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行固定收益周报 2021.11.15-11.19

 市场要闻

融资信息追踪

本周，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5539.73 亿元，总偿还量 3197.67 亿

元，净融资额 2342.06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3716.7

亿元，净融资额 1489.95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701.82 亿元，

净融资额 293.26 亿元；AA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1121.21 亿元，

净融资额 558.86 亿元。资产证券化市场本周共发行 41 单，总

计 656.37 亿元，基础资产包括消费贷款、供应链保理债权、

小微贷款、应收账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不良贷

款、租赁租金等。

央行、银保监会就《关于保险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有

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调整保险资金投资债券信用评级要求等有

关事项的通知：保险公司投资单一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

BBB级（含）信用评级以下的企业（公司）债券账面余额，不

得超过该债券当期发行规模的 10%；保险公司投资同一发行人

发行的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 BBB级（含）信用评级以下的

企业（公司）债券账面余额，合计不得超过该发行人上一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2021 年 11月 19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了两期人民

币央行票据，其中 3 个月期央行票据 100 亿元，1 年期央行票

据 150 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 2.59%和 2.75%。此次发行受到

境外投资者广泛欢迎，投标总量超过 730 亿元，为发行量的 2.9
倍，表明人民币资产对境外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也反映了全

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本周一级信用债市场整体呈现量高价平，普

遍认购倍数高但整体发行利率没有大幅下行。其中中长期限品

种尤甚，显示出投资人普遍在逐步拉长久期以提高收益。具体

到个别品种来看，年末绿债考核排名压力下，绿债认购呈现白

热化；房企融资环境回暖，市场认购热情较高；非银永续债呈

现供需两旺态势，发行利率持续下行，大幅低于预期。

短融/超短融方面，21冀交投 CP001 认购踊跃，全场收量 3倍

有余，最终票面 2.87%，基本持平估值。AAA 央企 21招商蛇口

SCP009，期限 0.74 年，最终票面 2.84%，高估值发行。

中票方面，AAA+央企 21三峡 GN015 发行 3年期碳中和债，最

终结果发在 2.8%，较估值低 26bps，银行资金认购踊跃，反映

出银行账户对绿债较强的配置需求。5年期21保利发展MTN004

和 5 年期 21 招商蛇口 MTN001，市场认购热情较高，最终票面

3.55%，与估值持平。AA+央企 21 水利四 MTN002,发行 3+N 年

永续债, 发行人预期 5%以内，最终发在 4.6%，相比 10月底发

行利率下行 40bps，较估值低 17bps。AA+央企 21 水电八局

MTN001, 发行 3+N 年永续债, 最终发在区间下限 4.4%，较前

一日发行 21 水利四 MTN002 低 20bps。AA+地方国企 21福建漳

州MTN002，发行2+N年永续债,打开区间下限，最终发在3.68%，

永续利差 50bps。

展望后市, 下周金融债供给涌现，或对其他长期债券形成挤压。

市场对于城投债融资环境有收紧传闻，密切关注城投债发行情

况。

二级信用债方面：本周信用债二级市场收益率窄幅震荡，超短

端略有上行，中端略有下行，其余期限持平上周。

短融方面。因税期影响，资金成本在本周前几日略有走升，超

短端受此影响收益率亦有上行。但是在央行的呵护下，总体资

金面保持平稳，短融整体供需平衡，9个月内成交较活跃。按

中债估值来看，3M AAA 短融收益率为 2.64%，上行 2bps；6M AAA

短融收益率为 2.73%，持平上周；1Y AAA 短融收益率为 2.79%，

持平上周。最终 1Y-6M 期限利差在 5bps，与上周持平。

中票市场收益率基本不变，1-3Y 期高资质国企的市场活跃度

较高，而 3-5Y 期整体偏弱。按估值来看，3Y AAA 估值为 3.12%，

下行 1bp；5Y AAA 估值为 3.43%，持平上周。期限利差方面，

5Y-3Y 利差为 31bps，扩大 1bp。信用利差走阔，3Y AAA 信用

债(相较同期限国开债的) 信用利差上升 5bps 至 34bps，5Y

AAA 信用利差上升 2bps 至 43bps。

本周总体上交投情绪稳定，成交集中于中端以内产品，总体也

表现出较明显的风险规避态度。展望后市，若无增量信息，我

们认为信用债或仍保持窄幅震荡格局，后续要关注资金面的动

向以及地产等信用领域的变化。

二、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本周共发行利率债 4817.87 亿元，巨量供给

下仍取得较好发行结果。

国债方面，周三发行的 1 年期、10 年期国债边际利率较二级



收益率持平，其中新发 10 年国债边际利率 2.91%，符合市场

预期，全场 5.8 倍，获得市场机构踊跃认购，发行结束后被

tkn 又下行 3bps。周五发行的 91D、182D 贴现国债边际利率较

二级下行 5.49bps、1.81bps。

政金债方面，短端认购情绪好于长端。1 年、3 年、5 年、7

年、10 年期国开债综收分别较二级成交收益率下行 13.84bps、

5.26bps、4.02bps、2.3bps、3.6bps，新发 30 年国开债中标

利率 3.56%，不及市场预期。1 年期、2 年期、3年期、5年期、

10 年期口行债综合收益较二级成交收益率低 23.69bps、

8.94bps、5.04bps、5.55bps、2.81bps。1 年期、2 年期、3

年期、5 年期、7年期农发债综合收益较二级成交收益率下行

15.32bps、8.56bps、4.26bps、2.70bps、1.46bps。10 年期

农发债综合收益与二级成交收益率持平。

地方债方面，自加点下限不一后，30 年期发行热度也有所差

异。陕西、广东、河北、山西、重庆分别发行 30 年期地方债

分别加点 15bps、15bps、15bps、20bps、25bps，除陕西外均

获得市场抢购，边际倍数分别为 3.55、21.33、23.86、19.66、

25.35 倍。

展望后市，下周利率债发行量维持高位，发行利率能否进一步

下行有赖于央行如何呵护资金面。

二级利率债方面：本周，二级市场利率债收益率窄幅震荡，走

势以周五中午为节点，先下后上，最终涨跌互见。周一央行公

布开展 1万亿 MLF，略超市场预期。而当天发布的工业、零售

等经济数据与预期较为一致。周二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官媒发

文称此次会议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正面评价。本周前

两日商品期货跌幅扩大，提振了债市信心。周三 10Y 国债新券

发行结果较好。当晚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设立 2000 亿元支

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形成政策规模，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次日叠加资金平稳充裕，债市见涨。周五迎来转折。

有传闻称人民银行召开会议，要求商业银行加大开发贷投放。

此后还流传多地放松土拍规则等消息，令现券收益率不断走高。

截至周五收盘，10 年国债 210009 收报 2.925%，较上周下行

1bp；10 年国开 210210 收报 3.255%，较上周上行 0.75bp；中

端利率债较上周下行 3bps 以内。国债期货方面，T2112 收报

99.780，本周跌幅 0.05%；TF2112 收报 100.975，下跌 0.06%。

本周债市情绪整体积极，主要的上行动力依然是地产政策变化

可能会带来的基本面改善，以及由此引起的宽信用增强，会令

债市受到明显的冲击。后续仍要警惕地产政策转松对利率债带

来的冲击，建议中长端适度减仓，并保持持仓流动性。

2021/11/19 2021/11/12

5Y 210011 4.7Y 2.7375 2.75 -1.25

10Y 210009 9.7Y 2.925 2.935 -1.00

5Y 210203 4.5Y 2.97 2.9775 -0.75

10Y 210210 9.8Y 3.255 3.2475 0.75

5Y 210408 4.6Y 3.04 3.075 -3.50

10Y 210405 9.7Y 3.2975 3.2975 0.00

期限

利率债重点债券跟踪

收盘价
券种

国债

国开

非国开

代码 剩余期限 变动

三、境内资金市场

本周央行累计开展 2100 亿元 7 天逆回购，有 5000 亿元到期，

净回笼 2900 亿元。资金面整体均衡，利率中枢略有上移，日

内波动增加。截至本周收盘，R001 报 2.04%，一周累计上行

15bps。R007 报 2.22%，一周累计上行 6bps。

同业存单方面，本周累计公告发行约 6024 亿元。除周三受到

期日影响外，其余交易日均较为活跃。期限上集中于 3M 及 1Y

期限。发行收益率稳定，1Y 期限存单在 2.73%-2.74%位置需求

较好。

周五央行公布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于流动性方面仍

维持合理充裕的表述。但货币政策方面，与二季度相比则删除

了“管好总闸门”等表述。目前央行采用结构性政策来提高基

础货币供应量。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则要求

货币政策操作更加灵活。

展望后市，下周 21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地方政府债券缴款不

多约 1955 亿元。伴随跨月临近，资金面或面临一定扰动。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本周，利率互换市场收益率呈现震荡，总体小幅上行的格局。

从市场行情来看，Repo 端，5Y Repo 从 2.725%上行 1bp 到本

周收盘的 2.735%，1Y Repo 从 2.335%上行 0.25bp 到本周收盘

的 2.3375%。1x5 Repo 曲线从 39bps 变陡到 39.75bps。Shibor

端，5Y Shibor从 3.18%上行 1bp到 3.19%，1Y Shibor从 2.615%

上行 0.5bp 到 2.62%。

本周，利率互换市场收益率呈现震荡格局，主要受以下几方面

的影响：第一，周一央行万亿 MLF 等量续做安定人心，虽有工

业和消费数据略好于预期的利空影响，但在资金面宽松以及经

济复苏趋势有待进一步确认的背景下，并未对市场形成太多冲



击。第二，英国央行行长贝利表示对通胀形势非常不安，市场

加息预期又升温，加上强劲的零售数据和美联储 Bullard 的鹰

派言论，推动美债利率明显上行，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周内再

次升破 1.6%。虽然国内市场并未随美债上行，但也抑制了多

头情绪，整体呈现震荡格局。第三，本周主要受 MLF 错位到期

和税期走款因素叠加影响，不过随着 11 月 MLF 对冲压力基本

化解，总体来看流动性仍未脱平衡态势。税期结束后资金面暂

时没有进一步影响因素，地方债近日发行量虽然再次逐步抬升，

不过总体还不算高峰，还要继续观察后续供给。第四，周五，

在地产政策放松的宽信用打压下，地产股银行股大涨，债市承

压，午后国债期货跳水，利率互换收益率小幅上行。

展望后市，税期扰动结束后，资金预期回归平稳，在流动性预

期稳定的情况下，基本面因素料成主导市场走势的关键因素，

短期收益率或继续在相对低的位置来回震荡。综合来看，短期

市场进入数据真空期，利率表现较为平静，但我们认为未来市

场面临的利空因素较多，海外通胀预期升温，超低利率环境或

许会发生转变，结合当前点位，未来债市利率向上打破平静期

的概率较大，需要保持警惕。重点关注下半月地方债发行可能

放量的情况。策略方面，在房地产政策大幅放松，信用明显扩

张以前，建议采取适当防守策略，合理配置仓位久期。

2、外汇掉期

本周银行间掉期市场呈现低波动状态，机构参与者主动成交意

愿较低。周一，短端因跨月时点价格回暖而小幅上升，长端城

商行买盘依然旺盛，离岸掉期价格也出现提升，令沉寂已久的

市场恢复些许交投热情，整体曲线上行，1年掉期价格上涨至

1690 附近。随后，人民币资金利率稳定，跨月时点价格上涨

动力不足，境外掉期价格向境内回归，两地价差几乎消失，多

空双方力量均衡，市场重新回到价格波动极其有限的状态，周

五 1年掉期成交在 1665 附近。

展望后市，短期内跨越时点变化仍旧是短端价格变化的重要因

素之一，建议继续关注。从近期观察，掉期短端大幅上行可能

性较小。而随着即期规律波动，短时客盘需求对价格产生一定

冲击，但料程度有限。在较为平静市场中，可继续使用期限价

差交易获取在曲线运动过程中的收益。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本周美债收益率在零售数据强于预期、美联储

鹰派发言以及 10 年期通胀保值国债招标需求活跃等事件影响

下，涨跌互现。亚洲（非日本）美元债券一级市场发行规模大

幅回升，从前周 44 亿美元上升至 77 亿美元。其中中资美元债

券发行占比为 43%，发行量为 33 亿美元，较前周 39.5 亿美元

下滑 16.5%。利差方面，亚洲（非日本）美元债券信用利差表

现均呈现收窄的态势，投资级利差收窄 4bps 至 129bps 水平；

高收益板块收窄 35bps 至 1082bps 水平。

本周有十三家中资企业发行人进行公募新发，共计十五笔债券，

发行币种包括美元及欧元，主要集中在政府融资平台及央企板

块。其中，九家政府融资平台参与境外市场融资，包括宜昌高

新、菏泽城投、济南高新等，基本以基石订单为主的发行方式。

另外，国家开发投资集团（A2/A/A+）发行 5 年期 3 亿规模固

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收窄 50bps 至 T+75bps，实

现-10bp 新发溢价。公开账簿显示，该笔发行获得超过 8倍有

效认购倍数，首个交易日大幅收窄 13bps。中国长城资管

（-/BBB+/A）同样发行 5 年期 3 亿规模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

价较初始定价收窄 40bps 至 T+175bps，实现-10bps 新发溢价，

获得超过6倍有效认购倍数。首个交易日，该支债券收窄8bps。

整体来看，在地产板块流动性有所缓解之际，投资人情绪有所

回暖，认购积极性增加。

二级市场方面：中资美元债市场延续前一周乐观态势，本周高

收益和投资级板块的风险情绪整体走强。一方面，有地产企业

在债券市场上成功融资，以及配股、发行可交换债等动作，长

达 6个月的紧张情绪有所平复。另外一方面，在信用风险有所

缓解的情况下，投资级标的也持续此前加仓态势。

二级市场方面，指数方面，中资投资级指数本周收窄 5bps,而

美国投资级指数则走阔 2bps；中资高收益指数收窄 80bps，美

国高收益指数走阔 17bps，中美走势呈现显著差异。中国长城

的成功发行，以及中国华融于 11 月 17日与 5家投资者签署拟

募集资金不超过 420 亿元人民币股份认购协议（中信集团、中

保投资（中保融信基金）、中国信达、中国人寿及工银投资），

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受到该消息

提振，本周 Hrinth 大幅上行 5-8bpt。信达曲线本周收窄

10-25bps。国企板块方面，本周收窄 5-10bps，high beta 名

字领涨。金融标的的波动相对有限，本周收窄 0-3bps。科技

和实业板块，风险情绪积极。低波动标的收窄 3-7bps，高波

动标的收窄 10-15bps。

 市场观点

本周公布了 10 月的经济数据。从生产端看，10 月工业增加值

同比上行主要因为前期疫情、汛情以及部分能源原材料供应等

问题对工业生产的影响逐渐减弱。后续来看，随着限产政策阶

段性解除，煤炭供给短缺的问题逐渐改善，预计 11 月的工业

生产还将继续修复。从需求端看，10月消费有所改善。11 月

份的消费数据可能难以维持景气，其一是国内局部地区疫情卷

土重来，防控再度趋严；其二是国庆黄金周和“双十一”购物

节等短期因素对消费的刺激逐渐淡化之后，消费数据可能出现

回落。固定资产投资疲软，其中房地产投资是最大拖累。制造

业投资相对较强，同比增速继续上行。其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投资由于出口强势，当月同比表现较为突出。基建投资增

速转正，有企稳迹象，后续可能会随着专项债资金的投入使用

而逐渐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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