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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十连阳
期债再大跌
中银国际期货研究部
【摘要】
股指期货：
建议投资者采取市场中性的阿尔法投资理念，买
入、持有业绩增长预期良好、估值水平相对合理的各
类优质个股，空沪深 300 指数，获取稳健的超额、绝
对收益。

国债期货：
在资金面宽松期过去后流动性隐忧再至。现券市
场国债收益率继续上涨，特别是升破整数关口后对市
场多头情绪形成了打压。此外有媒体报道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不得投向定向委托贷款资产或信贷资产。后市
来看爽约的 M2 数据可能会在明日发布，预计数据基
本将继续维持低位，但如若增速再报 9%则可能进一步
加重市场担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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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

◆ 市场行情回顾
1 月 11 日，股指期货市场各品种的主力合约均出现小幅上涨。IF 主力合
约 IF1801 收于 4208.4 点，涨 0.10%；IH 主力合约 IH1801 收于 2999.0 点，
涨 0.14%；IC 主力合约 IC1801 收于 6423.2 点，涨 0.44%。
股票现货市场方面，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沪深 300 指数、上证 50 指数、
中证 500 指数和创业板综指分别涨 0.10%、涨 0.24%、跌 0.05%、涨 0.05%、
涨 0.31%和涨 0.86%。

◆ 当日重要信息
1 月 11 日，央行公告称，开展 600 亿元逆回购（7 天 300 亿元、14 天 300
亿元）。考虑到当日有 3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实际净投放 300 亿元。

◆ 后市分析展望
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良好。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
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发展前景的信心。
加上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场外资金入场态度相对积极，导致市场出现
连续上涨（虽上涨幅度已经明显收窄）。
不过，总体上来说，市场对未来中国国内宏观基本面和企业业绩基本面
的预期相对一致。短期内也不太可能新增明显超预期的重大利好。所以，未
来随着市场的进一步上涨，上涨空间将逐步缩小。进而仍将转为以区间震荡
为主。
中长期来看，总体上来说，市场将继续保持震荡、逐步上升的慢牛趋势。
建议投资者采取市场中性的阿尔法投资理念，买入、持有业绩增长预期
良好、估值水平相对合理的各类优质个股，空沪深 300 指数，获取稳健的超
额、绝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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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

一、 行情回顾
五年期主力合约 TF1803 收于 96.04，跌 0.20%，持仓量 41639 手，日减
仓 1465 手，成交量 1.26 万手；
十年期主力合约 T1803 收于 92.13，跌 0.29%，持仓量 62747 手，日加仓
1887 手，成交量 3.90 万手。

二、 财经要闻
李克强：2017 年中国 GDP 预计增长 6.9%左右。
国开行两期债中标收益率均低于中债估值，需求不错。

三、 公开市场
央行公告称，2018 年 1 月 11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600 亿元逆回购
操作，其中 300 亿 7 天、300 亿 14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 300 亿逆回购到期，
净投放 300 亿。周五将有 900 亿逆回购到期。

四、 后市展望
国债期货早盘低开后经历连续跳水行情，此后维持低位震荡态势直至收
盘，全天五、十年期主力合约继续了昨日的大跌。
周四期债继续了大跌行情。在资金面宽松期过去后流动性隐忧再至，央
行净投放资金显示了资金面的收敛，SHIBOR 多数期限飘红。现券市场国债收
益率继续上涨，特别是升破整数关口后对市场多头情绪形成了打压。此外有
媒体报道，监管近日要求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得投向定向委托贷款资产或信
贷资产。监管风声和海外债市收益率走高风险偏好上升也对期债市场形成利
空。后市来看爽约的 M2 数据可能会在明日发布，预计数据基本将继续维持
低位，但如若增速再报 9%则可能进一步加重市场担忧情绪。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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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参考之
用，不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期货品种的要约或发出的
要约邀请。本报告的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而
中银国际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银国际”）不会因
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他们为其客户。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中银国际认为
可靠，但中银国际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阁下首先
应明确不能依赖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其次期货
投资风险应完全由实际操作者承担。除非法律或规则规定
必须承担的责任外，中银国际不对因使用本报告而引起的
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仅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
见解及分析方法。本报告所载的观点不代表中银国际的立
场。中银国际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
同结论的报告。
本报告以往的表现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反映及担保。本报
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反映中银国际于最初发表此报
告日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所指的期货品种
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
中银国际未参与报告所提及的投资品种的交易及投资，不
存在与客户之间的利害冲突。
若干投资可能因不易变卖而难以出售，同样地阁下可能难
以就有关该投资所面对的价格或风险获得准确的资料。本
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阁下。本报告不构成
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投资或策略适合
或切合阁下个别情况。本报告不构成给予阁下私人咨询建
议。
本报告并非针对或意图派发给或为任何就派发、发布、可
得到或使用本报告而使中银国际违反当地注册或牌照规
定的法律或规定或可致使中银国际受制于当地注册或牌
照规定的法律或规定的任何地区、国家或其他管辖区域的
公民或居民。
本报告的版权属中银国际，除非另有说明，报告中使用材
料的版权亦属中银国际。未经中银国际事先书面许可，任
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亦不得
作为诉讼、仲裁、传媒及任何单位或个人引用之证明或依
据，不得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任何用途。如引用、刊发，
需注明出处为中银国际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且不得对本报
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所有于本报告中使
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识均为中银国际的商标、服务标
记及标识。
中银国际可在法律许可下于发表材料前使用本报告中所载
资料或意见或所根据的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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