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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 月中下旬以来，债市三大期债场持续震荡回升，资金偏暖通胀数据影响有限，现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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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小幅走强。上周，国债期货小幅收涨，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下行 1-2bp，银行
间市场资金供给充足稳定，主要回购利率波动不大。
资金面估计仍维持较为宽松的格局，央行公开市场维持超稳态度，短期内地方债供
给压力也尚可，市场预期依旧平稳，预计在税期来临前流动性仍难有明显压力。
CPI 同比环比现分化，环比下降主要是消费品物价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尚需时日；PPI
仍受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主导，但向制造业成品端价格的传导并不显着；后续 PPI 继续提
升空间或有限。。
4 月，预计央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继续现在的中性货币政策。虽然在通胀数据发布
后收益率略有反弹，不过随着期货缓慢走高，收益率再度小幅回落；短期来看，市场关注
焦点在金融和投资等数据以及地方债发行带来的资金扰动。
国债期货市场大概率继续横向震荡格局，短期或有所反弹。投资策略上谨慎投资者
以观望为主，少量仓位做波段。激进投资者短期逢低多单持有，但控制仓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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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行情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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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上周五，国债期货全线收涨，10 年期主力合约涨 0.05%，5 年期主力合约涨 0.03%，2 年期主力合约涨
0.03%。全周来看，国债期货全线下跌，10 年期主力合约跌 0.23%，5 年期主力合约跌 0.17%，2 年期主
力合约跌 0.06%。

二、【宏观经济面】
图：CPI 及食品价格同比

图:PPI 同比及环比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中国 3 月 CPI 同比上涨 0.4%，预期涨 0.2%，前值降 0.2%；PPI 同比上涨 4.4%，涨幅比 2 月扩大 2.7 个
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5.8%，涨幅扩大 3.5 个百分点。在 4.4%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
翘尾影响约为 1.0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3.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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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Shibor 各期限走势及利差 周环比

图：银行间拆借各期限走势及利差 春节后

图：Libor 各期限走势及利差 周环比

数据来源：ifind，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银行间市场资金供给充足稳定，主要回购利率波动不大，隔夜回购加权利率小幅上行逾 3bp 最新
报在 1.77%左右，已连续一周盘踞在 2%下方；七天期品种小幅下行不足 1bp 仍在 2%下方。
截止上周五，shibor 隔夜为 1.784%，较上周涨 5 个基点；shibor1 周为 2.054%，较上周跌 9.1
个基点；shibor2 周为 2.08%，较上周跌 9.9 个基点；shibor3 月为 2.612%，较上周跌 2.2 个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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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ifind、wind，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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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债收益率曲线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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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周来看，10 年期活跃券微幅上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16 收益率上行 1.15bp。上周四晚
间公布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内容，再次重提保持宏观金融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
可持续性，并且“要注重放水养鱼”。这一消息，使得市场在 PPI 高企、30 年国债招标结果一般
的情况下仍然偏乐观。短期看，长端恐将继续维持震荡。
3、其他市场数据
图：2 月春节后央行公开市场（货币投放/收拢）操作

数据来源：ifind，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4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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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数据显示，上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有 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全周央行共
进行了 400 亿元逆回购操作，因此全周净回笼 100 亿元。
图：本周公开市场操作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 4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二至周五均到期 100 亿元；此外，4 月 15
日（下周四）还有 1000 亿元 MLF 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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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央行这一段时间的公开市场操作来看，流动性暂时没有大的压力，后续还要继续关注缴税及地
方债发行等影响。

四、【财经要闻】
1、央行行长易纲：宏观经济政策将保持稳定性、连续性。
央行行长易纲：中国经济今年以来继续稳定复苏，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力支持了疫情应对，并始终保持在正
常区间；为支持小微企业，中国近期宣布延长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将保持
稳定性、连续性；推进绿色金融是人民银行的工作重点，赞同基金组织将气候变化纳入全球政策议程，并就数
字货币的影响等问题开展研究。
2、IMF 原副总裁朱民称，中国整整领先全球经济复苏一个周期，大部分国家在考虑走出危机时，中国已经走
出并考虑未来可持续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0-2022 年整体损失，其中新兴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可能人均损失 20%。
3、马骏建议成立绿债认证机构自律机制，规范绿色债券认证准入。建立绿债认证机构自律机制，首要任务是建
立准入门槛，明确需要有专业经验、符合基本条件才可以做认证；同时要防止恶性价格竞争，并对认证质量和
规范有统一要求。。
4、境外机构 28 个月来首次减持中国债券
随着 2 月以来美债利率迅速上行，中美利差进一步收窄，外资买入中国债券热情略有下降。根据中债登和上清
所最新数据，3 月境外机构合计减持中国债券 90 亿元，为 2018 年 11 月来首降。
5、【渣打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对美债收益率的判断是可能还会有所上升，预计二季度达
1.75%，到年底可能会达 2%。但和过去半年相比，其上升幅度和速度都会有所减慢，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上升
余地相对较小。。

五、【期债投资展望】
全球和中国通胀在二季度会继续上升。4 月，预计央行会保持定力和灵活性，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继续现在的
中性货币政策。4 月缴税大月、利率债供给高峰、央行资金到期等，整体而言，资金面可能会较 3 月有所收
紧。4 月份地方债的发行量有望逐步提升，地方债发行将迎来小高峰。可能会对债市形成扰动。
国债期货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大概率继续横向震荡格局，短期或有所反弹。需重点关注国际政局、资金面的边际
变化以及风险资产的表现。投资策略上谨慎投资者以观望为主，少量仓位做波段。激进投资者短期逢低多单持
有，但控制仓位水平。

www.dwfutures.com 第 5 页

东吴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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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