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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震荡反弹 

 

主要结论： 

货币政策还是以防范金融风险、去杠杆为主基调，

但政策基调已经从偏紧转向松紧适度、稳健中性，资金

面趋于偏松的概率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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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市震荡为主。 

国债期货在前期高点附近有一定的压力。基本面下

滑通胀预期抬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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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55止损，TF1812合

约空单 98.205止损，TS1812合约 99.560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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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10 月 15 日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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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公布的经济数据包括 GDP、社融等整体疲弱显示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但对现券提振极为有限，股票市场本周剧烈震荡股债跷跷板效

应当前仍主导交易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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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2 -0.15% 0.23% 37817 61983 -1386 5616 

TF1812 98.08 -0.07% 0.04% 5986 17954 -187 50 

TS1812 99.49 -0.06% -0.03% 277 3103 -4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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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端个别期限受资金面影响上

行。本周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下行 1-3BP；短端：银行间国债 YTM 曲线 2 年期

收益率 3.0328%，较上日-2.34BP，较上周-0.51BP；中期：5年期国债收益率3.3602%，

较上日+0.02BP，较上周-3.62BP；长端：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3.5562%，较上日

+0.62BP，较上周-3.14BP。整体来看本周国债收益率波动较小，收益率曲线略微

向下平移。 

图表 2：中债国债收益率 

期限 利率(%) 日涨跌(bp) 周涨跌(bp) 

3M 2.2023 +6.10 +27.54 

1Y 2.9027 +0.00 +1.23 

2Y 3.0328 -2.34 -0.51 

3Y 3.1882 -0.20 -1.99 

5Y 3.3602 +0.02 -3.62 

7Y 3.5562 +0.62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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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Y 3.5658 +1.50 -1.73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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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908  0.1814  0.3811  2.41% 0.0323  

TF1812 16 附息国债 14 97.9618  0.0976  0.3712  2.38% 0.0347  

TS1812 16附息国债02 98.4677  -0.0871  0.4891  3.11% -0.0807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行业要闻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民营企业，要强调 “四个必须”，一是必须坚

持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必须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暂时困难，三是必

须进一步深化研究在减轻税费负担、解决融资难题、完善环保治理、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等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四是必须提高中小微企业和

民营经济自身能力。 

央行行长易纲：央行正研究继续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缓解企业融资困难

问题；一是推动实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计划，二是推进民营企业股权融资

支持计划，支持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起设立民营企业发展支持基金，

为出现资金困难的民营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支持；三是央行综合运用再贷款、再

贴现、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

支持商业银行扩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 

刘鹤：股市的调整和出清，正为股市长期健康发展创造出好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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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高度重视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现在是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关键时刻，

各方面落实的力度要大一点，责任心要强一点，敢于担当，快速行动，切实推

出一些具体政策，推动股市健康发展。 

郭树清：近日我国金融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出现较大幅度异常波动，与我

国经济发展基本面严重脱节，与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稳健状况不相符合；当前我

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全可控；银保监会制

定了《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现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统计局：中国三季度 GDP 同比增 6.5%，前值 6.7%。中国前三季度 GDP 同

比增 6.7%，上半年增速为 6.8%；前三季度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

展态势，同时外部挑战变数明显增多，国内结构调整阵痛继续显现，经济运行

稳中有变、稳中有缓，下行压力加大；下阶段，要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狠抓稳

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政策落实，促进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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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国开行增发 3 年期金融债中标收益率 3.5418%，全场

投标倍数 2.92；5 年期中标收益率 3.8477%，全场倍数 3.26；7 年期中标收

益率 4.1643%，全场倍数 3.28。 

 周三（10 月 17 日），财政部 2 年期国债中标利率 3.0%，全场倍数 2.11；5

年期国债中标利率 3.29%，全场倍数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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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10 月 18 日），进出口行 1 年期金融债中标收益率 2.8175%，全场倍

数 2.95；3 年期金融债中标收益率 3.5723%，全场倍数 3.67。 

 周五（10 月 19 日），财政部 91 天期贴现国债中标收益率 2.1712%，全场

倍数 2.05；30 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 4.08%，全场倍数 2.56。 

（二）资金面 

10 月 19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300 亿元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2.55%。

央行此前连续 14 日暂停操作，本周净回笼 4215 亿元。下周（10 月 20 日-26 日）

央行公开市场仅有 300 亿元逆回购到期。 

    资金面偏宽松，银存间质押式回购利率小幅上行。货币市场利率方面，周

五 7 天回购定盘利率 2.61%，较上日+1BP，较上周+1BP；SHIBOR7 天报 2.6220%，

较上日+1.10BP，较上周+0.70BP；银行间 7 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2.6081%，

较上日+0.45BP，较上周+0.06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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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00 

FR007 2.6100 +1.00 +1.00 

FR014 2.7000 -2.00 +15.00 

Shibor O/N  2.4450 +1.80 +0.60 

Shibor 1W 2.6220 +1.10 +0.70 

Shibor 2W 2.6480 +1.10 +0.40 

r007(日加权) 2.6081 +0.45 +0.06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综合分析 

央行连续 14 日暂停公开市场操作后重启你回购操作，资金面整体偏宽松。

本周国债收益率曲线以下行为主，各期限下行幅度都不大，国债期货偏多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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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币政策上来看，还是以防范金融风险、去杠杆为主基调，但政策基调

已经从偏紧转向松紧适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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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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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55

止损，TF1812 合约空单 98.205 止损，TS1812 合约 9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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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