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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综述与操作建议 

 1 月 16 日， 5 年期,10 年期合约日内宽幅震荡,5 年期、10 年期主力合约分别收跌 0.03%,0.05%。5

年期、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跟踪 IRR 分别为-3.58%,-4.44%。昨日, 去年 12 月末外汇占款环比

下降 3178 亿元，余额 21.9 万亿元，连续第 14 个月下降，降幅较上个月有所缩窄。短期经济增长和

通胀暂时企稳，17 年基本面仍偏弱，但决定 17 年货币政策松紧关键在于金融杠杆和汇率问题；预计

节后流动性偏紧,期债有下行压力. 

 操作建议：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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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F1703 99.140  99.215  -0.480  -0.482  8875 1609 9401 323 

TF1706 98.305  98.365  -0.430  -0.436  1777 507 7046 593 

TF1709 97.825  97.860  -0.385  -0.392  11 6 250 3 

T1703 96.860  96.940  -0.660  -0.677  45653 16674 34807 -75 

T1706 95.460  95.605  -0.770  -0.800  22970 12610 30308 3301 

T1709 94.700  94.785  -0.730  -0.765  266 179 998 34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1：5 年期主力合约 TF1703 日内走势                    图 2：10 年期主力合约 T1703 日内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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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行情与要点提示 

 要点提示： 1、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预计 2016 年 GDP 增 6.7%，虽不及目标，

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是最高水平；将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2、央行：去年 12 月末外汇占款环比下

降 3178 亿元，余额 21.9 万亿元，连续第 14 个月下降，降幅较上个月有所缩窄。外管局负责人表示，

从 2016 年全年情况来看，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另外非美元对美

元总体贬值和资产价格变化也对外汇储备规模造成了一定影响。 

 现货行情：5 年期、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跟踪 IRR 分别为-3.58%,-4.44%。昨日在资金面偏紧及

同业理财未全额兑付的传言带动下，现券收益率上行明显。午后国债期货快速下跌带动债市收益率出

现快速下行。 

图 3：5 年期主力合约 TF1703 跟踪 IRR  图 4：10 年期主力合约 T1703 跟踪 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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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