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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促进货币政策利率传导了吗? !

——基于国债期货、现货与回购市场联动的视角

曾芸霍达袁绍锋

〔摘要〕国债期货是基础性利率风险管理，直接反映了市场对国债收益率的预期， 

是成熟市场中央银行观察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的重要参考。本文利用TVP-VAR模型进行 

实证研究，测度回购市场利率、国债收益率、国债期货收益率之间联动关系的动态演进特 

征。研究表明，国债期货上市以来，国债期货市场对回购市场利率变化均能做出正向反 

馈，显示较强的市场成熟度。同时，债券市场对回购市场利率变化的敏感性增强，使货币 

政策的利率传导更加顺畅。

关键词：国债期货国债收益率回购利率货币政策传导

JEL 分类号：E43 G12 G13

一、文献综述

2018年8月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重点研究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问题,凸显了畅通政策利率向其他市场利率传导渠道的紧迫性& 

收益率曲线是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的载体,其基本路径是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调控影 

响货币市场利率，然后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由短端传导至中长端，以此为基础传导至其他金融市 

场&受投资者结构、金融工具、利率形成机制等因素影响，中央银行很难仅凭货币政策操作利率实 

现对国债收益率的有效引导&因此，除了国债现货市场、回购市场外，还需要国债期货、远期利率协 

议和利率互换等金融工具进行辅助和制衡&我国自2005年推出FRA和2006年推出IRS交易后, 

整个市场趋于完善，欠缺的仅有期货市场,国债期货的推出弥补了这一短板&在此背景下 ,研究国 

债期货、现货与回购市场利率之间的联动性，及其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驱动国债期货、现货与回购市场利率之间联动的微观基础是投资者跨市场交易行为&从20世 

纪80年代开始，商业银行就开始了利用国债期货对冲信贷资产中利率风险的实践&经过长期实 

践,国债期货已经成为大型金融机构管理债券资产利率风险、调整资产负债久期缺口、提升资产管 

理效率的必要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等权威机构已经就国债期现货市 

场的功能进行了权威解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国债期现货市场在金融市场有非常重要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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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功能，突出表现为:担当利率基准,作为信用债、银行贷款等金融工具的定价基础；管理利率风险, 

投资者可以利用国债及国债期货等衍生产品管理利率风险;方便进行融资和流动性管理;作为重要 

的投资工具;作为准货币和“避风港” & Patel (1987)基于费雪效应和无偏预期假设,研究发现美国 

短期国债期货可以在30%-40%的水平上对冲通货膨胀风险& Hamilton(2007)研究表明，引入联邦 

基金利率期货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变动对中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影响增强，即使是10年期以上的 

国债收益率也对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变动变得更加敏感& Svensson' 1994)基于瑞典1992-1994年的 

数据研究表明，远期国债收益率综合反映了市场对未来国债收益率、通货膨胀和汇率水平,因此利 

用国债期货可以较好地对冲通货膨胀& Harrison(2011)的研究认为，不仅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期货 

价格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市场信息，其持仓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对国债收益率走势的预 

期& Weeer(2001)指出，在欧元推出前夕的1998年，市场流动性急剧向德国国债市场集中,避险需 

求推动德国国债期货市场成交持仓的快速成长，并一度超过美国国债期货市场，因此德国国债期货 

价格成为欧元区无风险利率的风向标&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也曾指出，“9 - 11 -事件发生后澳 

大利亚证券市场的流动性急剧恶化，然而悉尼期货交易所的利率期货和期权交易量在“9 - 11 -发 

生后的随后几天内明显放大，其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分别于2013年9月$2015年3月$2018年7月上市了 5年期、10年期和2 
年期国债期货&由于我国国债期货处于上市初期，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债期货产品设计及其在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熊艳和李忠朝(2014)研究了英美两国国债期货交割期权与交割特 

征及其对我国债期货合约设计的借鉴意义，王玮和姚远(2015)认为我国国债期货价格与最便宜可 

交割债券价格走势高度相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由此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国债期货有效 

进行久期缺口管理&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债期货价格发现功能,周冰和陈杨龙 

(2013)利用国债期货仿真交易数据，研究认为国债期货仿真交易初步具备了价格发现功能&康书 

隆和何继海(2015)在国内首次利用MIS模型，测度了五年期国债期货的价格发现效率，研究表明 

国债期货的价格发现贡献度达到98. 27%，远远超过现货市场&类承曜等(2017)、郭磊(2017)研究 

了国债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均支持了国债期货价格领先现货市场变化的结论& 

张劲帆等(2019)研究了国债现货、期货及利率互换三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发现机制，研究结论表明 

国债期货在引导中国利率市场价格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述研究表明，国债期货确实具有较强的价格发现效率，为研究国债期货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 

中的作用积累了经验，但在理论基础、指标选择与计量、计量模型等方面还存在很大改进空间,主要 

表现为:一是理论基础方面，普遍缺乏国债期货定价理论支撑，尤其是未建立国债现货、期货与回购 

市场利率之间的均衡定价模型，不能揭示三者之间价格联动的内在机理，因而不能解释国债期货促 

进货币利率传导的内在机理&二是指标选择方面，普遍采用国债期现货价格指标，而不是国债收益 

率指标，未能反映国债期货作为利率衍生品的本质特征&衡量债券投资收益的核心指标是到期收 

益率，即使相同的国债现货价格,由于票面利率、到期时间等因素不同，其到期收益率存在较大差 

异，因此国债现券交易普遍采用收益率报价&正是因为国债收益率是国债定价的核心，需要从利率 

决定视角研究国债现货、回购市场与期货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三是国债期货隐含的远期收益率 

计量方面，国债期货采用“名义标准券设计、多券种替代交收”制度，不同可交割国债的交割货款需 

要通过转换因子去调节，国债期货空头一般会选择隐含回购利率最高的最便宜可交割国债进行交 

割，因此，国债期货价格取决于最便宜可交割国债(CTD) &具体而言,期货价格乘以最便宜可交割 

国债的转换因子，构成了该只国债到期交割的净价，加上应计利息为全部交割货款，据此估算的到 

期收益率则反映了市场对未来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即国债期货隐含的远期收益率&四是计量模型 

方面，已有研究多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样本区间选择将影响实证研究结论，难以反映国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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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格联动的动态特征。为全面刻画国债期现货价格联动的动态演进过程，本文吸收Nakajima 
(2011)思想,采用TVP-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总体而言，本文从国债期货定价理论出发,在计 

算国债期货隐含收益率的基础上,利用TVP-VAR模型实证研究国债期货、现货、回购市场联动特 

征，以此揭示国债期货促进货币政策利率传导中的机制,这是相对已有研究成果的一个创新&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国债期货、现货与回购市场的一般均衡定价理论模型及 

其相互影响机制;第三部分是样本选取与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研究 

结论和启示。

二、理论分析

(一)国债期货、现货与回购市场一般均衡定价的理论模型

在商品期货市场,期货空头持有标的商品用于实物交割将面临储存、运输等成本。为弥补期货 

空头持有成本，商品期货价格倾向于高于现货市场&与商品期货不同，国债期货空头持有国债用于 

交割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但需要为此承担融资成本& 一般而言,收益率曲线是向上的，意味着国债 

票息收入通常高于融资成本，持有在未来交割的国债头寸将产生净收入,而持有国债期货头寸不会 

产生票息收入。因此，国债期货价格倾向于低于现货价格，二者差异则取决于国债持有收益 

(Carry)，即国债利息收入减去融资成本。考虑到质押式回购是我国银行间市场最主要的融资手 

段,回购融资成本是债券交易中的主要成本，国债期货、现货与回购市场的一般均衡定价公式为：

F)=s)_ Cank) (1)
其中,F为期货价格,S)为现货价格,Carry,为国债持有收益。

Carrg = [100 * C)V (T - (S)+ AIt) V re;ot V (T] a 365 (2)

其中，0为国债票面利率,9I为方日国债应计利息,(T为方日至第二交割日的天数①,wo为持有 

国债期间的质押式回购融资利率&除质押式回购利率外，票面利率、应计利息、剩余天数均为常数。

由公式(1 )、(2)可得：

(F = (S _ (Ca g)

(F) = (S)+ [(S)V re;ot V (T + (re;ot V (S)+ AIt) V (T] a 365

(T (T
即(F)= (1 +koP n365)(S)+(00°，n (S)+AI) n痂

根据债券定价的久期法则，国债期货与最便宜可交割国债的久期相等，由此可以推出:

( T ( T
(°,)V D = (1 + woo V 励)V (g,t vD+ (reoot V (St + AI) V 而

八 (T、 ‘ (S)+AIt) (T ”
(1 + gop V 365) V (g，)+ DV 365 V

(3)

(4)

(5)

(6)

其中,g为t日国债期货隐含的远期收益率,D为国债期货和最便宜可交割国债的久期,wpo,为t 

日质押式回购融资利率,S)为现货价格&

公式(6)表明，国债期货利率风险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当货币市场回购利率保持不变的时候, 

国债期货隐含的远期收益率相对于给定国债现货收益率所发生的变化;二是当国债收益率保持不 

变的时候，国债期货隐含收益率相对于给定回购利率变化所发生的变化&

上述推论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国债收益率与回购市场利率相互独立&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理

① 国债期货采用实物交割机制，第二交割日为券款兑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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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回购利率主要受货币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及其对央行货币政策预期的影响，国债收益率一般受经 

济增长、通货膨胀等宏观因素长期预期的影响。因此，国债收益率与对应期限回购利率的变化之间 

大体上是相互独立的。由于国债期货隐含的远期收益率、国债现货收益率以及回购利率之间存在 

着长期均衡关系,国债期货本质上是国债现货与回购市场利率风险的合成。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反映中长期利率走势的风向标,10年期国债期货是国际上成交规模最 

大、流动性最好的国债期货品种。从2016年开始,10年期国债期货的市场规模、流动性等指标均 

开始优于5年期国债期货，成为国债期货主力品种。因此，本文聚焦于研究10年期国债期货在国 

债期货货币政策利率传导中的表现。具体研究样本为2015年3月20日至2018年12月底。我国 

债券市场分为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主体，是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的主渠道, 

因此本文的现券数据均来自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数据处理说明如下：

1-回购市场利率(FR) &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利率期限涵盖隔夜至6个月，其中7天质押 

式回购利率是反映市场交易融资成本的基准利率之一,也是我国货币政策重要的操作目标,本文选 

择7天质押式回购定盘利率作为反映货币市场利率的基础指标 。

2.国债收益率(GZ(&我国国债发行的关键期限是1、3、5、7、10年等五个期限，我国目前已经 

上市了 2年期、5年期、10年期三个品种国债期货，可交割国债涵盖3、5、7、10年期等关键期限国 

债。考虑到国债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集中托管，中债估值收益率是我国债券市场最具权 

威、使用最为广泛的估值收益率，而2年期国债期货又处于上市初期，本文选择中债估值10年期国 

债收益率作为反映国债市场走势的指标。

3•国债期货隐含的远期收益率(forward) &国债期货采用百元报价，而现券交易习惯采用收益 

率报价。为保证量纲一致性，反映国债期货作为利率期货的本质特征，本文首先根据国债期货价格 

计算国债期货隐含的远期收益率&国债期货采用“名义标准券设计，多券种替代交收制度”，T+2 
日为券款兑付日&考虑到国债期货空头倾向于选择流动性强的最便宜可交割国债(CTD)进行交 

割，交割货款对应的到期收益率即为国债期货隐含的远期收益率&具体计算公式为 ：

(1)

其中,P为国债期货发票价格为国债期货结算价与转换因子的乘积加上应计利息，即==FtxCF +

AI,;C为当期CTD票面年利息;/为CTD每年付息次数;$为国债期货隐含的远期收益率；@ =

国债期货合约第二交割日距下一次付息日的实际天数 
上一次付息日距下一次付息日的实际天数

，实际天数算头不算尾;"为从第二交割日算

起CTD的剩余付息次数&应计利息=(1 - ?) xCTD票面利率(%) n 100 t每年付息次数&

( ) 设

本文采用Nakajima(2011)提出的TVP-VAR模型探析期货市场内部因素、国债现货因素与回 

购市场利率因素之间的动态影响&该方法能够充分描述由于结构突变导致的参数持久性变动，有 

效降低波动差异导致的估计偏误等问题&

典型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定义如(8)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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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F1 )-1 + F2)2 +   + Fsyt-s + ut t =S + 1 ,T (8)

其中,)=(foroark t ,GZ)%FR)) ' ,foroark)表示期货市场因素，TZ)为国债现货因素,FR)为回购市场 

利率因素。A,F1 ,F*，…Fs均为k n k维的系数矩阵,u,为结构冲击向量，且u, ~N(0,44),4 = diag 

(31,3*, ~ ,3k),这里k=3。为了保证SVAR模型的可识别性，假设矩阵A是一个对角线元素为1 
的下三角矩阵，即(9)所示&

「1 0 … 0 ]

-ak,1 …ak,k-1 1 -

为简化起见，模型(8)可以写为模型(10 )&

)=x* + A_ 4%, = s + 1 ,.,T (10)
其中,X)=I®( )1 ,)*是将A- 1F Cd ,2,.,s)的行向量进行堆叠而形成的k2 SX1 
维列向量,% ~N(0,Ik)o

变系数模型相对于非变系数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从而对典型VAR模型(8)中的参数进 

行动态扩展，得到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 (，如(11)所示:

.='.#, + A_ 4%, =s + 1，…，t (11)
其中，矩阵0)、A,表示模型的时变系数，结构冲击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即X = diag( 31 ,3* ,.,3k)o 

一般地，为减少模型的待估参数个数，可将矩阵A,中的非0和非1元素堆叠为一个行向量，即

a, = ( a21,,,a31,,,a32,,,…，ak-1,,)。设 Et = ( E1,,,E2,,,E3,,,…，Ek,,)'表示对数波动率矩阵，其中，E,t = 
l3u+ (j = 1 ,2 ,…，k ； a = S + 1 ,…，D) &

假定时变待估参数均服从随机游走过程：

#*1 = #, +5，a+1 = a +5+，E)+1 =E)(12) 
且

'「I

0, 0 
0

L 5

(13)

其中,4“、4和4E为对角形矩阵，表示不同方程的同期关系相互独立，并且，假定初始值 — 

(5,4# (，“+1 ~N(5,4“)，E+1 ~N(5,4E (&

该研究方法的创新点在于,一是采用TVP-VAR模型不以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为前提下,相对准 

确地研究多个变量之间的时变影响关系;二是在多维框架下，从作用时期长短、主要时点等方面准 

确地刻画期货市场隐含的远期收益率变化((foroark )、国债现货因素((GZ)与回购市场因素 
( (FR) 的 冲击 &

四、实证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单位根检验方式不同而导致结果出现偏误，本文采用ADF、PP和DF-GLS三种统计 

量对各变量进行检验，如果至少两个统计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H0 ：存在单位根”，则 

认为序列平稳，检验结果如表1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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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①原假设F :序列存在单位根，拒绝原假设可以说明序列平稳;②“ * * * ”、“ * * ”、“* ”分别表示在1%、5%和 

10% 平 著;③ 验方式中C表示含有常数项,T表示含有趋势项,L为ADF检验滞后阶数（根据SIC信息准 

则进行判断）。

变量名称 检验形式 ADF统计量 PP统计量 DF-GLS统计量 结论

forward

% 0,0,0) -32.619 * * * -32.691 * * * -4. 973 * * * 平稳

%c,0,8) -32.602 ** * -32.674 * * * -4. 973 * * * 平稳

%c,t,0) -32. 586 * * * -32. 658 * * * -19. 229 * * * 平稳

FR

% 0,0,7) -15.819 * * * -52.316 * * * -1.572 平稳

%c,0,7) -15. 807 * * * -52. 271 * * * -1.572 平稳

%c,t,7) -15. 856 * * * -52.213 * * * -1.232 平稳

GZ

% 0,0,4) -25.450 * * * -25.382 * * * -25.280 * * * 平稳

%c,0,0) -25.439 * * * — 25. 370 * * * -25.280 * * * 平稳

%c，t,0) -25.425 * * * -25. 356 * * * -24. 846 * * * 平稳

结果表明，各变量原始序列ADF、PP和DF-GLS统计量中存在至少两种统计量在1%显著性水 

平 假设，即各 平稳序列， 直 建立TVP-VAR模型进行 &

（三）回购、国现货与国 货市 的 脉冲

充分研究国 、回购市场利率与国 货隐 的传导关系， 首先研究

回购市场利 向国 现货市场传导的 进过程，然后研究国 向回购市场

和国 货市场传导的 进过程，最后研究国 货隐 向国债现货和回购市场

传导的 进过程。 待估参数均服从 游走过程是 的 假设之一， 滞

后1 4 的参数进行了估计。如图1所，在滞后1 ，各参数就表现出很强的平 ，因 

此 采用滞后1期数 研究三 的 关系。在此 ，对回购、国债现货与国 货市

的 脉冲 进行 ， :

图1时变待估参数分布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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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回购市场利率的 引起国 现货市场的同方向 ， 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

整 。如图2所，10 国 货 市 便与回购市场利率走势一致，能

货币政策信息， 较的市 。相比 ，国现货市 回购市场利 的敏

所，货币政策利率传导 所。需要注意的是，在2016 10 前，国

现货市场与回购市场利率走势出现阶 一致现象&当，回购市场利率整 行，但是国债现

货 却趋于下行，并且利率调整敏 越来越强& 2016 10 2017 5 ，国现货

回购市场利 的敏 开始由负转正。其中 的原因是,2016年8中，10 国

触及2.64%的历史 ，部市 交易的杠杆比率较高&此后，美储 加息

进程，国金融监管趋严，央行货币政策在注意 流 合理充裕的 ，更加注重抑制金融资

产 泡沫，防范金融 ，实施以7 逆回购为主搭配 品种和工 开展操作,通过提

升金融 实际融资 引导市 除杠杆交易。市 中拆除杠杆，导 市 压

较重，国 回购市场利 的敏 著增强&在国债现货市场与回购市场利率走势

，国 货市 然与回购市场利率走势一致，对现货市 进行再修订、再 正，促进

了国债市 &

滯后1期脉冲响应 ___滞后3期脉冲响应 滞后5期脉冲响应
函数图像 函数图像 函数图像

图2回购市场利率变动对国债期现货市场的动态冲击效应

是国 回购市场利率的 ，但经历了由负转正的 过程。如图3所

，国 回购市场利率的 整体较为中性。但是从2017 半 开始，国 益

回购市场利率的 所上行， 升0.01附近。其中 的原因是，在 市场经历

2016 的大幅调整之后,金融市 国 将出现回落，部 市 在2017命

半 现了新一轮的加杠杆行为& 金融 过度加杠杆和扩张广义 ，央行多 调公

开市场操作利率，金融监管逐步加强，引导金融 进一步 杠杆率&在此 ，10 国债

从2017 10 中 后 行，至11 末升至3.99%的 & 12月29 ，5、

10 国 3.84%和3.88%， 较2016 末上行99个 和上行87个 &

在金融 除杠杆的过程中，金融 流 增强， 回购市场利率&在金融去杠杆的过

程中，市 回购市场的 整 现“中性偏正”，表明 市场平稳实现“去杆杠”， 货 

币政策的 所增强&

三是国债现货市场的 引起国 货市场的同方向 ， 且逐步收敛&样

，国现货市场的 将引起国 货市场的同方向 ， 系数 在0.45附近，约为

国债现货市场的自我 系数的2倍& ，国 货的累积 是逐步 的，滞后1期国债现

货对滞后1期国 货市场的 于 滞后3期国 货市场的 ，而滞后1期国债现货

滞后3期国 货市场的 于 滞后5期国 货市场的影响（参见图4 ），滞后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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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国债收益率变动对回购市场的动态冲击效应

滞后1期脉冲响应 滞后3期脉冲响应 滞后5期脉冲响应
函数图像 函数图像 函数图像

已经呈现市场中性&这是因为国 货 双向交易，多 平衡,市场存在自我校正机

，市场运行 ，使得国 货 国债现货市场的 &

—► F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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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国债收益率变动对国债期货市场的动态冲击效应

滞后1期脉冲响应 滞后3期脉冲响应 滞后5期脉冲响应
函数图像 函数图像 函数图像

四是国 货对国债现货的 ，且 。如图5所，在10 国 货上

市，国 货市 现货市场的 较强& 国现货市场的 的 ，国 货市场

现货市场的 ，至2018 0.2 , 现货市 货市场的 大。

由于国 货市 是对回购市 的正向 ，虽然国 货市 现货市场的 较大,

本质上是将央行货币政策信息传导至现货市场，因 助于促进货币政策利率的传导。

滞后1期脉冲响应 滞后3期脉冲响应 滞后5期脉冲响应
函数图像 函数图像 函数图像

图5国债期货隐含收益率变动对国债现货、回购市场的动态冲击效应

是在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关键节点，国债期货市场的表现强于现货市场。为应对美元加息

带来的全球 行 ，我国央行 于2017 3 16日$2017 12 14 $2018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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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上调了公开市场操作利率（0M0）,调整幅度分别为10BP、5BP和5BP&如图6所示，除第三 

公开市场操作以外，调整后的国 货市 步出现了向上调整，短调整幅度趋于增

, 调整幅 &与国 货相比，国现货市场对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 现了不

同幅度的时滞，现 市场的 速度滞后于期货市场&

------- 2017 年 3 月 16 H ------- 2017 年 12 月 14 H 2018 年3 月 22 H

图6回购市场利率变化对国债期现货市场的时点冲击效应

（三）回购、国债现货与国 货市 冲击的方差分解

一是回购市 国债市场的冲击较为中性，但国市 回购市场的 作用增强&卫

而言，回购市场利率与国 的利率决 , 立 较强。其中，回购市场利率属

于货币市场利率，主要 资金 关系；国 于资本市场利率，主要 经济增长、通货

等经 面 。但是，当 资 杠杆时，需要处置国债， 国 ； ，

要利用回购市场进行 融资 解资金错配 ， 回购市场利率&因此， 国 益

回购市场利 一定正向冲击。如图7所，国 回购市场利率的 也趋

于增强，由0.04 升 0.15 ， 国 市 回购市场的 增强&

图7回购市场与国债市场相互冲击的方差分解

是国 现货市场的联系趋于 ，现货市 货市场的 较强&国 货服务现货,

国债现货市场是国 货市场发展的。如图8所，2015 3 20 2017 ，国现货

市 国 货市场的 增强， 系数由1上升1. &此后，国 现货对国 货

市场的 所， 系数也在1 & 中 的原因是，国当前 的增加将伴

现货 的 ，叠加融资 的放大效应，国 货隐含的远 将出现更大程度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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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债期货 的 幅度要高于现货。相比之下，国债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冲击的影响系

数均在1 ，弱于国债现货市 货市场的冲击。

图8国债期现货市场相互冲击的方差分解

三是回购市 国 货市场的冲击，弱于回购市 国债现货市场的冲击。其中 的原

因是,当回购市场利 行时，回购利率的增加会增加融资 ，从 国 货

的 一定支撑作用&因此，国 货 的 幅度要小于现货 （参见图9）&

图9回购市场对国债期现货市场冲击的方差分解

五、结论

利用TVP-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回购市场利率、国 、国 货

关系的 进 &研究表明，国 货上市以来，国 货市 回购市场利

正向 ， 步增强，市 著提升，因 助于提升货币政策利率传导 &

在国 货上市，国债现货市 回购市场利 的 所 & 国市场流

的改善，国现货市 回购市场利 趋于敏感，货币政策利率传导 趋于 &国

的 引起回购市场利率的同方向 ， 从2018 半开始表现为中性，表明

市场平稳实现“去杠杆”。由于国 货采 证金交易 ，多 ，能

市 国 走势的 ， 决国债现货、回购市场利率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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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come Distrifution Effecr oi 

Local Govercment Deb in China

LI Hongquan YIN Panpan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Nomial Univee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r:In recent years, local government debt ha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is paper manuly sorts out and 

establishes the local debt database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7. Based on the new vision of m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Cect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through panel 

cointeyration mymssion model. The empirical study find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debt and urban- 

rural income diswinution gap. When the level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is below a certain thmshoI, the issuing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is conducive to narrowing the income diswinution gap, beyond this threshold it will wide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nd this critical level is about 36%.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we 

put foreard some specific suggestions, such as the reasonable issuance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the use of urban and rural 

pooling, and the implementaVon of debt scale upper management, which has important guiding value for the current 

disposal of local debt problems.

Key Wo—s：Local Government Debt； Income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of Debt

JEL Classification ：D31； H73； H74

The Role oi Treasury Bond Futures in re Interest Ratr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i Monetary Policics

ZENG Yun HUO Da YUAN Shaofe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201209 , China ；

School of Applied Finance and Behavioral Scienc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 China ；

Interest Rate Deevaives Department, China Financial Futums Exchanges, Shanghai, 200122, China)

Abstract ： Tmasum bond futures can be used for benchmark interest risk management. It directly mflects market 

expectation on tmasum yields and gives developed markets central banks irnpoeant reference of monetae policies effects. 

Based on TVP-VAR model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Tmasum bond futures market makes positive feedback to interest rates 

changes in the repo market, indicating Tmasum bond futures market is getting mature. In the meantime, the bond market is 

more sensitive to in interest rates changes in the repo market, enhancing the eXiciency of interest rate conduction 

mechanism for monetae polics.

Key Wo—s ： Treasury bond futures ； Monetae Policies ； Interest Rate Transmission

JEL Classification：E43； G12； G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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