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市场要闻 

融资信息追踪 

本周（5.17-5.21），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2944.83 亿元，总偿还

量 2914.7 亿元，净融资额 30.13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

量 2201.46 亿元，净融资额 101.40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57.00 亿元，净融资额-141.95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586.37 亿元，净融资额 70.68亿元。资产证券化市场本周共发

行 44 单，总计 417.14 亿元，基础资产包括不良贷款、消费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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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根据交易商协会公布的数据，本周共发行信用债 103 只，发行

规模共计 1204.9 亿元，供给量较上周环比增加 409.2 亿元，

呈稳步恢复态势。本周跨税期，资金面相对偏紧。但因 5 月缴

税压力弱于 4 月，且收益率震荡下行，一级市场认购情绪仍持

续向好。 

短融、超短融方面，市场化发行的短券情绪尚可。69 天的 21

红狮 SCP003，最终票面为 2.84%，基金和券商有参与认购。168

天的 21 中航资本 SCP002，最终票面 2.77%，与估值持平，基

金和保险机构参与认购。270天的 21 福州城投 SCP005，最终

票面 2.87%，基金和券商参与认购。 

中票方面，优质主体发行债券需求良好。国家电网本周一、周

四各发行 1 只 2 年期中票，最终票面分别为 3.13%、3.09%，

同周内票面下行 4bps。3 年期的 21 陕煤化 MTN004 全场 2.57

倍，需求较好，最终票面 3.97%，低估值 10.89bps。优质城投

的认购情绪火爆，3 年期的 21重庆交投 MTN001，全场 6.2 倍，

最终票面为 3.49%，较估值低 10.64bps。3+2 年期 21 冀建投

MTN001,全场 4.51 倍，最终票面 3.67%，大幅低于发行人预期

的 3.85%。 

熊猫债方面，本周我行主承 2 年、3 年期熊猫债 21 戴姆勒财

PPN003、21 戴姆勒财 PPN004，最终票面分别为 3.6%、3.77%，

分别较 AAA 曲线加点 39.37bps、34.29bps，较 3 月中旬的 PPN

发行结果分别下行 10bps、3bps。 

金融债方面，本周银河证券、光大证券发行短融，票面均为

2.3%。3 年期 21 工银租赁债 02 最终票面 3.36%，较估值低

5.05bps，较 3 年期国开曲线加点 27.92bps。 

中国银行发行 5+N 年期永续债需求较好，最终票面 4.08%，较

5 年期国开债加点 79.41bps，较 4 月下旬中信银行、民生银行

发行的永续债的利差收窄约 20bps。 

近期相对平稳的资金面致使收益率下行，期限利差有所收窄，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人对市场的预期。展望后市，短期内在

无过多扰动因素条件下震荡下行态势料将持续。 

 

 

 

 

 

二级信用债方面：本周信用债二级市场交投活跃，投资者情绪

良好，收益率曲线整体小幅平移下行。短端方面，资金面持续

保持平稳宽松，短端品种成交收益率小幅下行。长端方面，买

盘需求活跃，投资者信心较强，1-3 年期的高等级信用债受到

关注，成交收益率震荡下行。具体来看，AAA 6m CP 的中债估

值从 2.67%震荡下行至 2.64%，AAA 1y CP 的中债估值从 2.93%

下行至 2.89%；AAA 3y MTN的中债估值从 3.42%下行至 3.39%；

AAA 5y MTN 的中债估值从 3.69%下行至 3.65%。 

展望后市，我们认为资金面继续保持宽松，各期限信用债品种

的配置需求仍将稳步释放，信用债市场上的多头情绪有望延续，

收益率仍有下行空间。策略方面，高评级、优资质信用债仍有

一定的持有价值，交易盘可继续针对其建仓并展开灵活交易。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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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利率债方面：本周招标情绪整体平稳向好，短端情绪仍旧

优于长端。 

国债方面，本周国债供给量 950 亿元，较上周环比下降 200 亿

元，招标结果基本符合市场预期。91 天贴现国债发行结果较

上周下行 7.2bps。2 年期新发国债的边际利率较 200018 的二

级价格上行 1.33bps。5 年期国债边际利率与二级水平基本持

平，市场对于 5 年期国债收益率预期较为一致。 

政金债方面，短端情绪优于长端，农发、口行债的招标结果相

对优于国开债。1 年期新发农发债综收较估值低 19.2bps，2

年、3 年期农发债综收分别较二级水平下行 5.11bps、4.38bps，

10 年期新发农发债综收与估值基本持平。91 天期口行债招标

结果较好，综收低估值 25.98bps。2 年、3 年、10 年期口行债

综收分别较二级水平下行 7.3427bps、5.1635bps、2.2677bps。

周二发行的 1 年、3 年、5 年期国开债的综收分别较二级水平

下行 6.34bps、3.80bps、1.45bps。周四发行的 3 年、7 年、

10 年期国开债综收较二级水平基本持平，其中市场对于 7 年

期国开债的收益率预期高度一致。 

本周安徽、甘肃等共 8 个省市发行地方债共计 2154.0427 亿

元，较上周环比下降 150.7693 亿元。其中安徽债 7 年、10 年

期招标价格较国债均值上浮 27bps，其余均上浮 25bps。超长

期限地方债需求仍相对较好，此外 5 年、7 年期安徽市政基建

专项债需求也较好，20 年辽宁债认购热情略超市场预期。3 年

期四川债因同步在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获得了较好的认购

需求。 

展望后市，近期建议持续关注地方债供给等因素对资金面的扰

动。 

二级利率债方面：本周利率债市场曲线相对上周继续平坦化，

曲线上 3-5 年凸点较为明显。周一，央行对 MLF 进行等额续

作，符合预期，公布的 4 月经济数据虽不如预期，但对市场影

响有限。周二、周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资金面维持宽松稳

定构成利好局面，推动长端利率继续下行。周四，商品价格持

续下跌，边际缓解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市场情绪维持积极状

态，当天收盘国债 200016 下行 2.5bps。周五，基本面修复超

预期，市场情绪提振，截至收盘，本周 10 年国债 200016 累计

下行 6.75bps，十年国开债 210205 累计下行 6bps。本周国债

期货前半周维持震荡局面，周三开始每天有 0.3 元以上的涨

幅，市场情绪向好。本周主力合约切换，移仓较为明显。展望

后市，虽然利率创年内新低，但下行趋势仍在；利率下行过快

后，会有止盈盘，随着配置盘的入场，止盈盘的释放有助于机

构充分调整，有助于推动利率进一步的下行。 

 

三、境内资金市场 

本周公开市场有 600亿元逆回购到期以及 1000亿元 MLF到期，

央行开展了 500 亿元逆回购、700 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和 1000

亿元 MLF 操作，因此全口径净投放 600 亿元。在税期的影响

下，资金面略有收敛，但市场供需整体仍属均衡。由于融出方

更加谨慎，资金面日内波动较之前有所增加，短端利率中枢明

显上行。周五收盘，R001 和 R007 全市场加权分别报在 2.0%和

2.14%，分别高于上周收盘价 16bps 和 11bps。 

展望后市，下周公开市场将有 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回笼压力

不大。伴随税期影响逐渐减弱，财政投放将至，市场流动性有

望边际改善,月内到期的资金利率将趋于下行。此外，月末临

近以及地方债发行规模的增加或将给资金面带来的扰动，建议

持续关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 

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投资人对 1Y 期品种保持较高的关注

程度，大行、国股行发行收益率在 2.9%的位置上一度吸引了

大量买盘，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在投资人强烈的认购情绪下，

周五发行人降价至 2.87%-2.89%,仍获得相对较好的需求。二

级市场各期限成交活跃。后半周资金面有所改善，买盘情绪更

加浓厚，长端期限成交利率持续下探，周五近 1Y 的大行最低

成交在 2.86%。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本周利率互换收益率下行，演绎小牛市行情。从市场行情来看，

Repo 端，5Y Repo 从 2.895%下行 4bps 到周五收盘的 2.855%，

1Y Repo 从 2.485%下行 2.75bps 到周五收盘的 2.4575%位置。

1x5 Repo 从 41bps 变平到 39.5bps。Shibor 端，5Y Shibor 从

3.3975%下行 4.75bps到 3.35%，1Y Shibor从 2.835%下行 5bps

到 2.785%。 

本周大宗商品价格快速调整，成为触发利率下行的关键因素。

表面上看是通胀预期平息所致，实际上仍源于欠配力量再次释

放。前期市场一直担心作为全年汇算清缴月的五月会出现资金

面的变化，并且地方债供给压力会改变市场节奏。然而，随着

国常会讨论大宗商品涨价，伊朗和谈对油价压制，大宗商品尤

其是黑色系价格下行。市场前期对货币政策会因为通胀有所作

为的担忧明显缓和，国债期货周内四连升，创去年 9 月以来高

点，收益率在盘旋了小半年之后随着欠配力量的释放一冲直下

关键点位。 

展望后市，各品种期限下破关键点位之后，后市走势又陷分歧。

我们认为可考虑半仓止盈，边打边撤。周五尾盘，IRS 市场收

益率有所上行，或与央行吕进中撰文建议完善 CPI，考虑把资

产价格纳入通胀。下周虽然过了税期，资金面或继续平稳，但

地方债的供给规模稍有走升，比前周大概多增 400 亿。海外方

面，以美国 5 月 Markit 综合 PMI 为首的外围经济数据也非常

强劲。从技术角度，收益率的下行也难一蹴而就，因而从周度

角度考虑，建议在把持多头仓位的基础上渐次止盈。 

2、外汇掉期 

本周银行间掉期市场小幅震荡下行。掉期价格走势主要以人民

币流动性情况变化为驱动因素。 



 

时值缴税申报期，由于担心流动性或将出现扰动，周初人民币

资金供给一度偏紧，谨慎情绪蔓延至掉期市场，隔夜一天最高

成交至 5.5，并推动掉期曲线整体小幅上行，1 年成交至 1600

上方。随着人民币流动性整体稳定的情况得到市场确认，资金

利率恢复平稳，掉期价格逐渐开始回落，曲线整体平行下移。

隔夜回落至 4 的均衡水平，1 年则围绕 1560 一线波动，波动

幅度为 20pips 左右。周五缴税申报结束，流动性情况充裕，

1 年触及周内低点 1535。境外掉期方面，由于境外人民币流动

性同样充裕，境外掉期曲线全周卖压较重，在一定程度上对境

内掉期产生一定向下牵引作用。 

展望后市，下周初整体流动性将会面临汇算清缴的影响，预计

周一周二的掉期价格有机会向上运行，届时将有可能形成下周

的价格高点。此外，上周跨月底期限价格成交至日均 5 个点左

右，显示市场对时点流动性仍保持一定谨慎的观望态度。相信

后续在央行的流动性支持下，扰动将很快度过，1 年掉期价格

会将冲高后回落至 1550 以下。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本周美联储会议纪要首次明确表示讨论退出

QE，引发美债十年期收益率震荡调整。亚洲（非日本）美元债

券一级市场发行规模大幅下降，从前周 84 亿美元下降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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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中占比 52%，发行量为 8.9 亿美元。利差方面，亚

洲（非日本）美元债券信用利差表现不一，投资级利差稍拉宽

1bp 至 143bps 水平；高收益板块小幅收窄 3bps 至 612bps 水

平。 

本周有六家中资企业发行人进行新发，共计六笔债券，发行币

种包括美元、澳元及人民币，主要板块集中在政府融资平台及

地产企业。其中，山东高速（Baa2/-/BBB+）发行 3 年期 2 亿

规模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收窄 20bps 至 3.95%，首个交易

日下跌 2.5pt。南宁交投集团（-/-/BBB-）发行 3 年期 3 亿规

模固息美元债券，为其在境外首次发行，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

收窄 40bps，首个交易日下跌 0.25pt。整体来看，年初以来政

府融资平台处于较为分化的形势，一级新发首个交易日普遍呈

现下跌的态势。地产板块，弘阳地产（B3/-/B+）发行 3NC2年

期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收窄 40bps 至 7.6%，

根据公开数据，有效认购倍数达到 8.6 倍，为本周参与度最高

的项目。 

二级市场方面：中资美元债市场本周整体上涨。但是主要集中

在标杆债券和中短端的国企名字。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华融

无法全额支付其公开债券，引得华融债券进一步下跌。并且拖

累整个资管板块的表现。 

二级市场方面，本周市场明显分化。短久期的国企、2 年以内

的好名字城投进一步被买盘追逐。10 年期标杆债券方面则有

快钱入场，并伴随着做市商的空头回补，进一步收窄，10 年期

国企名字突破前期低位，科技板块则徘徊在前期低位。华融在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之后，本周整体下跌 10pt 左右，截至周五

尾盘，曲线在 60-66 美元区间内。较此前市场情绪修复时下跌

15美元。个别永续债跌至 50美元以下。具体从市场指数来看，

美国投资级指数变动不大，受到资管板块的影响，亚洲投资级

和中资投资级指数小幅走阔 1-2bps。中资高收益指数本周收

窄 2bps，较美国高收益率市场（+4bps）表现更好。板块来看，

国企板块收窄 2-5bps，中化昊华在合并信息披露之后，逐步

收窄。除资管类名字外，金融板块整体小幅收窄，5 年期表现

整体好过 3 年期，实钱投资者有选择的加仓银行和券商名字。

但租赁名字本周变动不大，roll down curve 的策略下，4 年

期和 6 年期的债券尚有个别买盘。财政部主权债持续有买盘寻

找，但是双向交投较为有限。科技板块的表现与纳指较为同步，

周内有波动，但是本周仍收高。科技板块头部名字整体收窄

5bps,高波动名字收窄 7-10bps.  

◼ 市场观点 

5 月以来，地方债发行节奏依然不及预期，资金面虽然面临通

胀预期上升压力，仍保持平稳，加上经济数据弱于预期，配置

力量较强，市场情绪有所好转，本周债券收益率迎来一波下行。

收益率在当前点位上多空因素交织，预计仍将继续盘整。下周

关注汇算清缴对资金面的影响，策略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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