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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2019 年，中美关系将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投资逻辑之一，阶

段性的摩擦和缓和都会加剧债市的波动。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形势对

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我国政府稳定经济的决心，投资者交易的难度将

提升，需要结合当时的收益率水平和政策环境相机抉择。

2、建议关注二季度前后债市牛熊转换时点。我们对于明年经济形

势的判断为对勾型（√)走势。斜率较为平缓，对勾的末梢不会高于起

始点，即 2019 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速不会高于 2018 年四季度。相应的

推理，债市在 2019 年一季度可能还会保持惯性强势，反向操作风险巨

大。2019 年二季度，我们提醒投资者关注债市牛熊的转换。若宏观政

策对经济的提振在二季度有所显现，债市又处于相对高位的水平，不

排除会在此时发生方向性反转。

3、二季度也将是债市供给压力增加的时点。一般来讲，国债和地

方债在二季度开始大量发行。不排除地方专项债的发行高峰提前到二

季度甚至一季度。地方债发行规模可能会增加，专项债可能会大增，

达到 2万亿元，甚至 2.3 万亿元规模。明年地方专项债对期债的冲击

仍然值得警惕，若地方专项债提前进入发行高峰，投资者需提前做出

应对准备。

4、“宽信用”能否实现是债市牛熊转换的关键因素。财政货币政

策层面，明年可能出现力度和创造性双双提升的局面。明年的政策亮

点和重点倾向于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可能占据很大视野。减税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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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的影响，需要关注市场信用的扩张。若实体经济好转导致信用扩

张的到来，会给债市带来调整的压力。

5、货币政策方面，预计央行大概率维持中性偏宽松政策，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与今年不同的是央行可能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如何让

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是关注重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能否成

功疏通，是债市牛熊转换的关键一环，若疏通受阻，市场仍将偏好利

率债，国债收益率继续下行；若疏通成效显著，则市场将偏向高等级

信用债，国债收益率下行有限，甚至不排除出现小幅上行。

6、对于明年债市的基本判断：一季度惯性偏强，关注国债和地方

债发行进度提前。二三季度震荡回落，四季度不确定性较大，视信用

扩张效果而定，若宽信用疏导受阻，可能再次偏强。

推荐指数：三颗星。

风险点：宏观数据异常波动，货币财政政策不及预期，中美贸易

战阶段性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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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期债市场可谓气势如虹，2019年是延续这一盛况，还是盛极必衰，牛市的高点在哪里，

牛熊的转换点在哪里，我们需要关注的信号是什么？

12月 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 12月 19日-2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明年宏观政策的

重点脉络渐渐明晰，我们就会议精神结合目前形势梳理出明年宏观经济的几条主要逻辑，并在此基

础上推演出国债期货的相关应对策略，希望能为投资者们提供参考。

一、2018年国债期货市场回顾

2018年，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股市下跌、货币政策相对宽裕的影响，期债震荡偏强。截

止 12月 21日，10年期国债主力合约全年上涨 3.735，涨幅 4.01%。5年期国债主力合约上涨 2.320，

涨幅 2.4%。

图1-1：2018年10年期期债主力合约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五债十债价差连续回落，五债十债价差从 1月 2日的 3.62连续回落至 12月 21日的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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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五债十债价差震荡回落（1月2日-12月21日）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基本面分析：2019年影响债市的主逻辑

（一）中美贸易摩擦仍将加剧市场波动

2019年，中美关系将是最重要的投资逻辑之一。2019年，贸易摩擦仍将会是中美关系的焦点，

大概率会是长期性问题，并且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鉴于中美贸易摩擦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以

及中美关系变化可能对世界造成的巨大影响，中美经贸问题不会轻易激化，更不会彻底决裂，但也

不会轻易结束。

对于金融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来讲，中美关系的每一个热点性事件都有可能引起资本市场的情

绪变化，也有可能引发市场的过度反应。避险情绪的增长与消退，会对金融市场尤其是国债期货市

场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个影响又是不可能精确预测的，我们难以推断 2019年中美关系将会出现哪些

热点问题，也难以推断未来每一次中美谈判的成与败，更难以推断中美关系激化与和解的时点，但

是我们建议投资者根据不同的形势做好应对。

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缓和，会导致避险情绪暂时消退，引发国债期货价格的阶段性回调。如果缓

和的程度足够大，将会是期债阶段性的做空机会和高等级信用债的做多机会。反之，如果中美贸易

问题出现阶段性的激化，会导致市场避险情绪的升温，为国债期货和利率债带来做多机会。需要注

意的是，如果激化程度较为剧烈，会引发国内政策的对冲，比如出台影响较大的减税降费和扩大开

放措施，来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激化引发的收益率下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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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较为有限。

总之，鉴于 2019年中美关系的复杂形势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我国政府稳定经济的决心，投资

者交易的难度将提升，需要结合当时的收益率水平和政策环境相机抉择。

图2-1：中美贸易战加剧了2018年债市波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经济有望受政策提振，关注二季度债市牛熊转换

“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改革开放再启程”会是明年市场的另一条鲜明的逻辑线。

12月 13日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决策层的态度已经从 7月底中央政治局

会议的“要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变成了“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这表明决策层面对中美关

系新形势经过一定时间的权衡之后，最终的选择是按自己的逻辑和战略继续推进。

综合决策层传递的方向性信号，我们对于明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为对勾型（√)走势。预计明年一

季度国内经济会惯性承压，二季度可能在政策面的各种支持下，开始企稳回升。至于这个“√”的

斜率如何，我们倾向于较为平缓的“√”。

之所以说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且二季度反弹斜率较为平缓，原因是从目前的经

济数据尤其是经济驱动力的数据（消费、投资、进出口）来看，经济增长动能尚较为疲弱。由于 2019

年经济总体形势可能仍不乐观，尤其是一季度压力较大，政策面的支持可能会相应增强。由于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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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复杂性，决策层大概率将会出台全面性的组合政策，对冲外围风险和经济增速下行压力。

债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如果经济形势如以上预判，债市在 2019年一季度还会保持惯性强势，反

向操作风险巨大。届时，经济数据难以迅速好转，债市仍然会有做多的动力。如果股市继续走低，

债市也将是资本投资为数不多的合适标的。

明年二季度，我们提醒投资者关注债市牛熊的转换。若宏观政策对经济的提振在二季度有所显

现，债市又处于相对高位的水平，不排除会在此时发生方向性反转。

图2-2：经济驱动力数据偏弱

数据来源：Wind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右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右轴)

贸易差额: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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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三）关注 2019年供给高峰提前到来对债市的影响

通常来讲，二季度也将是债市供给压力增加的时点。一般来讲，地方债在二季度开始大量发行。

不排除地方专项债的发行高峰提前到二季度甚至是一季度，这是投资者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市场

传言 2019年债券市场可能在 1月份即将迎来地方债发行高峰，我们认为可能性不大，但一季度后期

全国“两会”之后，地方债增量发行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地方债发行规模可能会增加，专项债可能会大增，达到 2万亿元，甚至 2.3万亿元规模。今年

的 8—9月是地方专项债发行高峰，供给压力造成了国债期货连续两个多月的回调。2019年地方专

项债对期债的冲击仍然值得警惕，若地方专项债提前进入发行高峰，投资者需提前做出应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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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债券的牛熊周期来讲，债券的牛市最多持续一年左右，持续到两年的情况较为少见，周期性

因素也可能影响投资者心理和情绪的转变。股市的表现也会对债市牛熊转换的时点产生提前或推后

的影响。若股市明年提前好转，债市牛熊转换提前发生的概率会增加。若股市迟迟难以扭转疲弱走

势，债券牛熊转换的时点也可能向后延迟。

图2-3：月地方专项债发行高峰造成国债期货价格连续回调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四）“宽信用”效果决定债市牛熊转换节奏

财政货币政策层面，明年可能出现力度和创造性双双提升的局面。明年的政策亮点和重点倾向

于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可能占据很大视野。货币政策大概率保持合理充裕，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如

何让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或是政策重点。

财政政策力度或上升，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突破 3%概率较大，有可能在 3.2%左右。财政政策工

具方面，预计 2019年减税降费的规模还会在 1万亿元左右。进一步降低所得税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减税方面对债市的影响，需要关注市场信用的扩张。若实体经济好转导致信用扩张的到来，会给债

市带来调整的压力。

货币政策方面，预计央行大概率维持中性偏宽松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与今年不同的是

央行可能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如何让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是重点关注。再次宽松的可能性

依然存在，“降准”“降息”都是可选项。2019年 1月降准的可能性存在，但概率也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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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 2019年国内央行可能降准两次，幅度总计 0.5个百分点。“降息”方面，变动基本利率依

旧较难，减低MLF利率可能会有一两次。降准和降息都有可能给债市带来短期提振。如果降准降

息发生在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强债市的偏强走势，扩大期债价格的上

行空间。

财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能否成功疏通，是债市牛熊转换的关键一环，若疏通受阻，市场仍将偏

好利率债，国债收益率继续下行，若疏通成效显著，则市场将偏向高等级信用债，国债收益率下行

有限，甚至不排除出现小幅上行。

三、交易策略

趋势判断：债券市场走过了气势如虹的 2018，站在 2019年的迷局之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外部环境风云突变，中国经济面临增速下行压力，各种力量正在巅峰角逐：中美贸易摩擦

加剧 VS国内对冲政策；国内经济增速下行压力 vs决策层稳定经济的决心；货币政策维持相对充裕

vs地方债增发供给冲击。2019年债券市场将于这些矛盾相向而行，不确定性可想而知，我们仅能从

几条主要的、较为确定的因素去推导债市 2019年的各种可能性。

若仅考虑经济政策基本面和供给因素，我们对于明年债市的基本判断为：

一季度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较为明显，国债期货惯性偏强概率较大，值得注意的是，若国债和地

方债提前发行，可能会造成期债强势进程放慢甚至月度级别的扭转。

二三季度，政策托底效果有望在经济数据上有所体现，经济下行压力略有缓解，叠加地方债大

量发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宽信用方面可能取得实质进展，期债或进入震荡期，不排除偏弱的可能。

四季度，不确定性较大，地方和专项债供给压力可能有所减弱，宏观数据反弹空间预计不会高

于 2018年四季度，美元加息周期结束，期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弹。

中美贸易摩擦、地方债发行高峰时点、宽信用效果显现，这三个因素将是 2019年全年值得关注

的因素，会对债市造成阶段性的冲击，甚至导致期债形成阶段性甚至长期方向的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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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基于经济基本面和供给因素的期债走势判断

偏强
1、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2、目前债市暂未出现见顶迹象

1、地方债提前发行                        
2、宏观数据超预期

偏弱
1、两会过后政策出台，经济有回暖预期。                          
2、国债、地方债扩大发行。供给压力较大。

1、政策力度不及预期，中美贸易战升温。     
2、国债、地方债增量不及预期。            
3、降准力度大，收益率继续下行。

偏弱
1、托底政策见效，经济回暖。               
2、宽信用取得预期效果。                  
3、专项债发行高峰。

1、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经济继续下行。      
2、中美贸易战升温。                      
3、地方债发行不及预期。

震荡
1、供给压力减弱                          
2、美元加息周期结束

1、四季度供给压力持续。

方向预判 逻辑 风险点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美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加息预期增强。

资料来源：中期研究院

总之，期债从年初强势持续至今，收益率到了考验交易水平的的点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3.35

左右。目前的位置，可能是未来一年的中枢水平，向上向下皆有空间。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中美贸

易关系、国内经济增速、财政货币政策三条逻辑主线。关注明年二季度前后债市牛熊转换的可能性，

提前准备好各种形势下的应对策略。

2019年国债期货的风险点

风险点：宏观经济数据异常波动，中美贸易战再度激化，扩信用导致债市违约风险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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