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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 1626.4 万例，死亡病例 64.5
万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 423.4 万例，巴西 241.9 万例，印
度 143.6 万例。
2、中国 6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 11.5%，前值增 6%；
1-6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5114.9 亿元，
同比下降 12.8%。
3、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 7 月 28 日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共同主持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围绕“开启后疫情时代中
欧合作新局面，引领全球经济稳健复苏增长”主题进行深入讨
论。
4、国家发改委联合农发行印发通知，从 2020 年起，农发行 5
年内将安排 1200 亿元专项贷款额度，聚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相关的重点领域、重要项目，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重
点支持搬迁安置区配套产业发展、支持开展消费扶贫促进安置
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支持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提升完善。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320.40 亿元，总偿还量 355.60 亿元，净融
资额-35.20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206.50 亿元，净
融资额-20.40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63.00 亿元，净融资额
-11.40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50.90 亿元，净融资额
-3.40 亿元。
联合资信公告称，确定下调山东阳谷农商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 A，下调“16 阳谷农商二级”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为稳
定。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本周信用债供给持续下降，短融、中票等协
会产品预计发行金额仅 600 亿元，较上周计划发行规模进一步
减少近 400 亿元，地产、交运类发行人发行占比上升。短融方
面，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AA 评级外商独资企业，发
行 270 天短期融资券，由 AAA 评级母公司碧桂园担保，最终票
面 3.94%，高于估值 29bps，受到银行资管和基金的追捧。券
商短融方面，东方证券发行 87 天短期融资券，
发行利率 2.60%，
较上周头部券商短融票面高 5bps，基本持平股份制银行存单
水平，基金公司参与程度高。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市场交投一般，收益率小幅下行。短
融方面，成交集中在年内到期和 9m 的品种，收益率变动不大，
基本围绕估值成交。例如剩余期限 87 天、AAA 评级的 20 中电
投 SCP017 成交在 2.62%，持平于估值；剩余期限 276 天的 20
铁道 CP002 成交在 2.7%，持平于估值。中票市场活跃度一般，
买盘需求较多，但卖盘较为坚持，总体成交量有所下降，但收
益率保持下行，3y 下行多于 5y。个券来看，剩余期限 2.74
年 、 AAA 评 级 的 20 汇 金 MTN005 成 交 在 3.22% ， 低 于 估 值
2.94bps；剩余期限 4.95 年、AAA 评级的 20 河钢集 MTN006 成
交在 3.98%,低于估值 4.57bps。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债券简称
20农发02(增17)
20农发05(增14)
17农发15(增29)

全场
倍数
2.9794% 4.68
3.2087% 5.79
3.3279% 7.47

债券代码 期限 发行量 中标利率
200402
200405
170415

3Y
5Y
7.1Y

60亿
60亿
30亿

边际
倍数
1.36
2.26
2.25

一级利率债方面：在中美摩擦升温、避险情绪的带动下，今日
一级利率债认购情绪持续活跃，招标收益率显著低于上周。农
发行今日增发 3 年、5 年、7.1 年期债券，招标结果较上周下
降 11.3bps、16.5bps、5.1bps，其中 3 年和 5 年期综合收益
率与二级市场成交收益率基本持平，剩余 7.12 年的老券综收
低于二级 4.4bps。地方债方面，今日仅有四川发行 85.9 亿元
地方债，发行利率较国债五日均值上浮 25bps。本周地方债计
划发行规模 898 亿元，较上周增加 653 亿元。特别国债将在本
周完成全部发行，预计 8 月起地方债供给压力将有所回升。

二级利率债方面：二级市场交投清淡，利率债现券收益率全天
窄幅震荡。早盘统计局公布 6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
11.5%，前值增 6%，显示经济仍在复苏向好，债市情绪较为谨
慎，收益率小幅上行。但因中美摩擦引发避险情绪蔓延，摊余
成本法债基的配置需求有一定持续性等，债市全天呈现上有
顶，下有底的区间窄幅波动行情。截至收盘，10y 国开 200205
收报 3.38%，上行 1.5bps；10y 国债 200006 收报 2.88%，上行
2bps。
三、境内资金市场
公开市场方面，今日央行开展 100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
完全对冲了当日到期量。货币市场延续了上周的紧张局面，资
金融出谨慎，绝大多数期限的利率上行。非银机构跨月的资金
需求有所增长，大幅推升 7D 期限的成交量。截至收盘，R001
加权报 2.03%,上行 15bps；R007 加权 2.44%,上行 34bps。

一级市场方面：今日中资离岸债券一级市场有两笔新发。光大
银行香港分行（Baa2/-/BBB）发行 3 年期固息美元债券，最终
定价较初始定价收窄 40bps，在最终定价时获得 22 亿美元订
单。大发地产（B2/B/-）发行 2 年期固息债券，最终定价在
13.5%，在最终定价时获得 6 亿美元订单。
二级市场方面：在中美摩擦再起之际，中资美元债今日开盘平
稳，交投清淡。早盘国企板块收窄 2-3bps。下午伦敦开盘后，
市场活跃度仍然有限。临近亚洲尾盘，亚洲美元债相对走弱，
全日市场整体在+/-3bp 范围内窄幅波动。买盘对于 5 年以内
的国企名字仍然兴趣浓厚，而 10 年期 beta 债券则有交易类账
户获利了结。
六、中银境内外债券投融资比较指数

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公告发行 1455 亿元。大行、国股行
3M 发行收益率在 2.59%-2.60%需求火爆。6M 和 1Y 发行人提价，
收益率分别报 2.78%和 2.85%，但需求一般，其中 6M 发行收益
率已超过 9M。二级市场成交活跃，成交收益率较上周五变化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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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利差小幅走阔。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交投清淡，收益率窄幅震荡上行。FR007 上行 27
bps 定于 2.40%，3M Shibor 上行 1.70bps 定于 2.5740%。Repo
方面，payer 主要为股份制银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和外资
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7%，中国 6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数据向好数据出炉后，小幅上行至 2.61%。午盘，5Y Repo
在 2.6025%-2.605%区间成交，收盘在 2.61%。1Y Repo 开在
2.295%，受 7D Repo Fixing 影响，上行至 2.3150%，尾盘收
在 2.32%位置。Shibor 方面，成交寥寥，5Y Shibor 成交在
3.105%，1Y Shibor 成交在 2.5925%-2.61%区间。本周建议密
切关注政治局会议、中美摩擦、和 PMI 数据。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呈震荡走势。早盘 tn 开于前一交易日的位置，
而后由于买盘力量逐日减退，不久开始下行，并带动 1w 至 1m
期限下行。长端振幅较小，较前一日小幅上行。tn 收于 5.72，
1m 收于 148,6m 收于 703,1y 收于 1300。当前 tn 价格水平仍较
高，前期主要买盘正在消退，而长端债券保值买盘需求仍在，
预计短期曲线会陡峭化变化。
五、中资离岸债券

市场观点

随着月末来临，资金面趋紧，DR001 回到 2.10%附近，DR007
上移至 2.20%附近。本周将跨月末，资金到期压力较小，但利
率债发行量较上周有所增加，预计央行将继续通过逆回购操作
平稳流动性波动。对于债券来说，配置价值提升是近期收益率
下行的内因，而中美事件令市场风险偏好回落是触发因素，但
判断债市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看央行的政策取向。策略建议不
变，后续关注本周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和政
策走向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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