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 86 万，达到 860181 例，死

亡病例 42345 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逼近 19 万，达 189624 例；

意大利 105792 例；西班牙 95923 例。

2、习近平主席近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做好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精准落实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各项举措，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3、欧元区 3月制造业 PMI 终值降至 44.5，为 2012 年 7 月份来

新低，预期为 44.7，初值为 44.8。

4、4月 1日早间，汇丰控股、渣打集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

决定取消原定派息计划，并暂停股份回购。消息一出，两家银

行在香港市场早盘低开约 10%、7%。截至收盘，汇丰控股大跌

9.51%，报收 39.95 港元；渣打集团大跌 7.64%，报收 39.9 港

元；两者市值一天蒸发接近 1000 亿港元。

二、政策解读

1、财政部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为小微企

业和“三农”主体融资增信的通知》，地方各级政府性融资担

保、再担保机构 2020 年全年对小微企业减半收取融资担保、

再担保费，力争将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担保费率降至 1%以下。进

一步提高支小支农业务占比，确保 2020 年新增小微企业和“三

农”融资担保金额和户数占比不低于 80%。

2、在保险资管产品新规出台的基础上，银保监会又起草三项

配套规则，即《关于规范开展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有

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规范开展债权投资计划业务有关事项的

通知》《关于规范开展股权投资计划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旨在进一步细化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的监管要求，引导保险

资金更好地服务主业和实体经济，加强风险防范。

二、融资信息追踪

4月 1日，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327.5 亿元，总偿还量 85.0 亿元，

净融资额 242.5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269 亿元，净

融资额 206 亿元；金融行业净融资额 195 亿元，建筑与工程行

业净融资额 37.7 亿元。

交易商协会公告，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务融资工

具发行人，在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间存在未及时披露被申请破

产事项、未及时披露重大债务逾期事项以及未积极配合协会自

律调查等违反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行为。依据相关自律

规定，对印纪娱乐予以严重警告，暂停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

一年；对责任人予以严重警告。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优质主体短端品种多低估值发出，20 宁沪

高 SCP006，AAA 地方国企，198 天，票面利率 2.20%，低于中

债估值 6bp；20 首钢 SCP003,268 天,AAA,地方国企,票面利率

2.38%,低于中债估值 6BP；中票发行情况好转，20 青岛国信

MTN004，AAA 地方国企，5年，票面利率 3.42%，全场倍数 3.5

倍，较上月发行价格低 17bp，低于中债估值 6bp。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市场异常活跃，收益率快速下行。短

融方面，流动性非常宽松，买盘积极收券，6M 高评级品种收

益率下行 5bp 左右，如 175 天的 20 华电 SCP004 收于 2.05%，

较昨日下降 5bp。中票方面，交投情绪火爆，买盘毫不犹豫，

收益率继续下行。具体来看，2.95 年 20 南电 MTN006 收于

2.75%，较上一交易日下行 7bp；4.95 年 20 汇金 MTN004 成交

在 3.07%，较上一交易日下行 6.5bp。

二、境内利率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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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利率债方面：国债招标较为一般，农发债发行相对较好，

其中1年尤为亮眼。3年和7年期国债一级认购量分别较上期、

近 4期平均变化-94.4 亿元和+227.1 亿元，两支国债考虑承销

费后边际综合收益均高于二级 1bp 左右。1年、7年和 10 年农

发增发债一级认购量较最近 5 期平均变动-16.6 亿元、+74.0

亿元和-36.2 亿元，招标结果较上周分别下行 17.9bp、16.4bp

和 9.6bp。1 年、7年和 10 年考虑承销费后综合收益分别低于

二级 24.3bp、2.9bp、2.3bp。

二级利率债方面：市场交投活跃，各期限收益率下行。早盘收

益率低开，国债期货高开后震荡上行，带动收益率继续下行。

10y 国开 190215 收报 3.03%，下行 1.75bp；10y 国债 190015

收报 2.55%，下行 3bp。 5-7 年国债平均下行 3-4bp，同期限

金融债下行 4-5bp。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陡。

三、境内资金市场

公开市场方面，今日央行未进行逆回购操作，也无逆回购到期。

跨季后流动性恢复到非常宽松的水平，各期限供给充裕。银行

间隔夜资金需求大幅回升，7D 及以上期限成交量继续下降。

资金利率整体下行。截至收盘，R001 加权报 1.46%，下行 31bp；

R007 加权报 1.88%,下行 62bp。

同业存单方面，今日公告发行 418.2 亿元。一级市场，发行

人发行收益率维持在低位。部分国股行 6M和 1Y 存单发行分别

在 1.7%和 2.1%获得少量需求。二级市场，长端期限收益率开

始下降，大行、国股行 1Y 存单成交在 2.13%-2.15%。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交投活跃，跨季后资金面愈发宽松，国债期货延

续强势，IRS 收益率下行，ND 卖盘情绪较重。FR007 下行 26bp

定于 1.94%，3M Shibor 下行 1.50bp 定于 1.9180%。Repo 方面，

多空参与方都主要为券商和外资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29%，国债期货开盘后上行，5Y Repo 下行最低至 2.25%，而

后小幅反弹至 2.265%，最终收在 2.2525%位置。1Y Repo 在

1.855%-1.87%位置窄幅震荡成交。Shibor 方面，今日成交较

多，5Y Shibor 日内上行至 2.595%位置后回落到 2.575%收盘。

1Y Shibor 成交在 2.03%-2.045%。

2、外汇掉期

跨过季末，3m内短期限掉期上升明显，2w 到 1m成交价格从昨

天的-30 以下回升至-15 附近。On 收于 par，1m 收于-15,3m

收于-5。长端方面，1y 和 6m价差较昨日有所扩大，1y继续上

行，收于 432。从期限结构曲线形态来看，短端上行快于长端，

曲线趋平，整体上行。当前在出现美元指数上行并且兑其他货

币普遍升值的情况时境内掉期短端卖盘依然会涌现，但近端卖

压明显逐日缓解。未来需要观察中国央行的利率动态及美联储

流动性释放的情况。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今日离岸中资债券一级市场共有三笔新发债

券。其中，百度（A3/-/A）分别发行 5 年期及 10 年期固息美

元债券，初始定价在 T+312bp 及 T+325bp 水平。部分流动性较

好的投资级标杆债券在百度公布定价后走宽。另外，内江投资

以浙商银行备证结构，发行 3 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最终定

价在 3.8%水平。可以看到近期几笔地级市或县级平台发行人

为能继续在境外融资，均采用银行备证结构，以基石订单为主

市场参与度有限的发行方式。

二级市场方面：受到隔夜美股走弱和汇丰、渣打不分红的消息

影响，今日风险情绪全面走弱。中资美元债券早盘开宽 10bp，

而后随着百度新发 IPT 定价发布，TMT 板块全面承压。下午市

场情绪进一步恶化，再度走阔10-15bp，品种涉及O&G以及high

beta 债券。市场需求主要集中于 5 年以内国企名字，市场盯

市账户普遍对未来市场持谨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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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持续呈现低于境外信用债利率的情况，且利差持续维持

在低位。

 市场观点

资金面跨季末后恢复宽松，加权资金利率较昨日大幅下行，进

一步确认我们最近反复提到的交易逻辑：未来一段时间流动性

无忧，因此短端剧烈下行，中长端跟随。今日观察全球疫情数

据，欧美数据存在一定反复，使得全球疫情能否在 4月得到控

制的不确定性增加，A股港股在外盘影响下也出现回落，我们

预计未来短期内风险偏好可能会重新下降，由于目前美元流动

性已明显改善，故预期风险情绪将持续利好债券资产。我们维

持之前的策略建议，继续持有 5年期债券，并择机配置长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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