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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
一、行情回顾
十年期主力合约 T2103 收于 98.185，涨 0.24%，持仓量 111007 手，持仓+1087
手，成交量 5.64 万手；
五年期主力合约 TF2103 收于 100.035，涨 0.17%，持仓量 56833 手，持仓
+58 手，成交量 2.33 万手；
二年期主力合约 TS2103 收于 100.510，涨 0.08%，持仓量 24058 手，持仓
-498 手，成交量 7024 手。

二、 财经要闻
沪深两市成交额再破万亿，近 14 个交易日有 12 日突破万亿。
国家卫健委：截至目前，我国疫苗接种量已超 1500 万人次。
财政部部长刘昆：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
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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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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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冲税期高峰等因素的影响，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1
年 1 月 21 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25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期限 7 天期，中标利率为 2.20%。
当日有 20 亿逆回购到期量，净投放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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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不一。FDR001 报 2.58%，涨 12 个基点；FDR007
报 2.39%，跌 13 个基点；FDR014 报 2.65%，与前一交易日持平。
银行间回购定盘利率多数下跌。FR001 报 2.65%，涨 15 个基点；FR007 报
2.60%，跌 5 个基点；FR014 报 2.70%，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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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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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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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虽然近日银行间资金面延续紧势，主要回购利率继续走高，隔夜和 7 天
回购利率续创逾两个月新高，但在央行呵护下资金面应不会过度收紧。不过税
期高峰效应可能会使资金面继续紧张几日。继续关注春节新年假期前后资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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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严重后对经济的拖累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率下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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