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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本周净回笼 0 亿元。国债收益率曲线牛陡变化。
政策基调稳健中性，货币政策进入观察期。外部环境来
看，由于经济数据回落经济，美联储继续降息预期走强，
全球流动性宽松。基本面来看，经济中期压力较大，经

相关报告

济基本面利好债市利率定位。
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上行，期债突破今年 1 季度的
震荡区间，创出两年半新高，期债价格再创新高需要基
本面或者政策面超预期的因素出现。经济数据偏弱提振
债券价格，汇率波动加大推升资本市场避险情绪。建议
投资者多单持有，T1909 多单 97.085 止损，TF1909 多
单 99.015 止损，TS1909 多单 99.935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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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8 月 5 日至 10 日），国债期货在避险情绪的推动下逐步走高，周五盘
中再创两年新高。目前基本面利多利率债，外部压力的不确定性压制市场风偏
同样利多利率债，因为目前国债收益率已经处于历史偏低水平，市场普遍预期
利率债向上空间有限。若避险情绪消退则机构或开始考虑套保策略。主力资金
开始移仓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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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909

99.27

0.15%

0.56%

25810

50184

-4110

-12146

TF1909

100.23

0.05%

0.25%

8006

14320

-2274

-6403

TS1909

100.485

0.04%

0.17%

4772

4373

-391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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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走陡，资金面变化不大，短端受到的影响
较小，基本面预期看淡长端下行幅度较大。本周国债收益率曲线下行 3-8BP 为
主；短端：银行间国债 YTM 曲线 2 年期收益率 2.6999%，较上日-0.43BP，较上
周-4.9BP；中期：5 年期国债收益率 2.9061%，较上日-3.01BP，较上周-3.66BP；
长端：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3.0216%，较上日-2.49BP，较上周-6.98BP。整体来看
本周国债收益率下行幅度较大。
图表 2：中债国债收益率
期限

利率(%)

日涨跌(bp)

周涨跌(bp)

3M

2.3202

-2.04

+1.20

1Y

2.5694

-0.58

-2.79

2Y

2.6999

-0.43

-4.90

3Y

2.7778

+1.87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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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

2.9061

-3.01

-3.66

7Y

3.0574

-2.26

-6.55

10Y

3.0216

-2.49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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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909

16 附息国债 17 97.7561

TF1909

16 附息国债 25

TS1909

18 附息国债 07 101.1949

99.4975

期限价差

IRR（%）

净基差

0.0843

0.1934

1.97%

0.0687

0.0894

0.2087

2.05%

0.0725

0.0768

0.2698

2.63%

0.0017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行业要闻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 7”
，但中国债券吸引力不减，外资持仓量突破 2 万
亿大关。在境内外息差较高、中国债市开放步伐加快、国内债市强势走好等因
素影响下，境外资金持续涌入可期。
IMF 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加强汇率弹性，不建议放松货币政策；针对
金融方面，建议在二十年来首次公开银行接管之后，小型银行的风险规避情绪
上升，重点是避免出现监管后退，应继续推进结构性监管改革，以降低依然高
企的脆弱性，同时加强银行资本。
央行行长易纲就人民币汇率发表谈话称，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市场驱动和决
定的。中国会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
性目的，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虽然近期受到外
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有所波动，但我对人民币继续作为强势货币
充满信心。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央行将积极推动金融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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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逐渐扩大普惠金融的试点范围；下一步会审慎评估相关金融产品的功能、适
用程度，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互联互通。
央行就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发布声明称，中国实施的是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机
制上人民币汇率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存在“汇率操纵”的问题。美方不
顾事实，无理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是损人又害己的行为，中方
对此坚决反对。这不仅会严重破坏国际金融秩序，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还将大
大阻碍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复苏，最终会自食其果。
证监会与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通知，扩大在交易所债券市场参与现券
交易的银行范围。政策性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
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华外资银行以及境内上市的其他银行，在依法合规、
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均可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现券的竞价交易。
央行公告，为提高银行永续债的流动性，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8
月 9 日将开展 2019 年第三期央行票据互换（CBS）操作。本期操作量为 50 亿元，
期限 3 个月（91 天）
，面向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进行固定费率数量招标，费
率为 0.10%，首期结算日为 2019 年 8 月 9 日，到期日为 2019 年 11 月 8 日（遇节
假日顺延）。

二、基本面分析
（一）市场发行
本周一级市场政策性金融债需求旺盛，地方债发行压力降低。
 周一（8 月 5 日），农发行增发 3、5 年期金融债中标利率 2.9945%、3.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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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倍数 5.71、7.45。
 周二（8 月 6 日）
，国开行增发 1、5、
10 年期金融债中标利率分别为 2.3889%、
3.1673%、3.3854%，投标倍数为 3.8、3.02、2.83。
农发行增发 2 年期清算所托管债中标利率 2.8453%，投标倍数 5.46。
北京 3 年一般地方债、2/5 年专项地方债中标利率均较下限上浮 25bp，中
标利率分别为 3.13%、3%、3.22%，投标倍数分别为 7.5、7.5、6.38。
 周三（8 月 7 日），财政部发行 3 年、续发 7 年国债中标利率分别为 2.75%、
3.0582%，边际利率分别为 2.79%、3.0743%，投标倍数分别为 3.17、3.71。
农发行增发 1、7、10 年期金融债中标利率分别为 2.334%、3.5466%、
3.5846%，投标倍数分别为 6.46、3.66、3.7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5、20 年期固息债中标利率分别为 3.34%、4.02%。
 周四（8 月 8 日）
，进出口行增发 3、5、10 年期金融债中标利率分别为
3.0035%、3.2975%、3.6334%，投标倍数为 4.69、2.72、3.46，边际倍数 1.18、
2.51、9.81。
国开行 2 年、7 年新发金融债中标利率分别为 2.85%、3.50%，投标倍数分
别为 4.14、5.02；3 年期增发债中标收益率为 2.9528%，投标倍数 3.77。
辽宁 10 年一般地方债、20 年专项地方债中标利率均较下限上浮 25bp，中
标利率分别为 3.33%、3.7%，投标倍数为 14.4、13.86。
 周五（8 月 9 日），
财政部发行 3 个月、6 个月期贴现国债中标利率 2.2939%、
2.3848%，投标倍数 2.91、2.78。
湖南 7、10、15、30 年一般地方债中标利率分别为 3.34%、3.3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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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均较下限上浮 25bp，投标倍数为 13.45、11.68、11.43、26.72。
湖北 7 年棚改、10 年医疗卫生专项债中标利率均较下限上浮 25bp，中标
利率分别为 3.34%、3.31%，投标倍数为 12.06、12.33。
湖北 5 年一般地方债、5 年棚改专项债中标利率均为 3.18%，较下限上浮
25bp，投标倍数 12.42、10.59。
（二）资金面
8 月 5 日至 9 日公开市场既无资金投放亦无回笼。债市资金面适中，市场后
市继续保持平稳格局的概率大。
资金面适中。货币市场利率方面，周五 7 天回购定盘利率 2.64%，较上日
+7BP，较上周-1BP；SHIBOR7 天报 2.6440%，较上日+6.60BP，较上周-0.30BP；
银行间 7 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2.6470%，较上日+6.25BP，较上周-3.42BP。
资金利率略降。
图表 4：货币市场利率
期限

利率(%)

日涨跌(bp)

周涨跌(bp)

FR001

2.6100

+10.00

-4.00

FR007

2.6400

+7.00

-1.00

FR014

2.6000

+13.00

+0.00

Shibor O/N

2.5960

+9.60

-3.80

Shibor 1W

2.6440

+6.60

-0.30

Shibor 2W

2.5120

+7.40

-8.70

r007(日加权)

2.6470

+6.25

-3.42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通胀指标
2019 年 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8%。其中，城市上涨 2.7%，
农村上涨 2.9%；
食品价格上涨 9.1%，
非食品价格上涨 1.3%；消费品价格上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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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价格上涨 1.8%。1-7 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3%。7 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0.4%。其中，城市上涨 0.4%，农村上涨 0.3%；
食品价格上涨 0.9%，非食品价格上涨 0.3%；消费品价格上涨 0.2%，服务价格上
涨 0.7%。
2019 年 7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0.3%，环比下降 0.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0.6%，环比下降 0.2%。1-7 月平均，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持平。
图表 5：CPI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6：PPI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综合分析
央行本周净回笼 0 亿元，资金面适中。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下行走陡，短
端受资金面影响波动较大。从货币政策上来看，政策基调稳健中性，货币政策
进入观察期。现阶段央行对于市场还是比较呵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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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来看，由于经济数据回落经济，美联储继续降息预期走强，全球
流动性宽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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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债市长期看多预期仍在。

四、技术分析及建议
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上行，期债突破今年 1 季度的震荡区间，创出两年半
新高，目前收益率处于低位，期债价格再创新高需要基本面或者政策面超预期
的因素出现。目前的经济运行状况尚没有出现大幅偏离市场预期的波动。经济
数据偏弱提振债券价格，汇率波动加大推升资本市场避险情绪。后市重点关注
通胀压力、汇率变化及央行操作，建议投资者多单持有，T1909 多单 97.955 止
损，TF1909 多单 99.575 止损，TS1909 多单 100 止损。注意换月。
图表 7：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8：国债收益率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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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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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