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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综述与操作建议 

 3 月 15 日，5 年期,10 年期品种先下后上,两大主力合约分别收涨 0.015%,0.106%,成交量有所上升。5

年期、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跟踪 IRR 分别为-0.34%,-1.56%。截至上周央行已连续四周净回笼资

金 1.57 万亿元，接近全部收回春节前投放资金。伴随上周到期高峰正式解除，央行已接近收回春节

前投放的巨额流动性，市场资金面无忧，加之此前的公布的宏观经济金融数据不佳，本周货币市场利

率将继续下行。 

 操作建议：逢低买入。 

表 1：期货行情 

合约名称 收盘价 结算价 涨跌 涨跌幅% 成交量 成交量变化 持仓量 持仓量变化 

TF1606 100.685  100.665  0.015  0.015  11840 2762 28953 -271 

TF1609 100.250  100.230  0.075  0.075  526 80 2794 -94 

TF1612 99.910  99.910  0.090  0.090  73 -47 127 23 

T1606 99.710  99.700  0.100  0.100  22704 4172 35536 363 

T1609 98.925  98.915  0.105  0.106  794 257 5338 48 

T1612 98.450  98.420  0.155  0.158  49 -14 86 37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1：5 年期主力合约 TF1606 日内走势                    图 2：10 年期主力合约 T1606 日内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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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提示： 1、央行 3 月 15 日公布，中资大型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量大于等于于 2 万亿元的银行，

包括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国开行、交行和邮政储蓄银行）2 月末人民币贷款 50.3 万亿元人民币，

2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3300 亿元。2、在岸人民币收跌逾百点，收报 6.5105，中间价跌 166 基点，创两

个月来最大跌幅。 

 现货行情：5 年期、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跟踪 IRR 分别为-0.34%,-1.56%；5 年期、10 年期国债

到期收益率均有下行。周二现券市场成交活跃,资金面宽松。央行周二进行 200 亿 7 天期逆回购，当

日有 300 亿逆回购到期，因此单日净回笼 100 亿。此前周一净回笼 200 亿。截至上周央行已连续四周

净回笼资金 1.57 万亿元，接近全部收回春节前投放资金。市场人士分析称，伴随上周到期高峰正式

解除，央行已接近收回春节前投放的巨额流动性，市场资金面无忧，加之此前的公布的宏观经济金融

数据不佳，本周货币市场利率将继续下行。 

图 3：5 年期主力合约 TF1606 跟踪 IRR  图 4：10 年期主力合约 T1606 跟踪 IRR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5：银行间各关键期限国债到期收益变动  图 6：银行间 1 年期、5 和 10 年期到期收益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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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中信建投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

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

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

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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