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市场要闻 

融资信息追踪 

近两周（4.26-5.8），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6,443.41 亿元，总偿

还量 5,865.40 亿元，净融资额 578.01 亿元。其中，AAA 评级

总发行量 3,590.90 亿元，净融资额 370.37 亿元；AA+评级总

发行量 1,320.60 亿元，净融资额 389.10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

总发行量 1,531.91 亿元，净融资额-181.45 亿元。资产证券化

市场近两周共发行 41 单，总计 480.28 亿元，基础资产包括不

良贷款、消费贷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供应链保理债权、收

费收益权、票据收益、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小微贷款、应收

账款、租赁租金等。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正与中国人民银行及澳门金融管理局

敲定跨境双向理财通业务试点的实施细则，很快便会落实推出；

金管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就“债券通”南向开通的实施细则亦已

准备就绪，相信会很快落实。 

央行：初步测算 2021 年一季度我国宏观杠杆率为 276.8%，比

上年末低 2.6 个百分点，未来随着疫情影响逐步减弱，经济增

长稳定，债务总量与经济增长相匹配，预计今年宏观杠杆率将

保持基本稳定。 

大公公告称，宁夏晟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债务偿还能力进一步

下降，决定将晟晏实业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BBB+，评级展望维

持负面。 

◼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市场在宽松的资金面以及配置需求的推动下短端认购情

绪高涨。3 年期以内的债券发行都有不错的市场表现。 

信用债方面，根据交易商协会数据，两周共簿记发行 424 只，

发行规模 3354.17 亿元。4 月全月发行 1094 只，规模 9434.06

亿元。由于资金面整体宽松，机构持券过节的意愿较强，4月

30 日及之前缴款的债券认购情绪较好。 

短融超短融方面，短期限认购情绪高涨。21 中国铜业 SCP002，

AAA 评级，180 天，发行规模 10 亿，票面利率 3.2%，大幅低

于估值 20bps。21 青岛城投 CP001，AAA 评级，发行规模 10 亿，

票面 3.1%，低于发行人预期。市场情绪较好，全场倍数达到

3.06 倍。 

中票方面，市场普遍对中长期限认购相对谨慎，追低意愿较弱。

华侨城发行 3 年和 5 年双向回拨中票，3 年期规模 14 亿，5 年

期规模 6 亿。票面利率为 3年 3.5%，低估值 8bps，5 年 3.85%，

5-3 年利差高于 AAA 估值曲线利差。3 年期全场认购达到 2.25

倍，5 年期倍数 1.6 倍，可以看出 5 年期投资人参与更少且更

为谨慎。 

交易商协会推出了首批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8 家发行人共发

行 79 亿。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的条款中约定若发行人在一定 

 

 

 

 

期限内未能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则对票面利率进行惩罚性调

升。发行情况来看，几家大型央企如华能集团、国电电力、长

江电力、大唐发电等均以低估值 7-14bps 发行。 

4 月末的政治局会议中，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表述并未出现重

大转变，市场对短期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急转弯”的信

心较强。目前市场多空力量较为均衡，重点关注经济数据表现

以及地方债供给高峰对市场的影响。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二级市场交投活跃，收益率曲线小幅

陡峭化调整。短端方面，跨月前后资金面保持宽松，多头情绪

良好、需求踊跃，短端品种成交收益率整体小幅下行。长端方

面，多空双方对峙拉锯，市场价格方向趋势不明，成交收益率

小幅震荡波动、先上后下。具体来看，AAA 3m CP 的中债估值

从 2.62%震荡下行至 2.58%；AAA 1y CP 的中债估值从 2.98%

下行至 2.95%；AAA 3y MTN的中债估值从 3.46% 上行至 3.51%，

随后下行至 3.49%；AAA 5y MTN 的中债估值从 3.69%上行至

3.74%，随后下行至 3.72%。 

展望后市，资金面依然是短期内影响信用债走势的最主要因素

之一，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市场的资金成本变化情况。交易策

略方面，考虑当前的期限利差水平，建议投资者关注 1-3 年期

高等级信用债收益率走势，寻找交易性机会。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市场资金面平稳偏宽松，市场情绪较好，短

端表现好于中长期。国债方面，财政部发行 91 天和 182 天 2

期贴现国债，发行情况较好，其中 91 天边际利率较二级市场

下行 4bps，182 天边际利率较二级市场下行 7bps。 

政金债方面，国开行发行 9 只债券，规模 970 亿，农发行发行

7 只，规模 260 亿，进出口行发行 3 只，规模 130 亿，短期限

表现好于中长期限。农发行 4 月 28 日在上清所发行的 1 年期

债券为“直接面向境内外投资者试点招标发行金融债券”，规

模 60亿，招标情况火爆，全场达到 11.55倍，票面利率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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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二级市场 5bps。本次农发行成为继国开行之后，将多家

境内外基金公司、银行理财公司、保险资管等纳入一级认购团，

拓展了境内外机构参与农发债的新方式。 

地方债方面，共 10 个省市和自治区发行 40 只地方债，总规模

2166.3417 亿元。除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债债为国债均值加点

30bps 外，其余地区均加点 25bps。地方债的供给高峰将至，

届时地区、期限分化情况将表现得更加明显。 

 

二级利率债方面：假期前一周利率债呈现窄幅震荡格局，收益

率全周先上后下。周一，利率收益率全天震荡上行。早盘资金

面仍延续收敛态势，国债期货开盘大幅跳空低开，随后全天呈

现低位窄幅震荡格局，带动各期限现券收益率上行。期货收盘

后现券抛盘仍有所涌现，现券收益率小幅上行。周二利率收益

率全天涨跌互现。早盘国债期货高开，T2106 试图突破上方阻

力区间未果并大幅下挫，全天跌幅 0.11%，收于 97.58 元，同

时带动长端现券收益率上行。短端现券则受资金面宽松影响，

表现较好，收益率反而略有下行。周三、周四两天，利率收益

率保持窄幅震荡下行，曲线走陡。资金面非常宽松，机构持券

过节的意愿强烈，超短端买盘踊跃，陡峭化压力下长端现券空

头集中回补。期货开盘后表现强势，T2106 反弹至区间震荡上

沿 97.795 元附近并带动长端现券收益率下行。随后期货在震

荡区间上方遇阻明显，叠加机构对即将公布的 PMI 数据及政治

局会议内容持谨慎预期，期货多头平仓较多，T2106 下跌至震

荡区间下沿随后略有反弹，现券收益率小幅上行。周五利率债

收益率大幅下行，早盘 PMI 数据出炉，4 月官方制造业 PMI为

51.1，低于市场预期，显示经济的恢复力度或有所减弱。长端

现券收益率有所下行。午后期货强势发力，并一举拉涨至 98

元上方，直逼期货前期高点，长端现券收益率快速下行。 

假期后，周四利率收益率全天震荡下行，曲线各期限下行 1-

2bps。早盘资金面维持宽松状态，隔夜报在加权附近，7 天加

权利率在 2.1%-2.2%之间。期货开盘后 T-2106 强势拉升，带

动现券收获一波下行，期间长端现券 210205 最低成交在

3.5225%，期货收盘后现券收益率基本维持横盘震荡。周五，

利率债收益率长短端走势分化，短端下行幅度缩窄，而长端受

早盘公布的超预期财新服务业 PMI 数据影响有所上行。资金面

仍保持宽松，隔夜回购利率大幅下行，7 天加权回购利率下破

2.0%关口。期货 T2106 高开，随后受强劲的进出口数据影响，

最低下跌至 97.90，带动现券收益率上行。目周六，因调休工

作日，市场整体成交清淡，交易动能有限，利率债收益率小幅

震荡下行，资金面仍保持宽松态势，七天加权回购利率下行至

1.76%附近，接近年度低点。 

展望后市，市场对于资金、供给、通胀等压力的担忧依旧存在，

从债市近期表现来看，市场对于假日期间的政治局会议、五一

消费数据等事件消化较为充足，目前债市顶部支撑的配置力量

较强，债市体现较强韧性。 

 

三、境内资金市场 

近两周，央行共开展 800 亿元 7 天逆回购操作，到期 1100 亿

元，净回笼 300 亿元。4 月历来是缴税大月，投资者对于跨季

资金面依旧较为谨慎，但市场整体还是保持总量充裕的态势。

4 月末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资金供给有所收敛，早盘略显紧

张，跨月隔夜资金供给有限。午后资金供给逐渐放量，市场宽

松至尾盘。5 月第一周，受益于 4 月末财政支出对流动性的补

充作用，资金面继续保持平稳偏松格局，资金供给充裕。周六

缺少了非银机构的参与，全天交易清淡。资金利率方面，R001

近两周在 1.48%-2.31%之间波动，R007 在 1.82%-2.37%之间波

动。 

同业存单一级发行方面，国股行发行的重心集中在 3M和 1Y 期

限，各期限发行利率均有下行。具体来看，3M 期限从周初 2.50%

位置下行 10bps 至 2.40%，9M从 2.85%位置下行到 2.80%，1Y

从 2.96%下行到最低 2.90%。由于目前存单利率下行趋势已经

持续了数周的时间，下行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展望后市，本

月地方政府债发行或将加速，同时将迎来去年全年汇算清缴，

市场流动性将面临一定压力，建议操作上仍以谨慎为主。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近两周，利率互换收益率整体下行，曲线变陡。从市场行情来

看，Repo 端，5Y Repo 从 2.925%下行 2.5bps 到本周收盘的

2.90%，1Y Repo 从 2.53%下行 4.5bps 到本周收盘的 2.485%。

1x5 Repo 从 39.5bps 变陡到 41.5bps。Shibor 端，5Y Shibor

从 3.48%下行 4bps 到 3.44%，1Y Shibor 从 2.91%下行 6.5bps

到 2.845%。 

过去的两周，利率互换曲线陡度加剧，短端利率下行明显，长



 

端利率下行幅度小于短端。行情主要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资

金面继续平稳，二是市场对经济和通胀的分歧加大。一方面，

经济修复的速率尚不清晰。4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为 51.9

较为强劲，但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1.1 低于市场预期。另一方

面，大宗商品猛涨，通胀问题再次受到市场关注。但从央行和

政府高层表述来看，通胀并不足以改变货币政策的节奏。尤其

是大家最为关注的 4 月 30 日政治局会议也对通胀的表述较为

委婉。加之一切分歧在流动性宽松面前都被碾平，跨月资金面

也非常宽松，市场做多情绪依然浓厚，也都谨慎地集中在短端。 

展望后市，资金面依然是决定市场胜负的最关键变量。五一假

期结束后，虽然旅游消费数据不错，大宗商品仍在大涨，美联

储也在吹风收紧。但是在资金面宽松的推动下，收益率依然上

不去。5 月是前一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月，且地方债的供给

压力或较 4 月有所增加，央行主动收紧流动性的概率较低。建

议继续密切关注货币政策和资金面的变化。 

2、外汇掉期 

银行间掉期市场由于假日原因成交较为清淡。价格水平整体震

荡走低，下行幅度较为温和。 

五一长假前，央行连续进行 100 亿元七天逆回购，当周操作量

完全对冲到期量。市场原来预期 4 月中旬到来的资金波动未

至，经济基本面平稳运行，因此流动性并未出现明显收紧，顺

利跨节无恙。受此影响，掉期短端价格走势稳定，跨五一假期

日均点数最高为 5，其他短期限日均成交在 4，与前期短端价

格中枢基本保持一致。1 年掉期交投于 1620。长假结束后，人

民币资金利率小幅下行，短期价格率先回落，并带动长期限价

格下跌。其中隔夜跌至 3.88，1 年最低曾跌至 1580。随后部

分前期已建立长期限空头的机构选择在此位置获利了结，价格

反弹至 1590。 

展望后市，5 月初人民币资金面大概率保持平稳状态，掉期价

格难言出现较大波澜。但随着时间推移，需要关注地方债发行

放量等因素所带来的资金面波动以及央行应对措施对掉期价

格的影响。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 

尽管逢境内假期，但亚洲（非日本）美元债券发行规模未受到

影响，从前周 36 亿美元增长 17%至 42 亿美元，其中中资美元

债公募发行（不含增发及私募）在亚洲（非日本）发行中仅占

比 24%，发行量为 10 亿美元。利差方面，亚洲（非日本）美元

债券信用利差整体呈现收窄态势，投资级利差收窄 2bps 至

141bps 水平；高收益板块收窄 14bps 至 606bps 水平。 

近两周有八家中资企业发行人进行新发，共计九笔债券，发行

币种均为美元，主要板块集中在政府融资平台及地产企业。北

京控股（Baa1/BBB+/-）发行 5年期 3 亿规模及 10 年期 4 亿规

模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分别收窄 50bps、45bps，

获得投资者踊跃参与，根据公开数据，有效认购倍数达到 8倍

及 5.5 倍。两只债券首个交易日也表现优异，5 年期债券收窄

6-8bps，10 年期债券收窄 13-15bps。广州金控（-/-/A-）发

行 3 年期 3 亿美元固息债券，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大幅收窄

60bps 至 2.15%水平，为近一个月以来收窄幅度最大的项目。

另外，南京江北产投及西安曲江文化产投均参与境外市场融资。

地产板块，佳兆业（B2/-/B）发行 4.5NC2.5 年期美元债券，

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收窄 42.5bps，根据公开数据，有效订单

倍数达到了 5.6 倍。其首个交易日上涨 0.5pt。宝龙地产

（B2/B+/-）发行 5NC3 年期 2 亿美元规模债券，最终定价在

5.1%水平，因发行规模较小，认购倍数高达 16 倍。 

二级市场方面：中资美元债市场逐步从华融债券的影响中转向

其他关注点。近两周恰逢中国大陆五一假期，市场流动性逐步

转弱。但是信用利差整体收窄。一方面，年内的供给规模相对

克制。此外，美债利率步入盘整区间，一季度因避险需求而谨

慎配置的机构开始加大配置力度。因此大部分板块均有所收窄。

华融债券的波动性显著下降。受到评级公司下调其评级的影响，

债券价格整体下行 5-15pt 不等，而永续债因被调降至高收益

级别，引得不少实钱投资者抛售，目前在 60 美元上下徘徊。 

二级市场来看，美国投资级指数收窄 3bps，亚洲和中资投资

级指数分别收窄 2bps 和 6bps，中资高收益指数收窄 26bps。

具体板块来看，国企板块表现强势，收窄 5-15bps。中短久期

有抱团现象，单边买盘导致一券难求。此前被华融事件冲淡了

利好消息的中化昊华，近两周表现强势。因其较宽的信用利差

吸引不少买盘注意。随着信用利差逐步收窄，获利盘和加仓盘

带动双向交投活跃。非华融的资管名字整体收窄，中短端买家

较多。长端曲线在空头回补的追逐下信用利差不断收窄后，个

别获利了结投资者意图减仓，板块整体收窄 10-15bps。租赁

板块仍然表现稳定，券商板块也开始受到各类实钱投资者的加

仓关注，大金融板块整体收窄 8-15bps. 科技板块整体收窄 5-

15bps。美团在此前较宽的位置上也有所收窄。腾讯等头部名

字已经回到年内最窄的位置。城投名字也有抱团现象出现，2

年内好名字的存量债一票难求。发达地区的债券也持续受到追

捧。 

整体来看，市场配置需求仍然较强。需关注后续的新发供给情

况。供求缺口之间的矛盾如果持续扩大，即使目前较窄的信用

利差水平，也有可能被进一步被压缩。 

◼ 市场观点 

4 月债市虽面临诸多利空压力，但在资金面平稳、配置力量较

强、出口和社融数据低于预期等的影响下，收益率震荡下行，

且中短端下行幅度超过长端，曲线变陡。时至 5 月，债市仍然

多空因素交织。4 月出口在海外经济复苏、外需提振的推动下

增速强劲，明显高于市场预期；进口因基数效应和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也超出预期。后续来看，印度疫情加剧、欧美经济复苏

或将使我国出口继续保持良好增长。4 月政治局会议认为“当

前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牢固”，再提政策“不急转弯”，

预计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健，短期内不会收紧。4 月地方债发

行量不及预期、资金面也比市场预期的宽松，但进入 5 月地方

债供给将会上升，资金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短期

内债市将保持震荡，策略建议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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