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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综述与操作建议 

 2 月 16 日,5 年期,10 年期合约开盘上涨尾盘拉升,5 年期、10 年期主力合约分别收涨 0.48%, 0.853%。

5 年期、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跟踪 IRR 分别为-3.18%,-5.59%。昨日人民银行重启逆回购、开展

MLF 操作的主要意图是对冲巨额流动性到期。央行在春节前利用 TLF 投放的资金将于本周开始陆续到

期，昨日到期的 TLF 未续作，但是在昨日 MLF 投放和今日逆回购保持净投放带动下，资金面整体变动

不大。下午受市场诸多传言影响，尾盘拉升，此上涨不可持续，今日可开空仓短线交易。 

 操作建议：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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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20  99.630  0.415  0.418  511 -331 560 -293 

TF1706 98.600  98.430  0.480  0.489  9203 1234 15824 -239 

TF1709 97.720  97.670  0.385  0.396  24 -31 518 2 

T1703 96.580  96.395  0.640  0.667  3584 278 5315 -1821 

T1706 95.145  94.845  0.805  0.853  52308 1800 54827 -1530 

T1709 93.930  93.705  0.615  0.659  647 110 2847 105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1：5 年期主力合约 TF1706 日内走势                    图 2：10 年期主力合约 T1706 日内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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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行情与要点提示 

 要点提示： 1、连续六日空窗后，央行公开市场周一重启逆回购操作。央行进行 200 亿 7 天、300 亿

14 天、500 亿 28 天期逆回购，当日有 1900 亿逆回购到期，当日净回笼 900 亿。Shibor 利率多数上

涨，长期资金利率继续走高。 2、中国证券报：市场人士表示，央行货币政策取向决定流动性走向，

中性货币政策意味着央行不会放任流动性过于宽松，但也不会容忍流动性剧烈收缩，后续资金面逐渐

恢复紧平衡是大概率事件。长期限货币市场利率上行空间不大，可能保持高位运行。 

 现货行情：5 年期、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跟踪 IRR 分别为-3.18%,-5.59%。昨日公开市场央行进

行了 800 亿 7D 逆回购，800亿 14D 逆回购和 900 亿 28D逆回购操作，今天逆回购到期 1500 亿，总计

净投放 1000 亿元。 

图 3：5 年期主力合约 TF1706 跟踪 IRR  图 4：10 年期主力合约 T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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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7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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