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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本期招投标品种：12 附息国债 17（续）

市场环境

基本发行要素
简称

12 附息国债 17（续）

期限

3 年（剩余 2.78 年）

招标数量

280 亿元（甲类可追加）

债券品种

固定利率附息债

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

招标方式

混合式价格招标

招标日期

2012 年 12 月 5 日

起息日

2012 年 9 月 13 日

缴款日

2012 年 12 月 10 日

上市日

2012 年 12 月 12 日

发行场所

银行间、交易所

手续费

0.05%

备注

首期票面利率 3.1%

固定利率国债（3 年）到期收益率

 宏观经济
美国两党正就财政悬崖展开博弈。上周美国财政部长盖特
纳代表总统奥巴马，提出了民主党方面的解决“财政悬崖”问
题的方案，此外奥巴马还希望永久性上调联邦债务上限、将失
业救济金期限延长一年并延长薪资税减免期限。美国经济温和
增长。美国商务部公布该国第三季度实际 GDP 由增长 2.0%向
上修正为增长 2.7%，修正后的增长率为近三年的较高水平，库
存为当季 GDP 贡献了 0.77 个百分点的增幅。欧元区经济持续
低迷，欧洲央行预计四季度欧元区经济活动将保持疲软，年底
之前难有改善迹象。
国内方面，11 月份中采 PMI 全面回升。延续了此前的回升
势头，11 月份 PMI 比上月提升 0.4 个百分点至 50.6，连续 3 个
月持续上涨并创下近 7 个月来新高。PMI 各关键指数，包括生
产、订单和新订单指数均上行。生产指数从 50.1 升至 50.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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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区间：3.04 ~ 3.10%

升幅度较之前有所缩窄，但仍继续处于扩张过程中。新出口订

12 月 3 日：3.0659%

单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大幅提高 0.9%和 0.8%。通胀方面，受

3.00

蔬菜和猪肉价格上升的影响，预计 11 月份 CPI 食品项环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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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1.0%，非食品价格的环比涨幅为 0.2%左右。11 月份 CPI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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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0.4%左右，同时由于去年 11 月环比下降 0.2%，本月 CPI
预计回升至 2.2%。综合来看，国内经济企稳回升迹象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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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逐渐承压，利率品种引领上行走势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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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面及市场
11 月份公开市场连续四周净回笼，合计回笼资金 2400 亿

最近 3 年期固定利率国债发行情况
规模

收益率

招标日

元。上周公开市场上实现净回笼 400 亿元，前三周回笼量分别

301.2 亿

2.48%

7/25

为 1610、250 和 140 亿元。十一月当月，公开市场上各周均为

300 亿

3.10%

9/12

资金净回笼，规模逐渐缩小，主要是财政投放等因素的影响。

债券简称
12 附息国债 07(续发)
12 附息国债 17

从 11 月当月的情况来看，资金利率的变化比较平稳，隔夜利率

最新固定利率国债（3 年）二级成交
债券简称

剩余期限

最新估值

成交收益率

12 附息国债 17

2.78 年

3.05%

3.07%

12 附息国债 07

2.40 年

3.04%

3.04 ~ 3.05%

10 附息国债 28

2.73 年

3.06%

3.05%

请阅读正文后的免责条款及数据来源说明

从 3.0%的水平逐步走低至目前 2.30%的位置，且日成交量有所
扩大，反映了资金宽裕的格局，而 7 天利率较为平稳，在央行
的逆回购利率指导作用下，11 月的 R007 基本围绕在 3.35%的
水平波动，尽管由于资金面宽松出现过明显下行，最低曾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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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随后在月末又出现了回升。进入 12 月份第一个周一，
资金市场基本平稳，隔夜利率和 7 天利率基本无变化，R007
加权利率略低 3bp 稳在 3.35%的逆回购利率水平，反映出市场
目前对于流动性状况基本认可，预期也没有较大改变，在财政
存款逐步投放和央行逆回购缩量的综合作用下，资金面预计将
保持平衡状态。

定价分析
 定价参考
12 月 3 日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3 年）的中债
估值为 3.05%。本期债券的首期品种“12 附息国债 17”，剩余
2.78 年，最新中债估值为 3.05%，周一当天报价对峙在
3.08%/3.04%的位置，最新成交于 3.07%，反映了自上周开始的
短期限国债收益率较快的上行走势；此外，2012 年发行的另外
一只 3 年期国债“12 附息国债 07”，剩余 2.4 年，中债估值为
3.04%，最新成交在 3.04 ~ 3.05%；剩余期限 2.73 年的“12 附
息国债 28”最新估值为 3.06%，成交在 3.05%。
 投标建议
由于经济向好的信号逐渐释放，债券市场存在上行压力，
上周国债上行较快，尤其是短期限品种，1、3、5 年期收益率
曲线上行约在 6 ~ 8bp 左右，因此预计会影响本期招标结果走
高；但考虑上周五农发行招标时出现机构年底面临考核拼量的
情形，拉低了中标利率，两项因素综合考虑，本期招标预计不
会大幅走高。
综合考虑手续费返还的影响，预计本期债券的中标区间为
3.04 ~ 3.10%，建议配置型机构在 3.04 ~ 3.08%投标，交易型机
构在 3.08 ~ 3.10%区间搏取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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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传真：010-88005099，010-66025251（国信证券）

委托投标意向书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经研究决定，我单位现委托你公司按照以下条件进行相关债券的投标：
（一）债券要素
1、债券名称：2012 年记账式附息（十七期）国债（第一次续发）
2、投标时间：2012 年 12 月 5 日上午 9:30 至 10:30
（二）委托方式
我单位的委托方式为（且仅为）以下两种方式的第
方式 1：全权委托，委托总量为

种：

万元（若选择方式 2，该项不填）；

方式 2：指定标位（利率/价格）委托，委托明细如下表（若选择方式 1，该表不填）：

序号

标位（利率/价格）

委托数量（万元）

1
2
3
4
5

注：若发生某一标位委托数量大于中标数量（即该标位中标数量按比例配售方式确定）
的情况，分销数量按照实际中标数量确定；投标标的按发行通知确定。
（三）其他事项
由双方协商约定。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单位地址：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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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固定收益事业部制作，供内部交流使用。
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信息均来源于 Wind 资讯等行业公认可靠的已公开资料，我部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
完整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推测仅反映本报告出具日的判断，该等意见、
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过往的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预示和担保。我部不保证本报告所
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我部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自行做出修改。在不同时期，我部及国信证券其他部
门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推测不
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
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等为我部内部研究成果，仅供投资者参考之用，该等信息和意见并未考虑到获
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私人咨询建议或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
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
成的一切后果，国信证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国信证券利用信息隔离墙控制内部一个或多个领域、部门或关联机构之间的信息流动。在法律许可的
情况下，国信证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证券头寸或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
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等相关服务。
本报告版权归国信证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复制或传播。
数据来源说明：
本报告中的图表均使用 Wind 资讯及其 Excel 插件提供的数据信息，由国信证券固定收益事业部整理
制作，如无特别数据来源则不再标注数据来源；根据 Wind 的说明，其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政府网站公开
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海关总署等，其银行间拆借利率及回购利率来自于中国
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Shibor 数据来自于 Shibor 官方网站（www.shibor.org）；中债数据来自
于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国信证券固定收益事业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 6 号国信证券大厦 3 层
邮编：100033
联系人：
谢文贤 010-88005095

陈空丹 010-88005090

白雪原 010-88005022

曹政政 010-8800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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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伟忠 010-8800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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