 月 11 日），国开行 1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3.0046%，全场倍数

2.97；3 年期中标收益率 3.7555%，全场倍数 2.68；5 年期中标收益率

4.0393%，全场倍数 3.02。 

 周三（9 月 12 日），财政部 2 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 3.1469%，全场倍数 1.83；

5 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 3.4878%，全场倍数 2.16。 

 周四（9 月 13 日），国开行 10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4.2218%，全场倍数

3.39。国开行 7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4.2999%，全场倍数 2.91。进出口

行 1 年期新发债中标利率 3.0%，全场倍数 3.91；3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

3.78%，全场倍数 3.37；5 年期中标收益率 4.1132%，全场倍数 2.44。 

 周五（9 月 14 日），财政部 30 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 4.2285%，全场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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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91 天期贴现国债中标收益率 2.1209%，全场倍数 2.56。 

（二）资金面 

央行周五进行 1100 亿元 7 天、400 亿元 14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

期，净投放 1500 亿元，连续三日净投放。本周累计净投放 3300 亿元。 

    资金面偏宽松，银存间质押式回购利率下行。货币市场利率方面，周五 7

天回购定盘利率 2.60%，较上日-5BP，较上周-9BP；SHIBOR7 天报 2.6450%，较

上日-1.8BP，较上周-2.8BP；银行间 7 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2.5908%，较上

日-3.81BP，较上周-15.07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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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3.00 -10.00 

FR007 2.6000 -5.00 -9.00 

FR014 2.6500 -8.00 -13.00 

Shibor O/N  2.4890 -4.10 -10.20 

Shibor 1W 2.6450 -1.80 -2.80 

Shibor 2W 2.7140 -1.80 +0.90 

r007(日加权) 2.5908 -3.81 -15.07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综合分析 

央行本周继续开展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净投放 3000 亿，资金面整体偏宽

松。本周国债收益率曲线以上行为主，其中 5 年期收益率上行幅度较大，国债

期货偏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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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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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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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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7

止损，TF1812 合约空单 98.04 止损，TS1812 合约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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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