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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
一、行情回顾
十年期主力合约 T2103 收于 97.860，涨 0.01%，持仓量 110995 手，持仓-1797
手，成交量 4.39 万手；
五年期主力合约 TF2103 收于 99.765，涨 0.01%，持仓量 57963 手，持仓-998
手，成交量 1.91 万手；
二年期主力合约 TS2103 收于 100.395，涨 0.01%，持仓量 24939 手，持仓
-604 手，成交量 6285 手。

二、 财经要闻
国家发改委：“2021 年宏观政策全面退坡，甚至退出”的说法不实，今年
宏观政策不会出现“急转弯”。
国家发改委：2021 年将修订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 年版）》，制定
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
施。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
护，建设统一大市场。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 101598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2.3%。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 6.8%，二季度增长 3.2%，三季度增长 4.9%，四季
度增长 6.5%。
2020 年 1-12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18907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9%，增速比 1-11 月份提高 0.3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289264
亿元，增长 1.0%，增速提高 0.8 个百分点。
2020 年 12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7.3%，增速较 11 月份加
快 0.3 个百分点。
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8%。
2020 年 12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566 亿元，同比增长 4.6%，增速比
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35695 亿元，增长
4.4%。
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1981 亿元，比上年下降 3.9%。其中，除
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352566 亿元，下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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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开市场
央行：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1 年 1 月 19 日人民银行以利
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8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期限 7 天期，中标利率为 2.20%。
当日有 50 亿逆回购到期量，净投放 750 亿元。
本周公开市场到期量情况为：共计将有 160 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至
周五分别到期 50 亿元、50 亿元、20 亿元、20 亿元、20 亿元。
图 1：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银期货

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全线上涨。FDR001 报 2.25%，涨 12.42 个基点；FDR007
报 2.30%，涨 13.38 个基点；FDR014 报 2.30%，涨 15 个基点。
银行间回购定盘利率全线上涨。FR001 报 2.30%，涨 15 个基点；FR007 报
2.46%，涨 27 个基点；FR014 报 2.55%，涨 30 个基点。
图 2：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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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中银期货

四、 市场展望
货币政策总基调在 2020 年经历了由松到紧再到松的变化。
先是在开年阶段，为了稳定市场信心、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在抗疫的
特殊时期，央行施行了特殊化、托底性质的货币政策。此后随着国内疫情形势
的好转，货币政策正式转变至正常化阶段。自 4 月底开始，政策进入了观察期，
货币环境最宽松的时刻悄然过去。在此期间，货币政策处于对实体经济恢复的
呵护、观察状态，更加强调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对民营、小微企业精准发力的
托底作用，并且要防止资金空转导致的资本市场风险积累。是保恢复与防风险
并重的阶段，是从前期疫情突然爆发时重症用猛药转变为病去如抽丝，精心调
养的阶段。
在 2020 年下半年实体经济企稳的过程中，利率水平已经提前调整至了疫情
前的水平。利率超前于总需求的状态，在底前为债市带来了一波机会。国债期
货下半年的持续下跌在 11 月下旬止跌，并在 12 月份伴随着央行意外的天量 MLF
以及此后大量且连续的公开市场净投放操作而出现强势反弹。而在央行的连续
投放下，市场在整体上实现了平稳跨年。
央行周二在资金面有压力之时果断加大逆回购操作力度，呵护流动性意图
明显，资金面应不会骤然收紧。继续关注春节新年假期后资金面情况变化。此
外，从 12 月份经济数据的表现来看，消费回落而投资、工业增加值继续上涨。
预计 2020 年 4 季度会是环比增速最高的时候，而 2021 年 1 季度则因为基数效
应将是同比增速最高的时刻。后续也同样关注防疫形势在冬季再度严重后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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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拖累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率下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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