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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当前，宏观经济呈现明显的企稳筑底迹象。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

远超市场预期，4月份数据虽相对回落，但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并未

减弱。总体来看，宏观基本面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预计 5月经济数据

难以出现明显走强或走弱，对于期债难以形成方向性的影响，个别数

据的异动可能给期债带来一些日度级别的行情。

5月初中美经贸问题再次陷入的僵局，可能短期内难以解决。近

期需密切跟踪中美贸易磋商进展，突破僵局的任何事件，都可能造成

期债的大幅波动，甚至有可能是月度级别的行情，对于打破僵局的方

式以及时点，难以预测，只能应对，可以跟随市场超调进行波段交易。

货币政策方面，通胀引发市场对加息的预期，我们认为目前的物

价上涨主要来自于食品领域，具有季节性因素，核心 CPI 非常平稳，

物价平稳趋势并未改变。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处于企稳筑底阶段，并

非过热，货币政策不仅不存在收紧基础，反而还有适度宽松的客观要

求。但需要注意的是，短期外部的汇率压力，可能会限制国内货币政

策的宽松空间。货币政策大概率维持现有适度宽松格局不变，对期债

影响中性。

包商银行事件标志着中小银行依靠同业业务的无序扩张模式终落

下帷幕。短期来看，此次事件会降低市场整体风险偏好。但中长期来

看，未来要通过金融供给侧改革增加有效金融供给，加大普惠金融覆

盖力度，真正做到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可以提高市场整体风险偏好。

所以，对于包商银行事件对市场的冲击，不宜过度解读。

交易策略：6月份期债总体震荡，特殊时段可能会有偏强行情。

操作建议：观望为主，关注短期做多机会。推荐指数：三颗星。

风险点：5月宏观数据超预期，中美贸易战再有缓和的趋势、金

融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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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月份国债期货市场回顾

4月经济与金融数据均较为偏弱，叠加中美贸易摩擦有所发酵，债市交易空间进一步打开。国
债期货 5月份上半月经历了连续的上涨。之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消息面回归平静，期债上行止步，5
月 24日，包商银行被接管之后，市场担忧短期银行间流动性或遭受冲击，期债经历了大幅的震荡调
整。全月来看，5月期债市场微幅上涨。根据中金所数据。5月 1日以来，截至 5月 27日收盘，10
债主力合约 T1909上涨 0.315，5债主力合约 TF1909上涨 0.15。2债主力合约 TS1909上涨 0.095。

表 1.1：5月国债期货合约涨跌及持仓情况（数据截至 5月 27日）

数据来源：中金所，中期研究院

说明：数据提取时间周期为 5月 1 日-5 月 27 日。

(1) 成交量、持仓量：手（按单边计算）

(2) 成交额：万元（按单边计算）

(3) 交割日月末结算价为现货指数交割结算价

二、基本面分析：

（一）4月宏观数据相对回落，期债基本面担忧暂时消退

当前，宏观经济呈现明显的企稳筑底迹象。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远超市场预期，4月份数据虽
相对回落，但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并未减弱。

首先，消费增速保持实质性高位。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 7.2%，较上月的 8.7%下
降较多，但是若剔除假日移动因素，4月份增速与 3月份基本持平，所以当前消费增速实质上保持
稳定。并且，当前消费增速处于更接近 9%台阶的位置上，而不是更接近 8%的台阶，是一个相对高
位，消费能够在这样一个相对高位保持平稳增长，对经济企稳的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更加显著。

其次，投资增速暂时性回落、蕴含潜力提升。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 6.1%，较上月的 6.3%
略降，主要是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基建投资增速持平。基建投资是 2018年投资连续下滑后回升的
第一推动力，其保持回升对于投增速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考虑到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仍在陆续开展和

运转，基建投资增速继续回升一定幅度的可能性并不小。制造业投资的回落是伴随投资结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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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出现的，更多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摩擦性影响的体现。所以，投资增速的回落只是暂时，未来还

将会继续回升，并且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逼近。

再次，进出口同比增速波动较大、贸易差额保持顺差势头。过去一年多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同

比增速一直波动较为剧烈，今年 1-4月份也呈现这样的波动性。这主要是中美贸易问题反复、世界
经济前景趋弱等外部环境变化，给我国的外贸局势带来的不稳定性所致。但进出口波动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并不是主要的，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是贸易差额。4月份的贸易差额虽然较 3月份降低超过
一半，但仍保持了顺差的势头，这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依然是加强而不是弱化的。

总体来看，宏观基本面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预计 5月经济数据难以出现明显走强或走弱，对于
期债难以形成方向性的影响。但是金融数据在 4月回落后，预计难以进一步下行，后续仍将保持稳
定或者出现回升，会抑制利率的下行空间。

图2-1：4月生产、投资、消费数据较3月份走弱

数据来源：Wind

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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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月社融数据偏弱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中美贸易磋商不确定性增强，需警惕短期扰动

在去年 G20峰会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后，中美经贸问题走向被扭转，开始向乐观发展。但就在各
方面消息和迹象均表明，中美达成文本协议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之际，5月初中美贸易问题再次出现
很大波折。主要是特朗普再次极限施压，意图让中国接受其无理要求；中国恪守原则底线，不屈从

于美国施压，致使中美经贸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从公开信息看，当前双方分歧的集中点涉及中国原

则底线，官方已多次明确强调我方不会让步，因此中美经贸问题的未来发展，尤其是谈判能否继续、

能否达成协议，主要要看美方、看特朗普能不能摒弃幻想，更加务实、更有诚意地对待中美经贸谈

判。考虑到此次波折之前，双方谈判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一旦谈判顺利重启，留给特朗普还能够

玩极限施压把戏的空间就非常之小，此次特朗普一定会想方设法多捞好处，很难轻易松口或转变态

度，故中美经贸问题此次陷入的僵局，可能短期内难以解决。

中美贸易突然转向已经给期债造成了连续上行的影响，进入僵局之后，期债走势显得尤为踟躇，

鉴于不确定性巨大，突破僵局的任何事件，都可能造成期债的大幅波动，甚至有可能是月度级别的

行情，对于打破僵局的方式以及时点，难以预测，只能应对，可以跟随市场超调进行波段交易。

（三）物价平稳趋势不变、货币政策无收紧基础

在过去两个月，CPI重回 2%并持续上涨，4月份已经达到与去年最高水平持平的 2.5%，这加强
了市场对 CPI持续上涨的预期。特别是，非洲猪瘟对猪肉价格的上涨影响开始体现后，农业农村部
在 2019年 4月 1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关于“专家初步预计，下半年猪肉价格同比涨幅可能
超过 70%”的说法，让下半年 CPI达到 3.5%的水平充满遐想。在此背景下，市场对货币政策收紧的
预期也开始出现。我们认为这些预期多少有所偏颇。

一方面，就物价来看，CPI近两月的快速上涨的显著表现因素是食品价格，鲜菜、鲜果和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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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涨明显。但鲜菜、鲜果的价格上涨主要是季节性所致，不会长时间存在；猪肉价格上涨的持

续性可能更长，但国家采取措施稳定猪肉价格是必行之举，其对 CPI的长期影响也是有限的。而且，
如果观察剔除了季节性影响较强的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可以发现，核心 CPI的变动一直是非常
平稳的，4月核心 CPI同比增速为 1.7%，还比 3月增速下降了 0.1个百分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
明了物价平稳趋势并未改变。

另一方面，就货币政策来说，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止有一个，虽然稳定物价或许是最重要的

目标之一；央行的货币政策手段不止有一个，虽然稳定物价可能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之一是加息。

所以，物价上涨与货币政策收紧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同时，一般来说，通胀高企，往往意味着

经济过热，而抑制经济过热，货币政策方面最有效的就是加息。但前文已述，当前正处于企稳筑底

阶段，并非过热，货币政策不仅不存在收紧基础，反而还有适度宽松的客观要求。

（四）汇率压力较大，货币宽松空间受限

5月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在 6.9附近震荡。同时叠加外部因素，引发了市场普遍对人
民币汇率“破 7”的担忧。对此央行一周内两次喊话表示汇率市场平稳，对提振市场信心起到了积
极作用。

5月 19日，央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表示，我们完全有基础、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中
国外汇市场稳定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相隔 4日，5月 23日，央行副行长、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国强表示，目
前虽然汇率出现一些偶发性超调，但市场状况是平稳的，没有也不允许“出事”。

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来看，5月 15日，央行宣布在中国香港成功发行了 200亿元两期央票。仅
隔一周时间，5月 21日，央行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央行将于近期再次在中国香港发行央票。

后续需密切关注海外市场流动性，如果汇率压力较大，不排除央行继续回收境外人民币流动性，

海外政策的收紧，有可能会影响国内货币的宽松空间。

（五）包商银行事件或降低市场风险偏好

周五央行及银保监会联合宣布，包商银行存在严重信用风险，决定自 2019 年 5 月 24 日起对
包商银行实行接管，接管期限 1年。

此事件标志着金融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拉开帷幕，也标志着中小银行依靠同业业务的无

序扩张模式即将终结。包商银行事件可能仅是一个开始，金融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会是今

后一段时间金融行业工作的主题，具有较长的持续性。

目前来看，包商银行接管事件一度引发市场恐慌，导致 5月 27日债券市场暴跌。在央行大动作
维稳之下，债市悲观情绪缓释，从后续几日涨幅来看，已完全收复 27日的暴跌，事件性冲击暂时告
一段落。然而，未来中小行同业业务收缩，有可能导致市场流动性收紧，其持续性影响可能还会继

续发酵。短期会对降低市场的整体偏好，对银行流动性可能会有一定的冲击。但长期来看，未来要

通过金融供给侧改革增加有效金融供给，加大普惠金融覆盖力度，真正做到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供给侧改革实质推进可以提高市场整体风险偏好。

至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交易机会，我们认为，短期的流动性收紧可能带来一些做空

机会，但是，国家在金融改革方面可谓慎之又慎，极其重视对市场造成的影响，对于市场的波动会

积极的进行平抑，因此，对于寻找市场超调带来的交易机会，一定要控制节奏，及时获利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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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国债收益率小幅上行

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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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表 2.1：长端国债收益率下行（比较日：5月 6日）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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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货币市场利率多数下行（比较日：5月 6日）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三、交易策略：6月债市或振荡偏强，关注短期扰动

交易策略：宏观经济处于筑底阶段，对期债缺乏基本面的指引，货币政策大概率维持现状，宽

松或收紧都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撑。中美贸易摩擦进程坎坷，近期不确定性扩大。金融领域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拉开帷幕，短期对银行流动性可能造成一定冲击，但中长期有利于银行资金风险偏好的

抬升。总体来看，期债趋势缺乏方向性指引，可能因 5月数据公布等事件影响阶段性偏强。
操作建议：趋势未明，密切关注 5月宏观经济数据公布，若无其他因素影响，5月宏观经济数

据弱于预期可能带来小幅做多的机会，可关注数据的公布情况。另外，中美贸易磋商进展以及包商

银行事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可能给市场带来短期交易机会，导致债市暂时脱离经济基本面也不无可能。

总之 6月不确定性较大，区间交易为宜。预计 10债 T1909震荡区间 96.6~97.1。五债十债价差区间
1.7~2.4。

推荐指数：3颗星。
风险点：4月宏观数据超预期，中美贸易磋商新进展，金融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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