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市场要闻 

融资信息追踪 

本周，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5329.90 亿元，总偿还量 2855.76亿

元，净融资额 2474.14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3834.68

亿元，净融资额 1577.20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661.42亿元，

净融资额 433.73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845.65 亿元，

净融资额 475.06 亿元。资产证券化市场本周共发行 43 单，总

计 588.13 亿元，基础资产包括不良贷款、消费贷款、供应链保

理债权、票据收益、小微贷款、应收账款、商业房地产抵押贷

款、租赁租金等。  

6月9日，穆迪将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高级无抵押债务评级由“A2”

下调至“A3。此外，穆迪将汇丰银行的名义基准信用评估（BCA）

由“a2”下调至“a3”，次级债务评级由“A3”下调至“Baa1”。 

◼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供给规模有所上升，协会产品发行只

数由上周的 137 只增加到 197只，发行金额增加近 600 亿元。

一级认购情绪尚可，中低评级债券更受投资人关注。 

短融方面，21 乌高新 CP001，AA+地方国企，1 年，全场收量

超 3 倍，票面利率 3.27%，低于估值 18bps。 

中票方面，5 年及以上中票发行较为困难。中外运及首创置业

发行的 3 年、5 年双向回拨债券最终均全部回拨至 3 年。 

永续中票方面，21 江西交投 MTN003，3+N，票面利率 3.75%，

永续利差 30bps 左右。 

熊猫债方面，中国银行作为牵头主承销商和牵头簿记管理人，

成功协助宝马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首次

发行 35 亿元公募人民币熊猫债。此次发行是欧洲非金融机构

首次试水境内公募熊猫债，包括 15 亿元短期融资券，期限 1

年，票面利率为 3.03%，高于 AAA 曲线 3bps；20 亿元中期票

据，期限 3 年，票面利率为 3.44%，与 AAA 曲线持平。发行整 

 

 

 

 

 

体认购倍数达到 3 倍以上，境外投资人订单占比约为 50%。 

金融债方面，21 交通银行永续债，5+N 年，票面利率 4.06%，

略高于上周五定价的工行永续债 2bps，较国开加点 77bps。证

券公司短期融资券定价多在 2.35%-2.50%之间。 

展望后市，债市方向较为纠结，近期主要关注点在地方债发行

节奏及央行动态，建议密切关注。 

二级信用债方面：整体来看，本周信用债二级市场表现一般，

收益率有所上行。 

短融方面，周初资金面非常紧张，收益率快速上行，其后随着

资金面转松，市场情绪回暖，但抛盘仍然比较多，收益率缺乏

下行动力。按中债估值来看，3M 短融收益率在 2.59%，上行

7bps；6M 短融收益率为 2.73%，上行 7bps，1Y 收益率 2.98%，

上行 8bps。1Y-6M 期限利差基本维持在 25.5bps 附近。  

中票方面，整体市场活跃度一般，周一在利率债市场带动下，

3 年期收益率大幅跳升，不乏日内上行 10bps 的成交，随后几

天情绪企稳，收益率维持震荡走势。5 年期成交偏少，基本全

是银行永续债成交，因此估值跟随利率债波动。按估值看，目

前 3Y AAA 估值在 3.43%，上行 5bps；5Y 估值在 3.74%，上行

11bps。期限利差上，5-3Y 利差上升 7bps至 32bps。信用利差

方面，3Y AAA 信用利差稳定在 28bps；5Y AAA 信用利差上行

4bps 至 43bps。 

后市来看，受到地方债发行缴款和二季度末指标考核的压力，

资金面仍有继续抽紧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市场不应太过乐观。

因此建议选择 1-2 年的流动性较好的中票品种，择机交易。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国债认购情绪整体较为一般。周三 2 年、5 

年国债边际综合收益基本持平二级，周五 91 天贴现国债边际

收益率低于二级 8.3bps 左右，30 年国债综合收益率高于二级

1bp，带动市场收益率上行。 

随着近期收益率上行，政金债一级需求转弱，招标收益率较前

周上行 2-8bps 不等。例如，周四发行 10 年国开债，在发行总

量较上周增加10亿元的情况下，认购总量减少330亿元左右，

收益率抬升 2.8bps。相较二级成交来看，除短期限偏离二级

较多外，其余低于二级成交多在 4bps 以内。如周三 1 年农发

债综合收益低于二级 11.5bps，10年期农发债低于二级 1.6bps。 

地方债方面，天津、广东、宁夏、福建、四川、浙江发行地方

债 2972.65 亿元。其中广东债及 3 年浙江债较国债加点下限

降低到 15bps，最终发行结果为加点 15-25bps。 

展望后市，地方债供给规模开始放量，每周供给规模在 3000

亿元左右，净融资规模在 1500-2000 亿元左右，税期将至，央

行是否在流动性上进行配合值得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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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利率债方面：本周利率债市场继续弱势振荡。周一资金面

收敛，各期限收益率普遍上行；周二流动性有所好转，但交投

情绪仍显谨慎，收益率先下后上。周三、周四两个交易日，随

着 5 月通胀数据、金融数据悉数落地，且资金面状况持续向好，

多头情绪得以回暖；同时周四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有

关通胀和货币政策的表述也整体偏鸽，收益率连续两日录得小

幅下行。不过周五 30Y 国债发行中标利率高出预期 2bps，令

市场大感意外，受此影响午后中长端收益率均被带动上行。 

一周来看，10Y 国债 200016 收于 3.1475%，较上周五收盘点位

上行 2.25bps；10Y 国开 210205 收于 3.5475%，上行 2.5bps。

国债 2-7Y 活跃券上行 3-5bps；30Y 上行 5bps。金融债中端短

上行 4-6bps。 

展望后市，随着地方债发行放量，资金面的边际变化仍将是决

定利率债市场多空力量的重要因素。 

 

三、境内资金市场 

本周央行共开展 500 亿逆回购操作，等量对冲到期量。流动性

总量水平充足，但是货币市场摩擦加大，回购利率波动上升。

R001 全周在 1.91%到 2.37%区间波动，收报 2.03%，较前周下

行 9bps。R007 则相对稳定，收报 2.11%，下行 3bps。 

存单方面，本周实际发行 2441 亿元，市场较为冷清。资金面

波动加大、回购利率中枢抬升至 2.0%上方后投资者普遍比较

谨慎。1Y 期存单收益率也从上周的 2.84%上行至 2.88%附近。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本周，利率互换收益率震荡上行，曲线变陡。从市场行情来看，

Repo端，5Y Repo从 2.925%上行 3.5bps到本周收盘的 2.96%，

1Y Repo 从 2.515%上行 3bps 到本周收盘的 2.545%。1x5 Repo

从 41bps 变陡到 41.5bps。Shibor 端，5Y Shibor 从 3.41%上

行 3.25bps 到 3.4425%，1Y Shibor 从 2.81%上行 2.25bps 到

2.8325%。 

本周，资金面预期边际转紧，虽然流动性并不算很紧张，但是

与之前持续宽松的态势，产生了预期差，加之地方债发行加速，

利率互换市场情绪谨慎。5 月宏观数据集中出炉，周一外贸数

据出炉，出口数据低于预期，但依旧位于高位，进口则略超预

期；周三通胀数据出炉，CPI 在猪肉价格影响下低于预期，PPI

加速赶顶，飙到了 9.0%，创下了 2008年 9 月以来的新高；周

四金融数据出炉，新增贷款略超预期，而社融不及预期，总体

而言，数据密集出炉，但对市场影响有限。与此同时，美债收

益率下破 1.50%，但是对国内市场的指导意义也不大。 

展望后市，二季度利率互换市场的波段行情已经进入尾声。未

来 3 至 6 个月仍处于经济复苏较快的时期，货币市场刺激政

策退出只是时间问题。在资金边际收敛、供给提速以及潜在的

通胀和经济增长预期下，利率重新上行的赔率和胜率都在走高。 

2、外汇掉期 

本周银行间掉期市场价格总体上行。人民币利率主导了掉期价

格的走势。短端方面，人民币资金利率整体平稳。自中国央行

提高外币存款准备金率以来，tn 价格从之前略高于利率平价

水平，转变为贴近利率平价水平成交。tn 价格基本稳定在 3.5

附近一天成交。较低的 tn 价格使得 1m 至 3m 期限价格始终维

持低位成交。中长端方面，由于人民币 IRS 等利率成交中枢有

所抬升，掉期曲线长端的成交价格稳步上行，目前基本回到六

月前的水平。中资和外资在 1y 的买盘力量中皆有出现。周五

外资在 1y 及以上期限买盘较为踊跃，1y 价格快速上行约

50pips，周五收于 1580 附近。 

掉期日均曲线来看，全周陡峭化上行，长端与短端的价差有所

扩大。进入六月中下旬，掉期曲线预计继续以人民币利率为主

导。从历史情况看，六月份人民币资金面宽松的概率偏小，人

民币短端资金面情况是近期市场的关注焦点。近期可以继续关

注日均曲线的形态变动来判断市场对人民币资金面的预期情

况。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本周美国通胀指数超预期，但美债收益率下跌，

表明市场认同暂时性通胀的看法。亚洲（非日本）美元债券一

级市场发行规模下降，从前周 127 亿美元下降至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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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中占比高达 95%，发行量为 49.6 亿美元，较上周 38.4亿

美元稍有增长。利差方面，亚洲（非日本）美元债券信用利差

表现不一，投资级利差收窄 2bps 至 135bps 水平；高收益板块

拉宽 22bps 至 649bps 水平。 

本周有六家中资企业发行人进行新发，共计八笔债券，发行币

种包括美元及港币，板块主要集中在金融机构。其中，国家开

发银行（A1/-/-）发行 3 年期 25 亿人民币债券，最终定价较

初始定价收窄 35bps 至 2.65%。中国农业银行（A1/-/-）发行

3 年期 5 亿规模、5 年期 5 亿规模美元债券及 2 年期 25 亿规

模港币债券，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分别收窄 40bps、38bps、

30bps，并实现新发溢价-2bp、-2bp、0bp。但首个交易日债券

表现一般，基本在发行价附近徘徊。另外，交银金融租赁（A3/A-

/-）发行 3 年期 5 亿规模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在 T+92bps

水平。 

二级市场方面：中资美元债市场本周整体波动有限。市场传出

中化集团子公司先正达拟在 A 股上市的消息，推动 haohua 曲

线进一步收窄。资管板块有所承压。 

指数方面来看，美国投资级指数本周收窄 2bps，亚洲以及中

资投资级指数本周收窄 1bp.美国高收益指数本周收窄 7bps，

中资高收益板块在恒大等标杆债券的情绪下进一步走阔

50bps。中资高收益率指数较 5月底已走阔 100bps。投资级方

面，本周整体波动情况有限。先正达上市的消息使得曲线进一

步收窄约 15-20bps。资管板块，华融本周周初不断上涨，整条

曲线上行至 70 美元以上，在无更多信息的推动下，后半周小

幅走弱，下跌 3-5pt 不等。受到高管调查的影响，东方资管和

长城资管的卖盘较重，走阔约 10-20bps，信达曲线也受到影

响，但是信达曲线的前端有不少实盘客户入场加仓，中长端也

从最宽的位置回落，曲线本周在-5/+10bps 区间内调整，曲线

较为平坦化。银行类板块本周小幅走阔。农行和光大银行新发

债券表现一般。其他金融板块本周波动幅度也较为有限。租赁

板块方面，交银租赁本周新发债券，但是由于水平过窄，其二

级市场交投清淡，基本围绕新发水平徘徊。科技板块本周仍在

收窄，幅度约 2-4bps。周三开始基准利率大幅下行，并未影响

信用利差的小幅收窄，但是周五亚洲时段，10 年美债在 1.45%

以下位置徘徊，实盘机构减仓获利的意愿较强。 

◼ 市场观点 

当前债市缺少趋势性推动因素，仍然没有明确方向：一方面资

金面面临多重扰动，且超储率较低，波动有所加大。在 PPI高

位运行的背景下，资金面最宽松的时期或已过去；另一方面，

经济增长内生动能逐步减弱。下周主要关注 MLF 操作情况、税

期影响和经济数据，预计 5 月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速或将放

缓。债市仍然呈现震荡格局，策略建议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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