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主要职责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推进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统筹数字经济发展工作，研究和

协调数字经济领域重大问题；协调制定数字化转型、促进大数

据发展、“互联网+”行动等数字经济重点领域规划和政策；

统筹推动数字经济重大工程和试点示范，加强与有关地方、行

业数字经济协调推进工作机制的沟通联系，组织探索适应数字

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486.93 亿元，总偿还量 717.41 亿元，净融

资额-230.48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275.50 亿元，净

融资额-188.41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36.86 亿元，净融资

额 38.91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74.57 亿元，净融资

额-80.98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一级市场延续了近期踊跃的认购情绪。

AA+地方国企 22西江 SCP004，87 天，最终票面 3.1%，较估值

低 38.09bps，较一个月前 110 天超短融的发行结果大幅下行

60bps。AAA 地方国企 22 深燃气 SCP004，270 天，最终票面

2.12%，低估值 2bps、全场 5倍需求较好，基金、银行均参与

认购。22 苏国信 MTN004，3 年，最终票面 2.61%，低估值

10.62bps，全场 3.17 倍，基金参与认购。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收益率曲线走平，中票成交活跃。

短融方面，成交集中度较高，中字头央企和较发达地区国企成

交相对活跃，收益率变化较小。如 AAA 评级、170 天的 22 上

海机场 SCP005 成交在 2.00%，持平上一日成交价。中票方面，

绿债交投活跃，钢铁、煤炭等交易量见涨，21 年之前发行的

老债交投活跃，总体收益率下行 1bp 左右。如 AAA 评级、2.56

年的 22 中化股 MTN001A 成交在 2.72%，低于昨收 2bps。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农发行新发 3 年期、增发 5年期债券，

其中 3 年期招标情绪相对较好，综收较剩余期限 2.62 年的

220403 二级利率下行 1.52bps。5 年期综收与二级价格基本持

平。3年、5年期招标结果分别较上期下行 4.7bps、3.2bps。

二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利率债上涨。有报道称中国或新设房地

产基金，为出险企业提供支持，在这一消息影响下，长端走势

偏弱。另外尽管央行 OMO 缩量至 70 亿，但资金面十分宽裕，

隔夜利率尾盘下行至 1.00%以下。随着资金成本的不断走低，

利率债收益率连连下探，中短端交投情绪尤其活跃。截至日终，

10 年国债 220010 成交于 2.778%，下行 0.45bp，10 年国开

220210 成交于 3.0375%，下行 0.5bp，中短端下行 1-2bps。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50 亿 7 天逆回购，当日有 120 亿到期，净回笼

70 亿元。资金面宽松，隔夜早盘即减点成交，尾盘隔夜融出

利率下行至 1.0%以下。7天期限跨月需求增多，成交利率走高。

截至当日收盘，DR001 报 1.07%，下行 12bps。DR007 报 1.52%，

上行 3bps。R001 报 1.16%，下行 11bps。R007 报 1.79%，上行

22bps。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情绪较好。全天累计公告 1484

亿元，其中大行及股份行公告 790 亿元。9M 募在 2.05%。1Y

期限提价至 2.17%后有大量募集，二级则成交在 2.165%左右。

A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1月 1.53 -1.2 1.59 -1.2 1.65 -1.2

3月 1.71 -0.7 1.77 -0.7 1.85 -0.7

6月 1.87 0.2 1.93 0.2 2.05 0.2

9月 2.04 -0.2 2.11 -0.2 2.28 -0.2

1年 2.16 0.0 2.23 1.0 2.40 1.0

同业存单收益率曲线[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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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交投活跃，收益率震荡下行。FR007 上行 25bps

定于 1.8%，3M Shibor 下行 1.2bps 定于 1.881%。Repo 方面，

Payer 主要是券商，Receiver 主要是券商和外资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625%。国债期货低开后震荡上行，午盘前，5Y

Repo 主要在 2.55%位置来回成交。下午市场，国债期货拉升，

5Y Repo 下行最低触及 2.535%。临近收盘前国债期货跳水，5Y

Repo 重新上行至 2.5525%位置，随后在 2.5475%位置来回震荡

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08%，之后随长端下行，

在 2.0725%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9625%-2.9525%，1Y Shibor 成交在 2.2675%-2.26%。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上行。人民币流动性进一步宽松，tn 成交

价格走低，保持相对利率平价溢价状态。受投资者担忧美国经

济影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回落，美债短端收益率下行，

长端掉期价格高开后震荡。在美债收益率不变的前提下预计长

端价格会震荡走强。最终, 3 个月收于-162.4，1 年收于-630。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今日中资离岸债券一级市场有两笔新发。杭州

上城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BBB）发行 364 天固息美元债

券，最终定价在 4.5%。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BBB+）

发行 3年期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在 5.3%。

二级市场方面：投资级信用债略有收窄 0-2bps，市场在等待

FOMC 和美国 GDP 数据。新闻称国务院将设立房地产基金以帮

助房地产开发商，投资级地产债名字走高 1-3pts。高 Beta 的

资管名字华融、长城也有买盘出现。

 市场观点

当前收益率曲线虽然偏陡峭，但资金面延续宽松的概率较高，

从短端目前的强势表现以及逆回购余额的不断新高可以看出，

市场或许将等待资金面收紧成为明牌再做决定，而在此之前将

继续赚取利差。而外围美债利率下行，给国内债市利率总体减

少了一部分下行的阻力。由于从宏观层面不再强调经济增长目

标，基本面的预期对于债市交易的指引作用可能会减弱。若经

济继续保持疲软，市场或将更容易接受，而若有好消息，市场

可能反应更为剧烈。因此长端波动上行的幅度将会高于下行的

幅度。综合来看，收益率曲线依然会维持在当前的陡峭水平并

可能会进一步变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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