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融资信息追踪

本周（3月 16 日-3 月 20 日），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8,519.8 亿

元(含同业存单)，总偿还量 6,366.3 亿元，净融资额 2,153.5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6,919.9 亿元，净融资额

1,566.87 亿元。金融行业净融资额 1,245.3 亿元，建筑与工程

行业净融资额 300.8 亿元。资产证券化市场本周共发行 21单，

总计 407.22 亿元，基础资产包括应收账款、汽车贷款、租赁

租金、企业贷款及不良贷款等。

首单公募短期公司债面世，光明食品（集团）短期公司债券完

成发行。本期债券是新《证券法》于 3 月 1 日正式实施后，交

易所市场公开发行的首单短期公司债券，标志着期限一年以内

的公募短期公司债券创新品种正式落地。

本周市场债券违约风险事件：3月 16 日，上海清算所的公告称，

未收到“19 如意科技 MTN001”的付息资金，已构成“技术性

违约”。3 月 17 日，力帆股份公告称，无法按期兑付“16 力

帆 02”本息，已构成实质性违约。3 月 20 日，安徽省外经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告称，“18 皖经建 MTN002”应于 3 月 28

日付息，由于公司流动性紧张，本期中期债券付息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正在积极筹措偿债资金。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本周一级市场延续分化态势，短端表现继续

强于中长端。中票供给较多，恰逢中长端市场调整，一级中票

多为高估值发行，部分中票因未募满或收益率未达发行人预期

而取消发行。

短端方面：20 中信股 SCP001，270 天，票面利率 2.42%，全场

2.9 倍，合计超过 30家投资人认购，最终 15 家中标；我行主

承 20 中天建设 SCP001，270 天，AA+民企，票面利率 4.5%，

我行创设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费率 1.43%，凭证投资人扣除费

率后综合收益为 3.07%；20 靖江城投 SCP003，270 天，AA 地

方国企，打开下限至 3.3%，最终票面利率 3.3%。

中票方面：20 中化工 MTN006，AAA 央企，期限 3 年，票面利

率 3.30%，较上周发行结果高 28bp；20 华为 MTN002，AAA 民

企，期限 5年，票面利率 3.38%，较月初发行结果高 14bp，高

于中债估值 3bp。20 河钢集 MTN003，3+N，票面利率 3.96%，

贴近区间上限 4%；此外多支中票因收益率未达发行人预期或

未募满取消发行，如20物产中大MTN001、20国网租赁MTN001、

20 建发集 MTN001 等。

PPN 方面，20 甘金控（疫情防控债）PPN001，最终发行规模

10 亿元，票面利率 4.5%。20 绍兴城投（疫情防控债）PPN001，

5+1 年，最终发行规模 13 亿元，票面 3.8%。

金融债方面，20 东吴证券 CP004，91 天，票面利率 2.18%，

低于上周发行结果 9bp，低于中债估值 12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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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保财险和中邮人寿发行的 5+5 年资本补充债券，票面利率分

别为 3.59%、3.75%，分别较 5年国开债到期收益率加点 71bp、

92bp。

资产支持证券方面，20速利银丰 1A_bc，我行主承奔驰汽车金

融车贷 ABS，加权期限 0.93 年，票面利率 2.55%，基本持平 1

年期中债中短期票据收益率。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方面，本周市场波动率依旧较大，市

场流动性非常宽松，继续推动短融收益下行，但中票市场收益

率继续上行，5年期幅度较大，曲线继续陡峭化移动。周一，

市场对 MLF 降息的预期落空，市场情绪转弱，收益率快速上行。

其后外盘市场美元流动性持续紧张，各类机构均有抛售人民币

资产回笼美元的操作，而境内投资者偏向谨慎，导致收益率继

续上行。周五市场情绪在没有消息面的刺激下突然转好，收益

率有所回落。总体来看，AAA评级6M收益率下降5.1bp至2.30%，

1Y 下降 8.5bp 到 2.51%，3Y 收益率上涨 2.3bp 至 3.05%，5Y

收益率上行13.9bp至3.43%。3Y-1Y利差走扩10.8bp至54.2bp。

从信用利差来看，1 年期小幅收窄 2.54bp 至 47.9bp，其他期

限均有扩大。6个月信用利差扩大 5.4bp 至 59.8bp，3 年与 5

年期分别扩大 5.5bp 和 16.1bp 至 45.4bp 和 59.9bp。展望后

市，目前境外疫情发展态势仍不明朗，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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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宽松态势，流动性宽松状态有望持续，因此债券市场主要

以票息策略为主，从各期限走势来看，5年期收益率略有超跌，

建议可以适当参与。

二、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本周前半周受央行 MLF 操作利率下调预期落

空以及海外市场影响，债券市场整体承压；周五 LPR 维持不变，

增加市场对后续降准、降息操作的预期，债市情绪有所修复。

从一级市场来看，短期限利率债招标结果明显强于中长期。

国债方面：国债发行整体偏弱。周三 1 年、10 年期续发国债

边际利率与前一日估值基本持平，考虑承销费因素后综合收益

高于估值 7bp、1bp。

政策性金融债方面：政策性金融债整体招标情况好于国债，但

弱于上周，尤其 5 年以上政金债招标结果大多高于上周 5bp

以上，1 年、3年短期限政金债招标结果更好。

地方债方面，本周宁波、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地共发行地方

债 1235.65 亿元。除新疆发行的地方债较发行前 5日同期限国

债收益率均值上浮 30bp 外，其余地区发行的地方债均较前 5

日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值上浮 25bp。

二级利率债方面：本周利率债收益率先上后下，波动较大，交

投逻辑在于全球的美元流动性情况以及与 A股的跷跷板效应。

周一盘前美联储意外降息 100bp 并推出 7000 亿量化宽松计划

影响，一度提振利率债市场，但紧接着央行宣布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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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盘前美股再度熔断，但受离岸美元流动性紧张影响，避险

资产均遭遇抛压，利率债也不能幸免，收益率再度上行；周三

和周四两个交易日则分别展现了“股弱债强”和“股强债弱”

的跷跷板行情，收益率日内宽幅振荡但日间变动不大；周五的

LPR 报价持平前期，让市场大感意外，债市上涨。午后受美元

流动性暂时缓解、美元指数下跌而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行的影响，

境内利率债涨幅扩大，尾盘时收益率加速下行。一周来看，10

年国开 190215 收报 3.0975%，较上周五下行 2bp，而周中收益

率一度上行至 3.1675%；10 年国债 190015 收报 2.6675%，下

行 0.25bp，周内高点录得 2.74%；30 年国债 190010 收盘于

3.335%，上行 4bp，从周内高点回落 6bp。国债收益率曲线略

微陡峭化上移；国开收益率曲线略微下行。周中国债长端、超

长端以及非活跃金融债长端遭遇较重的卖盘。短端受境内流动

性持续宽松和美元兑人民币的短端掉期点大幅下行影响，获得

境内外机构追捧。

周五债市录得大涨，买盘主要为境内机构。若美元流动性能够

获得持续改善，相信境外买盘也将重新回归。利率债收益率有

望继续下行。而国开与国债的利差已经来到 2017 年以来的历

史低位，相信在收益率下行的过程中国债将受益更大。不过在

全球流动性冲击没有明确结束的情况下，利率债市场仍将大概

率延续振荡行情，因此仓位不宜过重，上涨即是减仓及调仓的

机会。

三、境内资金市场

本周流动性宽松的程度持续上升，资金供给相当充裕，主要期

限的利率下探至历史较低水平。银行间回购市场日均成交量保

持在 4万亿元的高位，隔夜品种依然是市场占比最高。此外受

到跨月的影响，非银机构的强烈需求推动 14D 品种成交量涨幅

明显。周五收盘 R001 和 R007 全市场加权分别报在 0.86% 和

1.65%，低于上周收盘价 60bp 和 44bp。展望后市，税期和月

末的临近预计对资金面的扰动有限，整体仍将维持平稳偏宽松

格局，但需密切关注资金面的边际变化。

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大行、国股行需求主要集中在长端期

限，收益率较上周小幅下跌。发行人提价意愿不强，在与投资

人一番博弈后，最终 9M 和 1Y 发行收益率分别降至 2.2%和

2.35%。二级市场，由于资金面持续宽松，各期限成交活跃。

大行、国股行 1Y 存单成交区间在 2.35%-2.42%，波动较大。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本周，利率互换收益率先上后下，曲线陡度激增，波动率收窄。

从周度行情来看，FR007 从上周五的 2.10%巨幅下行 50bp 至

1.60%，3M Shibor 从 2.2020%下行 11.5bp 至 2.0870%。Repo

端，5Y Repo 从 2.59%下行 10bp 到周五收盘的 2.49%；1Y Repo

从 2.2725%下行 17.25bp 至 2.10%。Repo 1x5 一度上行至 41bp

的周内高位。Shibor 端，5Y Shibor 从 2.9425%下行 8.75bp

到 2.855%，1Y Shibor 从 2.455%下行 17bp 到 2.285%。Shibor

1x5 也一度上行至 58bp 的周内高位。

本周 IRS 表现主要受到美国金融市场流动性变化和国内货币

政策影响。上周日，美联储意外降息至零并推出 7000 亿美元

QE 计划，但是本周中国 MLF 和 LPR 均未如预期调降，再次彰

显我货币政策定力。随着海外疫情继续发酵和美国救市推进，

美股波动率有所收窄，联动 IRS 长端 5Y Repo 周内基本在

2.515%至 2.575%区间波动。周五，美国市场在多方联手救市

下流动性大幅修复，ND IRS 下行带动 IRS 收益率下行明显，

5Y Repo 应声下跌至 2.49%，打破了周内的震荡格局。与此同

时，IRS 短端主要受到 Fixing 下行和货币政策宽松预期的影

响，收益率节节下行。



展望后市，利率互换市场波动性降低，或可择机布局做平曲线

策略。对长端而言，外围市场变数仍大，国内稳定的疫情防控

使得货币政策定力十足，反而进一步延长了降息预期，市场还

有调降存款基准利率的论调，因此 IRS 长端方向性建仓尚有一

定风险；对短端来说，银行间资金利率逼近理论低点，IRS 短

端的下行已经变得不可持续。综合而言，IRS 曲线陡度已经达

到历史高分位数，有趋平的内在动力。

2、外汇掉期

上周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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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

市场对于中美利差扩大预期较强，1年上涨至 800 上方。2年

和 3年分别成交在 1900 和 3025。但随后全球美元流动性陷入

了极度匮乏的状态，CFETS 银行间美元拆借资金面情绪指数显

示在岸美元也十分紧张，周二至周四 3个交易日，掉期价格由

升转跌，跌幅逐日扩大。周四价格跌至周内最低水平。相较于

周一，掉期隔夜跌 10pips 至-8 左右；3个月跌 160pips 至-20。

长期限方面，1 年跌 400pips 至 400，2 年和 3 年则分别下行

500pips 至 1300 和 2300。周五美国股票市场止跌，美联储和

其他主要央行达成互换协议，美元流动性开始好转，掉期价格

触地反弹。短期限价格纷纷回到 par 以上。1年涨至 600 附近。

下周需继续观察美元流动性变化情况。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本周在美元荒的情况下，美债被抛售，收益率

略有上行。市场情绪仍然较差。亚洲（非日本）美元债券发行

规模继续下降至 5亿美元，无中资公募发行（不含增发及私募）。

利差方面，因避险情绪持续增加，亚洲（非日本）美元债券信

用利差拉宽幅度较大，投资级利差整体拉宽 65bp 至 256bp 水

平；高收益板块大幅拉宽 421bp 至 1225bp 水平。

具体项目来看，仅有一笔私募发行。泰州市新滨江开发有限公

司无评级，发行 2年期 8100 万美元规模固息债券，票面利率

为 6.32%。

二级市场方面：本周周一凌晨美联储紧急降息 100bp,市场预

期靴子落地。同时多国央行展开刺激措施，但是美元融资紧张

迫使美债收益率出现了显著上行。周四 ECB 向欧元区提供流动

性，全球利率市场较为明显的好转。但是未来美元融资利率能

否稳定尚需观察。信用债方面，在流动性极度恶化的情况下，

市场估值大幅调整，信用利差走阔 30-120bp 不等。卖压较大，

但是后半周市场情绪有小幅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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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利差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市场观点

本周债市体现出政策和基本面的博弈：

货币政策上，央行周一 MLF 操作利率不变超出市场预期。上周

我们提到，央行政策还在放松周期毫无疑问，市场分歧在政策

节奏。我们认为国内没有像美国一样大幅放水的必要。但是

MLF 利率的不变偏离主流预期较多，将改变大部分投资者对货

币政策节奏的预期。因此本周大部分时间市场都在定价宽松预

期落空。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对 MLF 操作利率的预期是碎步

缓降，目前政策节奏似乎回到疫情之前，我们猜测有以下几个

原因：1.春节后降息有对冲权益市场情绪需求，目前对货币政

策没有这样的需求；2.维稳经济增长方面，保就业是最重要的，

但是货币政策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大，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预期

和经济调结构的进程，权衡降息对经济的拉动和对杠杆的刺激，

选择从缓；3.降息在提升别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

上作用较大，所以可能部分是大国博弈的结果。预计上述条件

中如果状况有变，货币政策节奏会重新变化。至于 LPR，我们

日报中提过，在 MLF 操作利率没有下调的背景下，没有其他变

量的话（其他下调银行负债成本的措施），LPR 报价利率下行

空间不大。

而基本面方面，受疫情“挖坑”影响，本周公布的 1-2 月经济

数据毫无意外大幅下滑。虽然 3月以来复工进度加快，各项数

据都有望触底回升，但累计来看，工业增加值一季度累计同比

仍较难转正，我们预期一季度 GDP 增速下行压力或超市场预期。

而往后看，海外疫情在未来两到三个季度内进一步冲击外需的

确定性较大，即使不考虑国内防疫措施后续的次生影响，维稳

经济增长的压力仍然较大。

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增长压力将进一步显现，影响目前货币政

策节奏的原因和条件也会发生变化，我们维持在债市调整阶段

择机布局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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