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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发行要素
简称

16 贴现国债 52

期限

91 天

市场环境
 宏观经济

招标数量

120 亿（可追加）

债券品种

贴现债

国际方面，上周四发布的美国系列经济数据整体超预期

付息方式

到期还本

向好。其中，10 月新屋开工总数大幅上升至 132.3 万户，创

招标方式

混合式价格

逾 9 年最高水平，并远好于预期值。10 月新屋开工月率则

招标日期

11 月 25 日

由跌转升，25.5%的涨幅同样远高预期。数据反映美国房地

起息日

11 月 28 日

产市场强劲复苏。此外，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显示美国通胀

缴款日

11 月 28 日

水平增速加快。受汽油和租金成本上升推动，美国 10 月 CPI

上市日

11 月 30 日

环比上涨 0.4%，创 6 个月以来最大涨幅；同比增幅 1.6%好

银行间、交易所

于前值，并创 2014 年 10 月以来最大。美国 10 月核心 CPI

发行场所
手续费

无

环比和同比增速虽均不及预期，但整体运行平稳。总体来看，

备注

无

美国经济通胀向好趋势进一步明朗，美联储 12 月加息概率

预测区间

2.10 ~ 2.16%

或进一步增大。
国内方面，上周公布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数据显示，10

银行间短期限国债（3 个月）到期收益率

月下半月，房价涨幅快速回落，地产销售降温明显。经统计
2.80

局初步测算，10 月份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2.60

分别上涨 0.5%和 1.3%，分别比 9 月份回落 2.8 和 1.0 个百

2.40

分点。除深圳和成都继续下降外，北京、天津、上海、厦门
和郑州等 5 个城市也由升转降。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2.20

0.6%和 0.8%，分别比 9 月份回落 2.9 和 1.1 个百分点。三线
2.00

城市房价较为稳定。10 月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

1.80

比涨幅比 9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涨幅比

1.60
'15-11

9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10 月初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
'16-01

'16-03

'16-06

'16-08

'16-11

降温将逐渐传导至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下拉作

最近短期限国债（3 个月）发行情况
债券简称

影响已体现在当月房价涨幅中，预计后期房地产销售进一步
用。

规模

期限

收益率

招标日

16 贴现国债 51

120 亿

91 天

2.10%

11/18

16 贴现国债 49

120 亿

91 天

2.02%

11/11

 资金面及市场
周三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 1000 亿元 7 天、800 亿元 14
天和 100 亿元 28 天逆回购，中标利率均持平于上期。当天

最近短期限国债（3 个月）二级成交
剩余期限

最新估值

成交收益率

1400 亿元逆回购到期。经测算，今日从公开市场净投放资

16 贴现国债 51

89 天

2.12%

-

金共计 500 亿元。今日早盘资金延续昨日略微紧张态势下午

16 贴现国债 49

82 天

2.12%

-

有所转松，银行间利率呈现下行态势，隔夜利率和 7 天回购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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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分别下行 1bp 和 2bp 至 2.3077%、2.6714%。交易所资
金价格呈现上行态势，GC001 和 GC007 分别上行 2bp 和 3bp
至 2.9568%、2.8524%。债市方面，国债续发 3 年期，需求
尚可，四期口行债表现平稳，较上周变化不大。现券市场交
投偏清淡，债券收益率趋向下行。其中，国债收益率曲线除
1 年期收益上行 1bp 外，其余期限收益整体下行 1~4bp 左右；
非国开金融债收益率整体下行 1~3bp；国开行金融债收益率
整体下行 1~3bp。

定价分析
 定价参考
11 月 23 日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91 天）的
中债估值为 2.1225%。剩余 89 天的“16 贴现国债 51”，最新
中债估值为 2.1217%。
 投标建议
本周初，利率债一、二级市场回暖迹象趋向明朗。一级
招标热度大幅回升，尤其是长端债券品种配置价值凸显，重
获配置机构青睐。现券市场买盘力量明显增强，推动长端利
率不断下移。不过自周三、周四以来，资金面逐渐由松向偏
紧转变，或对短久期债券品种形成制约。因此，我们预计本
次贴债中标利率将在二级市场附近的位置。
预计本期“16 贴现国债 52”的中标区间为 2.10 ~ 2.16%，
建议配置型机构在 2.10 ~ 2.14%投标，交易型机构在 2.14~
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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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记账式贴现（五十二期）国债
2、投标时间：2016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10:35 至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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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种：
方式 1：全权委托，委托总量为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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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单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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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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凡 010-88005021

袁田 010-8800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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