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市场要闻 

融资信息追踪 

本周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2528.47亿元，总偿还量 1803.11亿元，

净融资额 725.35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1487.30 亿

元，净融资额 226.19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411.02 亿元，净

融资额 214.83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630.15 亿元，净

融资额 284.33 亿元。资产证券化市场本周共发行 43 单，总计

551.02 亿元，基础资产包括消费贷款、供应链保理债权、票据

收益、小微贷款、应收账款、购房尾款、汽车贷款、租赁租金

等。 

◼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本周信用债发行总量仅有 1142 亿元，前半

周市场需求集中在长期限优质主体债券，后半周市场需求大范

围提升。 

短融/超短融方面，优质主体市场化供给较少。前半周发行的

短期限债券并未受到市场追捧，而周四发行的 AA+地方国企 21

闽漳龙 CP003，期限 1 年，票面 2.97%，低估值发行，全场 2.9

倍，需求较好。 

中票方面，3+2 年期 AAA 评级主体的 21 武汉城建 MTN002，市

场认购热情高涨，全场倍数高达 6.07 倍，最终票面 3.43%，

低估值 6bps; 3+N 年永续中票 21 中交路桥 MTN001 最终结果

3.69%，持平该主体下 1.45+N年期限永续中票。 

PPN 方面，长期限优质城投获得市场火爆认购。21 吴江城投

PPN002，期限 3 年，最终结果 3.69%，与估值基本持平，全场

倍数 3.95 倍，获得投资者火爆认购。21 苏新国资 PPN001，期

限 3 年，最终结果 3.72%，较同期限 MTN 溢价在 20bps 左右， 

 

 

 

 

 

获得全场 3.3 倍认购。 

金融债方面，21 光大证券 CP007 和 21 国泰君安 CP001，期限

82 天，由于到期日不跨季，票面利率低至 2.2%。恒丰银行发

行 80 亿 5+N 年永续债，最终结果发在 4.75%，较前日五年期

国开债加点 159bps。 

展望后市，降准带来的流动性释放对一级信用债市场的影响或

是结构性的，优质企业的长期限融资和绿色融资或将受益明显。 

二级信用债方面：整体来看，本周信用债二级市场非常活跃，

收益率快速下行。 

短融方面，由于资金面持续维持宽松态势，且市场不断传出降

息和降准消息，因此市场热情高涨，需求主要集中在 6M 左右

的品种，收益率普遍下行。按中债估值来看，3M 短融收益率在

2.42%，下降 11bps；6M 短融收益率为 2.66%，下降 8bps；1Y

收益率为 2.88%，下降 6bps。1Y-6M 期限利差在 14bps，下跌

6bps。 

中票方面，受到降息和降准传言的影响，买盘之间竞争较为激

烈，基金为主要买家，多数 ofr 只要在估值 5bps 以内即会被

tkn。按估值看，目前 3Y AAA 估值在 3.28%，下降 10bps；5Y

估值在 3.55%，下降 11bps。期限利差上，5-3Y 利差下降 2bps

至27bps。信用利差方面，3Y AAA信用利差下降3bps到36bps；

5y AAA 信用利差下降 6bps 在 35bps 附近。 

后市来看，周五晚间央行公告全面降准，市场热情在夜盘时段

再次被点燃，下周买盘动能可能仍然会持续。但是，回顾历史，

一般降准不会带动收益率长久下行，随着利好逐渐释放，应该

注意市场回调的风险，建议下周把握节奏，适时止盈。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 

本周共发行利率债 4727.77 亿元，较上周供给增加 2466.19 亿

元，巨量供给在月初资金面宽松以及国常会降准消息的配合下，

发行情况较好。 

周一到周三受到月初资金面宽松影响，1 年、3 年、5 年期国

开债发行利率较上周下行 8.1bps、3.5bps、1.3bps。2 年、3

年、7 年期农发债发行结果较上周下行 4.9bps、5.1bps、2.1bps。 

周四周五市场被降准信号点燃，下行幅度加大，3 月、30 年期

限国债发行结果较上周下行 7.2bps、7.2bps。 3 年、7 年、

10 年期国开债发行结果较上周下降 9.7bps、9.8bps、11.4bps。

3 月、1 年、2 年、3 年、5 年、10 年期口行债发行结果较上周

下降 7.4bps、2.3bps、7.9bps、7.1bps、8.4bps、6.7bps。 

展望后市，7 月 15 日降准约释放长期资金 1 万亿人民币，将

给利率债一级发行利率带来进一步下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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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利率债方面：本周利率债市场表现较强，收益率全周震荡

下行。周一、周二两天利率债收益率仍延续区间窄幅震荡格局。

周三开始收益率快速震荡下行。资金面依旧平稳宽松的态势下，

现券买盘旺盛。尽管国债供给放量发行，但结果出炉后显示债

市承接能力依然较强，收益率快速下行。周三午后，彭博新闻

关于央行前官员盛松成提到下半年货币政策宜稳中趋松并适

当降准降息的讲话流出，多头情绪瞬间被点燃。国债期货罕见

的日内增仓一万三千多手，拉升三毛左右，带动现券收益率快

速下行。晚间央视新闻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时运用降准

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消息一出，

市场买盘涌现，收益率继续快速下探。截至晚间八点，中长端

活跃券较五点时收益率普遍再下行 3-5bps。周四债市多头热

情延续，国债期货跳空高开，全天稳步拉升，带动现券收益率

进一步下行。最终 10 年国债期货主力合约 T2109 全天拉涨

0.49%，创 2020 年 5 月 22 日以来最大涨幅。期货收盘后，买

盘依旧旺盛，多头热情依然不减。相较于政金债，国债全天表

现更为优异，10 年期最新活跃券 210009 收益率成功下探突破

3%重要阻力关口。周五利率债收益率略有回调。早盘资金利率

有所抬升，市场情绪略显谨慎，现券收益率小幅上行。午盘三

十年国债发行结果不及市场预期，国债期货跳水并带动现券收

益率快速走高。尾盘金融数据出炉，社融及信贷数据均好于市

场预期，现券收益率高位震荡。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决定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不含已执行 5%的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消息一出，活

跃券收益率均下探 2-3bps。截至周五收盘，10y 国债 200016

收报 3.015%， 较上周五下行 8.5bps，10y 国开 210205 收报

3.415%，较上周五下行 8.5bps。 

展望后市，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对债市情绪有所提振。利率

债收益率或仍存在一定下行空间，建议密切关注后续 MLF 操作

及流动性情况。 

 

三、境内资金市场 

本周央行开展了 500 亿元 7D 期逆回购操作，逆回购到期 1100

亿元。另外还有 700 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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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到2.24%区间波动，收报于2.24%，较前周上行59bps。

R007 收报 2.24%，上行 23bps。同业存单方面，上半周收益率

缓慢上行，下半周受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

政策工具消息影响，收益率快速下行，但由于资金面波动加大、

回购利率中枢抬升至 2.0%上方，一级市场 1Y 期存单收益率从

最低的 2.78%回升至 2.82%附近。周五，央行宣布下调金融机

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消息一出，二级市场交投活

跃，1Y 国股行存单成交在 2.75-2.76%，下行 8bps。 

展望后市，下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 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周四

还有 4000 亿元 MLF 到期。央行表示，7 月 15 日降准所释放的

资金将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 MLF 和弥补 7 月中下旬税

期高峰带来的流动性缺口，建议持续关注央行公开市场和 MLF

操作情况。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本周利率互换市场走出小牛市格局，收益率大幅下行，曲线走

平。从市场行情来看，Repo 端，5Y Repo 从 2.89%下行 11.5bps

到本周收盘的 2.775%，1Y Repo 从 2.48%下行 8.5bps 到本周

收盘的 2.395%。1x5 Repo 从 41.5bps 变平到 38bps。Shibor

端，5Y Shibor 从 3.365%下行 13.5bps 到 3.23%，1Y Shibor

从 2.745%下行 7.5bps 到 2.67%。 

本周债市多头行情集中演绎，重点事项层出不穷。周三，十年

美债大幅下行 7bps，央行前司长盛松成表示下半年货币政策

可能采取降息的方式，晚间央视报道国常会"适时运用降准等

货币政策工具"，多头亢奋，利率互换 5Y Repo连夜下行 7.5bps

至 2.82%位置成交。周四到周五早盘，美债连续大幅下行，叠

加国内降准降息消息带动，多头情绪发酵。6 月通胀数据出炉，

CPI 和 PPI 均较上月有所回落，国债期货翻红，5Y Repo 在

2.80%整数关口持稳盘整。周五尾盘，金融数据出炉好于市场

预期，利率互换收益率上行 2bps 左右，但随后央行宣布降准，

利率互换收益率再次大幅下行 5bps，5Y Repo 收在 2.775%位

置。 



 

展望后市，降准的强心针或会对利率互换市场多头提供持续动

力，虽然降准有部分是置换 MLF 的中性操作，但全面降准的信

号和这么快的降准落地也证明央行观测到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仍有一定的困难，客观上对债市形成利好，继续关注本周将要

公布的六月经济数据。但同时也要提醒的是，收益率短期下行

较快，要做好仓位控制，谨慎追涨。 

2、外汇掉期 

本周银行间掉期市场总体震荡。掉期价格的走势主要受人民币

利率影响。前半周，人民币 IRS 利率小幅走升，掉期一年价格

走高 30 余点，最高达到 1615附近。周三午后 IRS 利率回落，

人民币资金面整体宽松，但掉期价格并未出现回落。晚间新闻

联播提及降准相关消息后，一年掉期价格快速走低至 1570 附

近。周四周五主要时段中，由于市场对于央行降准消息是否落

地存在疑虑，并且短端 tn 附近价格持续高于利率平价，对长

端形成支撑，掉期各期限反弹。一年触及 1595 附近，反弹近

30 点。三个月期限伴随外资行买盘发力，快速反弹 10 个点。

在周五收盘后，中国央行宣布降准，各期限快速下行，一年价

格成交于 1570 附近，下行 20余点。掉期全周振幅不大但方向

变动频繁，波动加剧。 

进入 7 月中旬，人民币资金成交中枢有望随着降准实施走低。

掉期曲线的走势需要重点关注日均曲线形态的变动和长端购

汇力量的变化。如果一个月内短端价格向利率平价水平靠拢，

维持在低位成交，长端有望回落。市场超长期限的买盘兴趣较

大，预计日均曲线陡峭化下行的可能性大。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本周亚洲（非日本）美元债券一级市场发行规

模基本与上周持平，在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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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发行

量为 44亿美元，较上周 39.2亿美元小幅上升 13%。利差方面，

亚洲（非日本）美元债券信用利差整体拉宽，投资级利差拉宽

4bps 至 134bps 水平；高收益板块继续拉宽 40bps 至 742bps

水平。 

本周有九家中资企业发行人进行新发，共计十一笔债券，发行

币种包括美元、港币及新加坡元，板块主要集中在政府融资平

台及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方面，上海浦发银行（Baa2/-/-）发

行 3 年期 7 亿规模美元及 2 年期 20 亿规模港币固息债券，最

终定价较初始定价分别收窄 38bps、35bps 至 T+47bps、0.6%

水平，首个交易日稍走阔 1bp。申万宏源（Baa2/BBB/-）发行

5 年期 5 亿规模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初始定价收窄 55bps

至 T+114bps 水平，为其首次境外债券发行，获得投资人的关

注。该项目实现-10bps 新发溢价，在首个交易日大幅收窄

10bps。另外，小米集团（Baa2/-/-）发行 10 年期 8 亿规模及

30 年期 4 亿规模固息美元债券，分别收窄 35bps、40bps 至

T+165bps、OLB+220bps，获得超过 6 倍的认购倍数。其中投资

者 40%来自亚太地区，31%来自美国，29%来自欧洲、中东和非

洲，投资者类型也较为广泛，可以看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大型

优质科技公司的追捧。 

二级市场方面：通胀交易逐步消退的行情下，本周美国国债市

场大幅上涨，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下行 20bps。基准利

率较大的波动，带动信用债市场避险情绪快速走强，全周中美

元债投资级市场信用利差整体走阔约 5-20bp，高波动名字领

跌。 

二级市场方面，本周市场交投还算活跃，但是以获利了结的投

资者和做市商降低风险头寸为主，部分快钱随着利差走阔而小

幅加仓。从指数方面来看，美国投资级、亚洲非日本投资级、

中国投资级指数均小幅走阔 3-5bps，本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

下行 5-8bps 不等，信用债的整体收益率仍在小幅下行；高收

益指数方面，美国高收益指数小幅走阔 2bps,中国高收益指数

在整个地产板块的拖累以及市场情绪走阔的行情下，本周走阔

63bps。板块方面，国企板块走阔 5-15bps，高波动名字如

HAOHUA 和中铝领跌；金融板块卖压也不小，券商和租赁板块

3-5 年期整体走阔约 5-10bps，实钱获利了结者不断，做市商

也不愿过多持有库存。AMC 板块中，信达波动较为可克制，10

年期品种市场估值走阔 10bps，与 10 年期美债下行幅度相匹

配；华融曲线在年报迟迟未出的影响下进一步承受较大的估值

波动：曲线整体下移 5-7pt，目前曲线在 65 美元上下徘徊。

科技板块方面卖压显著，BAT 名字走阔 8-10bps;在中国对数据

安全整治趋严的大环境，高波动名字走阔 10-15bps，美团、联

想、瑞声科技等名字的估值调整显著，小米新发后一度下挫，

但是整体表现还算稳健。 

◼ 市场观点 

通胀数据显示，6 月 CPI 同比增速走弱且低于预期，主要因猪

肉价格下行拖累；PPI 同比增速冲高回落。展望后市，随着中

央储备猪肉收储工作启动，猪肉价格将企稳回升，CPI 将温和

上行，PPI 在大宗商品价格降温的情况下，增速可能继续回落，

但仍处于高位。6 月社融数据和新增贷款均高于预期。本周债

券收益率大幅下行主要因为国常会超预期提出降准，点燃了长

时间窄幅震荡、压抑已久的市场情绪。下周关注经济数据和

MLF 续作情况，预计 6 月经济增速将放缓。周五晚间的全面降

准再次超出市场预期，反映政策层面稳定经济增长的意图，预

计下周收益率有一定下行空间，但需谨防降准靴子落地后收益

率回弹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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