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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五利率先下后反弹，尾盘虽然期货跳水带动现货利率反弹，但是和前一个交易
日比较，中短期利率依然小幅下行，10 年利率稍有反弹。当天主要受到资金宽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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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反弹的双重影响。整体而言，市场还是处于小幅波动的状态。
3 月 PMI 整体拉升说明前面的回落主要是季节性因素所致，并不意味着经济复
苏的结束。PMI 反映节后复工情况良好，经济保持扩张态势，需求端和就业端均明
显好转。
资金面，银行间资金面大幅改善，整体非常宽松，隔夜回购加权利率大幅下行逾
40bp 报在 1.71%附近，创近一个月新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亦一如既往的稳定，市
场流动性预期乐观，后续惟需关注地方债供给放量后带来的干扰。
央行保持定力和灵活性，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继续现在的中性货币政策，观望全
球经济形势和通胀的变化相机抉择。国债期货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大概率继续横向震
荡格局。
操作上，谨慎投资者以观望为主，稳健者少量仓位做波段。激进者建短期轻仓多
头持有，但控制好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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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行情综述】
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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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国债期货冲高回落小幅收涨，10 年期主力合约涨 0.04%，5 年期主力合约涨 0.01%，2 年期主力
合约涨 0.02%。全周来看，国债期货窄幅震荡，多数微幅走弱，10 年期主力合约跌 0.03%，5 年期主力合
约跌 0.01%，2 年期主力合约涨 0.02%。。

二、【宏观经济面】
3 月制造业 PMI 为 51.9%，较 2 月走升 1.3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 PMI 走升 4.9 个百分点至 56.3%，服务
业 PMI 走升 4.4 个百分点至 55.2%。
图： 中国官方 PMI

图：PMI 原材料和产成品库存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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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MI 分项需求指标走升

图：PMI 大中小企业规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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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3 月 PMI 整体拉升说明前面的回落主要是季节性因素所致，并不意味着经济复苏的结束。PMI 反映节后复
工情况良好，经济保持扩张态势，需求端和就业端均明显好转。

三、【市场资金面】
1、货币市场主要利率
图：银质押利率期限走势及利差 周比

图：Shibor 各期限走势及利差 周环比

数据来源：ifind，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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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银行间拆借各期限走势及利差 周比

图：Libor 各期限走势及利差 周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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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面，银行间资金面大幅改善，整体非常宽松，隔夜回购加权利率大幅下行逾 40bp 报在 1.71%附近，
创近一个月新低。
同期，Shibor 短端品种多数下行。隔夜品种下行 40.9bp 报 1.734%，7 天期下行 1bp 报 2.145%，14 天
期下行 1.3bp 报 2.179%，1 个月期下行 0.1bp 报 2.541%。
短期内政策预期平稳，而且在财政集中投放的支持下，流动性平稳跨季的大局已定。。

2、债券收益率曲线
图：国债收益率期限走势及利差（中债） 周环比

图：国债收益率曲线走势

数据来源：ifind、wind，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窄幅波动不足 1bp，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16 收益率上行 0.35bp 报
3.1960%。全周来看，现券收益率微幅下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16 收益率下行 0.15bp。
上周五利率先下后反弹，尾盘虽然期货跳水带动现货利率反弹，但是和前一个交易日比较，中短期利率依
然小幅下行，10 年利率稍有反弹。当天主要受到资金宽松和股市反弹的双重影响。整体而言，市场还是
处于小幅波动的状态。

3、其他市场数据
图：3 月以来央行公开市场（货币投放/收拢）操作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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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4 月 2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0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
作，中标利率 2.20%，当日 100 亿元逆回购到期。上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进行了 500 亿元逆回购操作，同
期累计有 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因此本周完全对冲到期量，已经连续四周完全对冲到期量。
图：本周公开市场操作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资跨月后资金影响因素有限，包括银行在内的机构融出积极，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亦一如既往的稳定，市场
流动性预期乐观，后续惟需关注地方债供给放量后带来的干扰。

四、【财经要闻】
1、日前，经证监会同意，深交所发布合并主板与中小板业务通知及相关规则，明确合并实施后的相关安排，于
4 月 6 日正式实施两板合并。
在两板合并业务规则整合过程中，深交所对交易规则、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高送转指引等 7 件规则进行了
适应性修订，并废止《关于在部分保荐机构试行持续督导专员制度的通知》等两件通知，主要涉及删除中小板
相关表述、统一高送转定义、调整相关交易指标计算基准指数、取消持续督导专员制度等。上述调整安排于 4
月 6 日两板合并实施时生效。
2、银保监会引导银行根据小微企业融资特点合理设置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主动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办理续
贷业务。截至 2020 年末，小微企业续贷余额达 2.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41%；全国“银税互动”类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 8156.34 亿元，同比增长 63.21%。。
3、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延期至年底
央行等五部门发布通知，决定进一步延长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政策，实施期限
至 2021 年底。
4、央行进一步优化债券交易流通机制安排，一是明确基础设施机构之间通过建立系统直连的方式，落实电子化
传输的要求；二是不再要求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向同业拆借中心提供初始持有人名单及持有量；三是强化基础设
施机构的中介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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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证券报报道，上交所借鉴科创板保荐业务现场督导工作的实践经验，已启动对个别公司债券申报项目的
现场督导试点工作。上交所相关人士表示，这次开展现场督导，是严把债券入口关，推进上交所债券市场全链
条风险防控机制，实现审核准入、日常监管、风险监测和风险处置有机协同的重要举措。

五、【期债投资展望】
季末过后资金面恢复宽松稍有支撑情绪，但因基本面和政策面暂无更多突破，短期内料难有趋势性行情，
4 月重点关注新债供给情况及流动性变化。
央行保持定力和灵活性，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继续现在的中性货币政策，观望全球经济形势和通胀的变化
相机抉择。国债期货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大概率继续横向震荡格局。
操作上，谨慎投资者以观望为主，稳健者少量仓位做波段。激进者建短期轻仓多头持有，但控制好仓位。

六、【本周财经数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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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东吴期货制作及发布。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
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
授权，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及用于其它用途。
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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