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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要闻

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3642.15 亿元，总偿还量 2959.23 亿元，净
融资额 682.92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2629.15 亿元，
净融资额 493.55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526.2 亿元，净融资
额 181.55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287.89 亿元，净融资
额 160.99 亿元。
资产证券化市场本周共发行 52 单，
总计 3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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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租赁租金等。
央行：拟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
金融评价，评价结果将纳入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等央行政策和审
慎管理工具，以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拓展绿色金融业务。

◼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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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后市，税期过后资金面将进一步转松，但因资金成本无明
显下降，预计债市收益率下行空间有限。
二级信用债方面：整体来看，本周信用债二级市场非常活跃，
收益率先下后上，曲线平坦化移动。
短融方面，央行降准激活短端配置力量，6 个月至 1 年的品种
买盘较多，但周四央行 MLF 缩量平价，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落
空，收益率有一定反弹，市场卖盘以主承抛券为主，买盘则以
基金居多。按中债估值来看，3M 短融收益率在 2.40%，下降
2bps；
6M 短融收益率为 2.61%，
下降 5bps；
1Y 收益率为 2.76%，
下降 12bps。1Y-6M 期限利差在 15bps，下跌 6bps。
中票方面，收益率先下后上，上半周市场焦点主要在 MLF 降息
预期，买盘极其活跃，不乏有 10 年期的信用债成交。随着降
息预期落空，以及经济数据较为平稳，止盈盘涌现，推升收益
率。目前 3Y AAA 估值在 3.19%，下降 9bps；5Y 估值在 3.43%，
下降 12bps。期限利差上，5-3Y 利差下降 3bps 至 24bps。信
用利差方面，3Y AAA 信用利差下降 4bps 到 32bps；5y AAA 信
用利差稳定在 35bps 附近。
后市来看，随着央行降准落地、二季度经济数据出炉以及市场
对降息预期的落空，近期市场焦点将回到资金面。短期内市场
会在空头和止盈盘的影响下，收益率震荡上行。因此，建议维
持久期中性，票息套利策略。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
受降准行情推动，国债、政金债、地方债认购热情均较高。
国债方面，周三发行 2 年、5 年国债各 720 亿元，发行规模为
今年新高，去年以来第二高。天量供给之下认购量分别达到
2500 亿元、4000 亿元，边际综合收益率仅高于二级 1.8bps、
0.4bp，体现了市场强劲需求。周五发行 91 天贴现国债，边际
收益率低于上周 2.4bps，低于二级 5.7bps。

一级信用债方面：受降准影响，本周信用债供需两旺，一级发
行利率整体下行 10bps 左右。
短融方面，投资人认购较为踊跃，但因降准并未带来资金利率
下行，短券收益率有所下行但幅度有限。21 冀港集 SCP002，
270 天，AAA 地方国企，全场超 4 倍，票面 2.87%，低估值 8bps。
中票发行情况更为亮眼。优质企业绿债受到投资人热烈追捧，
21 国家能源 GN001，AAA 央企，3 年，票面利率 3.05%，创今
年以来 3 年期中票新低。超长债方面，21 闽投 MTN004，AAA 地
方国企，10 年，票面利率 3.89%，银行、券商认购踊跃，全场
超 4 倍，基本持平 8.6 年中票估值。永续债方面，21 华电股
MTN001，AAA 央企，2+N 次级永续，票面利率 3.25%，永续利
差 32bps，主要为银行理财子公司及证券公司参与。
金融债方面，部分券商短融定价 2.15%，已大幅低于国股行存
单利率。

政金债方面，与上周相比，前半周收益率环比下行 10bps 以上，
后半周环比下行 5-10bps。除 30 年农发外综收均低于二级，
30 年高于二级 1.5bps。此外，周二口行发行 2 年期境内美元
债，规模 10 亿美元，票面利率 0.6%。周五发行两只 3 年国开
绿债，综收大幅低于二级 20bps 左右，其中新发绿债为浮动利
率定价，基准为 DR007，最终利差 46bps。
地方债方面，本周河北、贵州、大连、厦门发行地方债 544 亿
元，较国债五日均值加点 25bps。周初认购情绪极为高涨，后
半周认购情绪随着地方债票面利率逐步回落有所下降。
展望后市，货币政策边际转松，市场已迅速对此进行了定价。
市场对 LPR 调整尚抱有一定期待，LPR 结果将左右下周债市方
向。

下，融出积极。周四降准落地后，资金面的宽松程度进一步加
大。银行间回购市场供需两旺，隔夜成交占比最高，加权利率
呈小幅上行的趋势。7D 期品种则维持在政策利率上方窄幅波
动。
周五收盘，
R001 加权和 R007 加权分别收报 2.12%和 2.21%，
分别较上周五收盘下跌 12bps 和 3bps。
展望后市，下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 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月末
来临之前流动性扰动因素不高，预计整体仍将保持平稳偏宽松
的格局。同时伴随税期的影响逐渐消退，月内到期的融资利率
有望趋于下行。此外，本次 MLF 利率维持不变，而市场对本月
LPR 的下调预期并未完全消退，下周二即将出炉的 LPR 报价值
得关注。
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 1Y 期品种备受市场关注。前半周发
行收益率呈下行趋势，最低触及 2.68%，几乎无需求。MLF 利
率调降预期落空后，同业存单开始出现明显的回调迹象，周五
1Y 期部分大行、国股行在 2.74%至 2.75%位置需求火爆，供不
应求。预计收益率仍有上行的空间，但幅度有限。二级市场交
投活跃，长端利率跟随一级市场走势先下后上，波动较大。

二级利率债方面：本周利率债市场表现整体依然偏强，收益率
上半周快速下行随后略有调整。前半周，受降准政策的利好刺
激，利率债市场买盘强劲。国债期货高开高走，全线收涨。尽
管周二公布的进出口数据较为强劲，但下午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的讲话令市场对于货币政策
的放松空间抱有更多信心，做多的热情继续被点燃，收益率再
度加速下行。周三尾盘市场热情逐渐开始降温，因对 MLF 操作
的不确定性保持谨慎，部分机构落袋为安，静观其变，收益率
小幅上行。周四央行开展 1000 亿元 MLF 操作，利率维持不变。
随后经济数据出炉，二季度 GDP 同比增幅 7.9%，基本符合预
期，但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零售等数据增幅均高于预
期，显示经济复苏较为稳定。总体看，全面降准的落地、MLF
利率下调预期的落空以及较好的经济数据均令债市承压，机构
止盈需求涌现，现券收益率快速上行。国债期货 10 年期主力
合约 T2109 全天收跌 0.42%，收于 99.24 元，创下 1 月 26 日
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经过此番调整后，周四尾盘及周五陆续有
买盘入场抄底，期货再次启动拉升行情，现券收益率随后小幅
下行。截至周五收盘，10y 国债 200016 收报 2.978%，较上周
五下行 3.7bps，10y 国开 210205 收报 3.365%，较上周五下行
5bps。
展望后市，降准落地后利好已有所兑现，在未有增量信息的情
况下，债市或将进入新的震荡区间。但从中期来看，此次降准
或标志货币政策边际放松，现券收益率仍有一定下行空间。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本周利率互换市场收益率继续下行，多头情绪继续发酵。从市
场行情来看，Repo 端，5Y Repo 从 2.775%下行 3.25bps 到本
周收盘的 2.7425%，1Y Repo 从 2.395%下行 3bps 到本周收盘
的 2.365%。1x5 Repo 从 38bps 变平到 37.5bps。Shibor 端，
5Y Shibor 从 3.23%下行 5bps 到 3.18%，1Y Shibor 从 2.67%
下行 6.75bps 到 2.6025%。
本周债市在降准的氛围中延续多头趋势。周二，央行货政司司
长孙国峰表示“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对中国金融市场影响较
小。”市场将此解读成利率还有下行的空间。周四，MLF 缩量
续作，续作符合市场预期，价平令 MLF 降息预期落空，随后 10
点钟公布的经济数据好于预期。利率互换收益率因此有所上行，
一度抹平周内涨幅。周五，隔夜耶伦表示通胀仍在控制之内，
隔夜美债收益率下行，利率互换收益率也在离岸的带动下再次
下行。
展望后市，市场的关注重点转向为下周二的 LPR，这成为市场
观测本轮货币政策和实体融资成本的最重要窗口。1Y Lpr1Y
目前成交在 3.895%，短端降息预期强烈。在债市预期打满的
基础上，预计市场波动率将再次加大。建议保持多头仓位，待
LPR 落地后再行积极应对。
2、外汇掉期

三、境内资金市场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开展了 500 亿元逆回购和 1000 亿元
MLF 操作，
同时有 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和 4000 亿元 MLF 到期，
因此全口径净回笼 3000 亿元。全周资金面保持均衡偏松的态
势，税期的扰动相对有限。前半周市场在降准引发的宽松预期

本周掉期市场总体呈现窄幅震荡趋势。短端价格表现强势，长
端卖盘较重，曲线形态日趋平坦。
7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降准消息后，掉期曾出现快速下
行。但在本周初，掉期市场基本消化降准消息，价格水平企稳，

并在短时间内出现小幅反弹。隔夜价格日均成交在 4 上方，持
续高于利率平价水平。短端价格方面，受时点价格和对于大行
司库买盘的忌惮，价格居高不下，其中三个月接近日均
4.8pips，1 年交投至 1570 左右。

月 7 日，还有 2.5 亿美元的首次赎回日为 2025 年。除了华融
永续债表现突出外，华融普通债券本周整体上涨超过 10 美元。
其他资管和金融名字，在整体市场良好的情绪下，收窄 3-8bps
不等。

周四降准落地，由于市场已经充分预期，掉期价格并未出现明
显波澜，依然处于高位震荡的格局。短端资金需求带来的买盘
和长期限因中美利差收窄预期所形成的买盘形成一定均势。虽
然交投活跃度较高，但价格水平波动非常有限。

◼

展望后市，随着税期到来，短端买盘力量将有所增强，届时价
格有可能小幅上升。而如果 1 年价格因短端价格上涨而触及
1600 以上水平，或将激发卖盘，并使得曲线重新回到较为平
坦化的均势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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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较上周下降 30%至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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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发行量为
26 亿美元，较上周 44 亿美元大幅下降 41%。利差方面，亚洲
（非日本）美元债券信用利差整体收窄，投资级利差收窄 2bps
至 132bps 水平；高收益板块收窄 23bps 至 719bps 水平。
本周有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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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主要集中在政府融资平台及地产企业。浙江
能源（A2/-/-）以维好结构发行 5 年期 5 亿规模固息美元债
券，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收窄 45bps 至 T+95bps 水平。该笔债
券由于定价相对较窄，首个交易日大幅走阔 10bps。建信金租
（A2/-/A）发行 5 年期 6 亿规模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较初
始定价收窄 45bps 至 T+105bps，首个交易日小幅拉宽 2bps。
另外，地产企业方面，本周受到境内降准信号影响，板块整体
回暖。新发项目包括佳兆业、资本策略地产均实现 5 倍以上认
购倍数。
二级市场方面：本周中资美元债市场震荡收窄，交投活跃度尚
可。一级高质量新发标的较少。
二级市场方面，中美投资级指数略有分化。美国投资级指数本
周走阔 2bps，而亚洲非日本以及中资投资级指数收窄 3-5bps。
全市场来看， 周二随着 10 年期美债上行至 1.4%关口，信用
债投资者加仓情绪较强，推动市场小幅收窄。此后基准利率逐
步下行，市场双边交投相对活跃，市场以加仓短久期债券为主，
保险机构加仓超长端科技名字和国企名字为主，然而 5-10 年
期品种的方向性较差。板块来看，国企板块波动有限，收窄 12bps，科技板块收窄 3-6bps，high beta 和 low beta 表现差
异不大。华融将于 9 月赎回 5 亿美元永续债，该只债券首个赎
回日为 9 月 14 日。该消息一出，市场情绪大为提振。此前由
于华融年报迟迟无法公布，致使整条曲线在过去两周内下跌
7-10pt。而本次消息后，永续债率先领涨，该只即将被赎回的
债券从 90 美元附近涨至 98.5 美元，收益率约 12%。其他永续
债的收益率也从此前的 70%-90%附近下行至 50%以下。需要注
意的是，华融其他存续的永续债中，有 15 亿美元首次赎回日
为 2022 年 1 月 24 日，有 7 亿美元首次赎回日为 2022 年 11

市场观点

本周市场已基本消化了降准落地带来的利好，各期限债券收益
率均出现明显下行。当前收益率位于一年来的低点，近期收益
率大幅上行或下行的空间均不大：一方面，虽然市场普遍预计
下半年经济边际放缓，但当前经济仍然处在复苏通道，短期内
下行压力不大；另一方面降准已经基本覆盖 7 月缴税走款的压
力，月内资金面将保持平稳。从本周国债一级招标情况看，需
求较好，显示当前市场配置力量仍然较强。下周重点关注 LPR
是否调降，预计债券收益率将保持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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