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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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8 万例，死亡病例 92.4

万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 652 万例，印度 484.6 万例，巴西

433 万例。

2、据央行初步统计，2020 年二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

产为 340.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

产为309.41万亿元，同比增长9.7%；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9.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 21.98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7%。金融业机构负债为 310.01 万亿元，同比增

长 9.9%，其中，银行业机构负债为 283.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证券业机构负债为 6.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8%；保

险业机构负债为 1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8%。

3、银保监会：2017 年-2019 年累计处罚银行保险机构 8818

家次，处罚责任人员 10713 人次，罚没合计 72.4 亿元，超过

以往十几年总和，处罚问责链条进一步延伸穿透至违规行为的

交易对手机构。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1203.58 亿元，总偿还量 605.83 亿元，净

融资额 597.75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841.05 亿元，

净融资额 604.62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12.30 亿元，净融

资额 81.76 亿元；AA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250.23 亿元，净融

资额-88.62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供给量较上周有所回升，多为发

行首日，鲜有发行结果，一级认购情绪略有好转。短融方面，

20 九龙江 SCP002，近期刚升为 AAA 的地方国企，10 亿，60

天，最终票面 2.99%，低估值 6bps。20 邹城资产 SCP001，AA+

地方国企，5 亿，270 天，最终票面 4.2%，低估值 21bps。中

票方面，20 大唐山西 MTN001 全市场首发，AA+央企，5亿，3

年，最终票面 4.25%，略高于预期。20 益阳交投 MTN002，AA

地方国企，6 亿，3+2 年，最终票面 5.58%，大幅低于估值，

受券商追捧，认购情绪较好。金融债方面，20 华西证券 CP007、

20华泰证券CP009票面为2.72%、2.70%，分别较估值低24bps、

9bps。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市场交投活跃程度一般。短融方面，

市场交投以剩余期限 9 个月以内的品种为主。例如剩余期限

103 天、AAA 评级的 20 陕延油 SCP008 成交于 2.92%，与估值

持平。中票方面，谨慎情绪再度上升，成交收益率呈现震荡上

行态势。例如剩余期限 2.11 年、超 AAA 评级的 19 汇金 MTN017

成交于 3.49%，高于估值 2bps。剩余期限 2.93 年、超 AAA 评

级的 20 汇金 MTN009A 成交于 3.59%，高于估值 3bps。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政金债整体招标情况较好。3 年期农发

债综合收益较二级水平低 2.5bps，招标结束后带动二级市场

下行 1bp，认购情绪较上周略有减弱。5 年期农发债综合收益

较二级水平低 0.9bp。3、5 年期分别较上周一招标结果下行

4.7bps、5.8bps。地方债方面，今日河北、内蒙共发行 18 只

共 699.5288 亿元，其中河北各期限招标结果均较前 5 日国债

均值加点 25bps。内蒙债除 20 年收费专项债、30 年一般债招

标结果较前 5日国债均值加点 25bps 外，皆不同程度的高于市

场预期，其中第二场招标的 15 年轨交专项债更是创下了较国

债加点 45bps 的近期新高，其余内蒙债的招标结果较国债均值

加点 30-45bps 不等。此前近期仅有的高于市场预期的发行结

果为 8月 14日发行的 10 年期内蒙一般债，较前 5日国债均值

加点 28bps。

二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利率债收益债先上后下，且股债跷跷板

效应明显。一早市场卖盘很重，活跃券跳空上行 2bps 开盘。

之后受股市高开影响，债市进一步下跌，T2012 一度跌逾 0.4%。

午后股市涨幅收窄，利率债收益率相应地触顶回落。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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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12 收跌 0.22%，TF2012 跌 0.07%。期货收盘后，多头情绪

进一步回暖，收益率继续获得下行动力，许是市场对明天续做

MLF的情况较为乐观。截止收盘，十年国债200006收报3.135%，

较上周五下行 0.5bp，日内收益率高点至 3.17%；十年国开

200210 上行 0.25bp，收报 3.685%，今日最高成交至 3.72%。

中端收益率亦是先上后下，收盘点位与上周五变化不大。

三、境内资金市场

公开市场方面，央行开展 800 亿元 7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10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净回笼 200 亿元。资金面延续上周宽

松格局，自早盘起大行股份制持续融出，大量隔夜品种减点成

交。截至收盘，R001 加权报 1.65%，上行 15bps；R007 加权报

2.23%，上行 4bps。今日有 1700 亿逆回购到期，但另一方面

市场预期央行将就 17 日到期的 2000 亿元 MLF 进行续做，市场

情绪较为乐观。

同业存单方面一级情绪良好，当日全市场募集超 1500 亿元。

6M 大行在 2.98%位置迅速起量，1Y 股份制大行继续持平在

3.05%，二级市场各期限成交利率与一级发行利率基本持平。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整体交投活跃程度一般，收益率先上后下，市场

等待明日央行 MLF 续做情况。FR007 定于 2.20%，3M Shibor

定于 2.6970%，均与前一交易日持平。Repo 方面，payer 主要

为股份制银行和券商，receiver 主要是外资银行和城商行。

5Y Repo 高开在 2.915%，国债期货低开低走，触及支撑位后反

弹，带动 5Y Repo 上行至 2.93%位置后回落至 2.90%。午盘，

股市走弱，5Y Repo 盘整在 2.905%-2.895%，尾盘收在 2.885%。

与此同时，1Y Repo 开在 2.5425%，随后跟随长端上到 2.5525%

位置, 收在 2.5250%。Shibor 方面，市场较清淡，5Y Shibor

成交在 3.5225%-3.5275%位置。1Y Shibor 成交在 2.9775%位

置。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价格总体震荡为主。短端小幅下行，长端小幅上行。

短端流动性宽松，长端国债利率维持高位，曲线稍有陡峭化。

预计短端可能会逐步收紧，要警惕季末的流动性情况。长端方

面由于利差维持高位预计价格会得到支撑。tn 收于 4.04,1m

收于 163，6m收于 827,1y 收于 1489。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今日中资离岸一级市场交易活跃，有四家发行

人参与市场，共计九笔债券新发定价。其中，中国化工

（Baa2/-/A-）发行五笔债券，包括 4 年期固息欧元债券、5

年期/10 年期/30 年期固息美元债券以及 PerpNC3 固息美元债

券，最终定价分别收窄 37bps、50bps、40bps、45bps、35bps。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及澳门分行（A1/A/A）分别发行 3年期固息

美元债券及 2年期的固息人民币债券，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收

窄 40bps、35bps。另外，两家地产企业包括龙光集团及大连

万达也参与市场新发。

二级市场方面：延续上一周行情，今日中资美元债市场进一步

走弱。虽然亚盘时段股票市场整体表现不错，但是并不能为债

券市场带来支持。早盘虽然开局平稳，但是随着实钱投资者持

续减仓，以及做市商更强的降风险需求，市场整体沉浸在卖压

氛围中。银行板块持续拉宽，新发交通银行 5年、次新发建设

银行 5 年均出现了 5-8bps 走阔。传统流动性债券如中石化/

腾讯并没有较为活跃的交易，但是实盘投资者有减仓 5年期中

石化的较大规模交易；上周新发的中银航空租赁持续受到快钱

止损的压力，今日再度上行 3bps，较新发水平已经宽 10bps

有余。整体来看，进入 9 月，市场进入新发集中季，供给压力

逐步显现；另一方面，由于近期新发债券流动性尚可，因此减

仓标的集中于近期发行的债券。整体来看今日市场走阔

3-7bps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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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逆回购到期 6200 亿元，央行将继续通过逆回购呵护流动

性，续作规模将根据资金价格变动而定。本周将有 2000 亿元

MLF 到期，目前在股份行 1年期同业存单一级发行价格持续位

于 3.0%上方的情况下，市场对于 MLF 的需求将加大，预计本

次 MLF 将继续超额续作，续作规模将对市场情绪有较大影响。

明日将公布 8月经济数据，市场对于数据进一步改善有预期，

预计对债市的影响较为有限。策略建议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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