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国家卫健委：全国新增报告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2

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23 例，外防输入已成为我国

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2、国家统计局：中国 1-2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降 13.5%，

2019 年 12 月为增 6.9%。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环比下降

26.63%；1-2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24.5%，

2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 27.38%。1-2 月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下降 2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

降 23.7%）；1-2 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8 万人。2 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6.2%。

3、IMF：准备好调动 1万亿美元贷款能力用于抗击疫情，为了

防止疫情对经济造成长期损害，呼吁全球提供货币、财政和监

管的支持。

二、政策解读

1、发改委修订《中央定价目录》，定价项目同口径统计缩减

近 30%，自 2020 年 5 月 1日起施行。《目录》删除近年来已经

明确放开价格或取消收费的定价项目，突出垄断环节价格监管

和竞争性环节价格市场化改革方向，根据机构改革调整定价部

门。

三、融资信息追踪

发行动态

3月 16 日，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769.1 亿元(含同业存单)，总偿

还量 1041.79 亿元，净融资额-272.69 亿元。其中，AAA 评级

总发行量 635.2 亿元，净融资额-126.5 亿元；民营企业总发行

量 22 亿元，净融资额 2.9 亿元。金融行业净融资额 16.32 亿

元，建筑与工程行业净融资额 19.2 亿元。资产证券化市场今

日共发行 3单，总计 55.88 亿元，基础资产包括应收帐款、企

业贷款等。

力帆股份晚间公告，“16 力帆 02”公司债券到期日为 2020 年

3 月 15 日，公司未能按期兑付“16 力帆 02”债券本息。自 3

月 16 日起，“16 力帆 02”公司债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

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停牌。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债券一级市场情绪较弱，中票延续上周

回调态势，短融超短融表现相对较好。短融方面，20 中交三

航 CP001，282 天，票面利率 2.64%。中票方面，5年期 20 洪

市政 MTN001 票面利率 3.54%，高于剩余期限 4.5 年债券估值

8bp。金融债方面，20 邮储银行永续债票面利率 3.69%，较 5

年国开债到期收益率加点 85bp。

二级信用债方面：央行 MLF 操作利率下调的预期落空，信用债

收益率大多震荡上行。短融方面，资金价格继续回落，不过短

融收益率变化不大，6M 高评级品种成交在 2.33-2.45%的区间，

如 178 天的 20 电网 SCP010 收于 2.33%，高于估值 0.5bp。中

票方面，成交活跃度有所减弱，买盘并不积极。具体来看，2.84

年 20 南电 MTN002 收于 2.98%，较上一交易日上行 2bp；4.59

年 19 中石油 MTN005 成交在 3.25%，日内上行 4bp。

二、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受央行 MLF 利率未调降影响，利率债招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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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较为一般。农发行 3年、5年期固息增发债中标收益率分别

为 2.4302%、2.8171%，分别较上周五估值下行 6bp 和 3bp。辽

宁、宁波共计发行地方债 163.00 亿元，票面利率均较发行前

5 日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值上浮 25bp。

二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方面，受昨晚美联储紧急降息 100bp

并推出 7000 亿量化宽松计划影响，开盘时活跃券收益率一度

下行达 3-4bp。不过 9点 45分央行宣布叙做 1000 亿 MLF 但利

率维持 3.15%不变，大超市场预期，收益率快速反弹。十点统

计局公布 1-2 月工业投资等宏观经济数据均低于市场预期，但

债市情绪并未得到提振。午后 A股一路走低，股债跷跷板效应

令现券收益率最终小幅下行。截至收盘，10年国开 190215 收

报 3.09%，较上周五收盘点位下行 2.75bp；10 年国债 190015

收报 2.6675%，下行 0.25bp。今日虽然成交活跃但收益率窄幅

波动，与上周的市场对比，算是难得平静的一天。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未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但在没有

到期的情况下开展了 1000 亿元的 MLF 操作，中标利率 3.15%，

与前值持平。流动性较上周愈加宽松，资金供给明显大于需求，

银行间回购主要期限资金利率继续回落，但成交量依然保持在

高位。截至收盘，R001 加权报 1.29%，下行 17bp，R007 加权

报 2.05%，下行 4bp。此次 MLF 利率维持不变略超市场预期，

本周即将公布的当月 LPR 利率不确定性增加，后续值得关注。

同业存单方面，公告发行 897.9 亿元。一级市场，长端 9M 和

1Y 获得较好需求，收益率分别在 2.3%和 2.4%。二级市场各期

限成交活跃，其中大行、国股行 1Y 存单主要成交在

2.38%-2.41%。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交投活跃，美联储周日将利率降至零并推出

7000 亿美元 QE 计划，但是中国央行 MLF 未如预期调降，IRS

收益率先下后上。FR007 下行 10bp 定于 2.00%，3M Shibor 下

行 2.7bp 定于 2.1750%。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中资银行，

receiver主要是外资银行。5Y Repo开盘受海外降息情绪影响，

低开成交在 2.55%，后小幅下行至 2.53%。央行开展 MLF 操作

以后，反弹上行至 2.575%。午盘，期货上行，5Y Repo 回落收

在 2.56%。1Y Repo 跟随长端由 2.22%上行至 2.25%，收在

2.225%。Shibor 方面，1Y Shibor 成交在 2.4175%-2.4425%。

2、外汇掉期

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对于经济体系的影响，美联储决定将联

邦基金利率降低至接近 0%。周一早些时候中国人民银行进行

1000 亿人民币 MLF 操作，但利率维持在 3.15%。掉期曲线较上

周五小幅上移。早盘市场对于中美利差扩大预期较强，1年掉

期跳空高开至 900，比上周五收盘高 130pips。随后美元流动

性显得更为匮乏，1年掉期价格在日间迅速回落至 760-800 附

近，其他期限价格亦跟随下跌。1 年最终收于 800。2 年和 3

年分别成交在 1900 和 3025。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尽管美联储宣布紧急降息 100bp，并拟启动

7000 亿美元 QE计划，但未能提振市场信心及情绪，离岸中资

发行人仍处于观望态度。今日离岸一级市场未有新发。

二级市场方面：美债基准利率下行 20-30bp，10Y-2Y 利差走平

至 41bp。中资信用债方面，今日流动性一般，投资级债券整

体走阔 5-30bp 不等。交易性较高的账户近期仍以降风险为主，

小规模买盘伺机寻找超跌债券。市场恐慌情绪有所减弱，但是

市场情绪仍然沉重。

六、中银境内外债券投融资比较指数

跨境方面，中国银行 CIFED 指数显示，境内信用债利率整体

水平持续低于境外，且今日利差有所扩大。

 市场观点

央行开展本月 MLF 操作，收益率持平未降，出乎市场预料。今

天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实施，释放长期资金 5500 亿元。从流动

性角度而言，并没有通过 MLF 投放资金的需要，完全可以在周

二到周四之间任意一天（20 日之前）开展即可，因此今天的

这个操作似乎更像是对美联储再次紧急降息 100bp 的政策回

应。市场普遍预期本月 MLF 利率下降 10BP，但央行在全球降

息大潮中，维持利率不变，体现了政策定力，不搞大水漫灌，

更多采用精准帮扶政策。我们预测本月 20 日的 LPR 利率将继

续下降，因为月初央行发文规范存款利率管理，要求整改定期

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等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把结构性存款

保底收益率纳入自律管理，将利率管理规定执行情况纳入 MPA

定价行为管理，同时叠加定向降准，这些政策都切实降低银行

负债成本，促使银行在 MLF 不降的情况下，压缩报价点差，从

而引导 LPR 继续下行 5-1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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