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 2.58 亿例，死亡病例 516.5

万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 4859.3 万例，印度 3451.9 万例，

巴西 2201.7 万例，英国 984.5 万例。

2、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

责人座谈会。李克强说，我国市场主体已超过 1.5 亿户。国家

围绕保市场主体研究出台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并形成规模，是

用改革办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地方和部门要为市场主体生存

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出台经济政策措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

是，避免采取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措施。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

的通知》提出，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安排中小企

业纾困资金给予专项资金支持，落实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

政策；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研究适时出台部分惠企政策到期

后的接续政策；加大信用贷款投放，按规定实施普惠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支持政策。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810.88 亿元，总偿还量 1414.61 亿元，净

融资额-603.73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540.70 亿元，

净融资额-527.97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35.00 亿元，净融

资额 33.64 亿元；AA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135.18 亿元，净融

资额-109.39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中高评级城投债认购踊跃。AA+评级 21 金华

城投 SCP004，270 天、3亿，受到市场追捧，全场 5 倍，最终

票面利率 2.87%，低估值约 5bps。AAA 主体京城投发行 7.3 亿、

5 年期中票，全场 2倍，最终票面利率 3.88%，虽高估值发行，

但较上周同期限票面利率下行 5bps。

二级信用债方面：周一信用债成交活跃，短融收益率基本未变，

中票收益率小幅下行。短融方面，资金面先松后紧，受此影响

午后短融成交较少，但是全天在估值附近成交。如 AAA 评级、

176 天的 21 华电 SCP017 成交在 2.73%，持平周五收盘。中票

方面，民企未见成交，高资质 AAA 国企成交活跃，收益率略有

下行。如 AAA 评级、4.95Y 的 21 闽投 MTN006 成交在 3.41%，

较上周五下行 1bp。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农发债认购情绪较好，短期限认购量有

所增加。3年、5 年期农发债中标收益率较上周分别下行 8bps

和 4.3bps，综收较二级利率分别低 7.2bps 和 3.5bps。

地方债方面，深圳、湖南发行总规模为 384 亿元地方债，其中

深圳债和 30 年期湖南债较基准加点 15bps；部分 7、15 年期

湖南债发行结果较好，结果较基准加点 24bps。

二级利率债方面：周一利率债二级市场收益率全线下行。上周

五央行公布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与二季度相比删除了

“管好总闸门”等表述，叠加今日开盘时资金面平稳充裕，令

债市情绪积极。十年国债期货主力合约 T2203 高开高走，带动

现券收益率逐级下行。下午时段 3Y/5Y 农发债发行结果出炉，

低于二级市场较多，反映了投资者的积极态度。晚些时候资金

面趋紧，但是收益率未见明显走升。截至日终，10 年国债

210009 成交于 2.9125%，较上周五下行 1.25bps，10 年国开

210215 成交于 3.1685%，下行 1.65bps，中端利率下行 1-2bps，

短端下行 2bps 以内。

三、境内资金市场

公开市场方面，央行今日开展 500 亿元 7 天逆回购，当日有

100 亿元到期，净投放 400 亿元。资金面偏紧，持续加点成交。

截至当日收盘，R001 报 2.01%，下行 3bps。R007 报 2.22%，

持平前一交易日。

同业存单方面，1Y 在 2.73%有大量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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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交投活跃，收益率震荡下行。FR007 下行 5.22bps

定于 2.1478%，3M Shibor 上行 0.2bp 定于 2.477%。Repo 方面，

Payer 主要是中资大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5Y Repo 开盘

成交在 2.725%。早盘资金面平稳充裕，国债期货高开震荡，

5Y Repo 午盘前下行至 2.7175%附近。午后市场，5Y Repo 下

行最低触及 2.71%，后受资金趋紧影响，在 2.715%位置来回震

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325%，之后随长端下

行，在 2.3225%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

在 3.175%-3.1625%，1Y Shibor 成交在 2.61%-2.6%。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人民币资金面维持宽松，较低的短端

非跨月价格对长端形成压制，长端走低，日均曲线平行下行。

跨月价格目前供需平衡，短端跨月预计维持震荡，可以逢高卖

出长端跨月，预计短期价格将继续影响长端价格。最终 3个月

收于 456，1 年收于 1661。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今日中资离岸债券一级市场有一笔新发。济南

产业发展投资集团发行 364 天固息美元，最终定价在 4.5%水

平。

二级市场方面：周初 IG 市场波动有限，整体在+/-2bps 内窄

幅波动。在感恩节假期附近，整体外币债已跟随美债，流动性

出现缩减迹象。IG 日内多数在基准债券带领下，有较为散乱

的双向买卖。地产板块中，来自官方的政策信号有限，不过建

业受益于母公司宣布将从地方银行获得不超过 100 亿元人民

币的融资利好，整体债券走高，并带动部分地产名字亚洲盘小

幅上涨。

 市场观点

周末发布的央行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到“保持经济

平稳运行的难度加大”，因此要“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与以往的全面宽信用相比，此前设立的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将会成为此轮宽信用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落脚点。而市

场则明显对删去“管好总闸门”的表述更为敏感，因此今日市

场高开上涨。总体来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预

期中的财政、基建发力也有待时日，因此多头更容易聚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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