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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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2

万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 4874.9 万例，印度 3452.6 万例，

巴西 2202 万例，英国 989 万例。

2、央行表示，充分发挥宏观审慎评估考核激励作用，推动银

行业金融机构单列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规模，实施

优惠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增加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投放。

二、政策解读

商务部印发《“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称，“十

四五”时期贸易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货物贸易规模优势稳固，

国际市场份额稳定，进口规模持续扩大，外贸主体数量稳中有

增。贸易安全体系进一步完善，粮食、能源资源、关键技术和

零部件进口来源更加多元。用好财政资金和政府投资基金等，

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进一步加大对贸易创新发展和绿色转型

支持，加强对中小微企业、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政策支持，加快

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服务培育市场主

体，支持外贸企业开拓市场，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三、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957.25 亿元，总偿还量 883.55 亿元，净融

资额 73.70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512.00 亿元，净

融资额-16.00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220.80 亿元，净融资

额 112.16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224.45 亿元，净融

资额-22.46 亿元。

穆迪报告称，将中国奥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家族评级由

“B2”下调至“Caa2”，展望由“下调观察”调整为“负面”，

并将其高级无抵押债务评级由“B3”下调至“Caa3”。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市场认购情绪较好。宝马金融发行规

模 25 亿元熊猫债，1年期短融票面利率 2.90%，全场 2.2 倍；

3年期中票票面利率 3.28%，外资认购踊跃。江苏宁沪高速公

路发行 3年期、规模 5亿元中票，全场达 5.4 倍，票面 3.13%，

低估值 2bps。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短融、中票皆在估值附近成交。短融

方面，资金面先紧后松，整体供需平衡，与昨日基本持平。如

AAA 评级、153 天的 21 粤能源 SCP002 成交在 2.72%，持平昨

收。中票方面，上午成交十分清淡，随着午后资金减点，市场

情绪好转，下午市场成交明显更活跃，总体在估值附近成交。

如 AAA 评级、4.67Y 的 21 中石化 MTN001 成交在 3.28%，基本

持平估值。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农发债认购情绪维持向好，2年、7年农发

清发债投标量较上周增加 65 亿元，中标收益率环比下行

7.9bps 和 5bps，综收较二级利率分别低 11.2bps 和 3.5bps。

国开债需求一般，1年、3年及 5年整体认购量较上周减少 137

亿元，综收较二级利率分别低 13.2bps、6.9bps 和 5.0bps。

地方债方面，北京、河南发行总规模为 372 亿元地方债，其中

分别较基准加点 15bps 和 25bps，其中 30 年期品种认购踊跃。

二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二级市场收益率进入盘整，涨跌互见。

昨日拜登宣布鲍威尔连任，市场预计明年 6月美联储会议之前

将实现加息，谨慎情绪传导至国内，叠加今日资金面整体趋紧，

现券收益率开盘后有所走升。但是多头始终强势，利率上行后

仅在较窄的区间内保持波动，未形成明显的上行势头。午后资

金成本有减点，现券收益率转向下行。截至日终，10 年国债

210009 成交于 2.915%，较昨日上行 0.25bp，10 年国开 210215

成交于 3.169%，上行 0.05bp，中端利率则在 0.5bp 的区间内

上下波动。

三、境内资金市场

央行今日开展 500 亿元 7天逆回购，当日有 500 亿元到期，净

投放为零。资金面早盘紧张，持续加点成交，带动加权上行。

盘中有所好转，午盘时段较为宽松。截至当日收盘，R001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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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上行 23bps。R007 报 2.33%，上行 12bps。

同业存单方面，今日一级市场较为活跃，全天共公告发行约

1194 亿元。3M 期限在 2.52%有少量募集，1Y 期限在 2.73%需

求较好。

A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1月 2.21 4.8 2.27 4.8 2.32 4.8

3月 2.54 1.0 2.60 -1.0 2.67 -1.0

6月 2.62 -0.9 2.69 -1.9 2.79 -1.9

9月 2.69 0.8 2.76 -0.2 2.91 -1.2

1年 2.72 0.0 2.79 -1.0 2.99 0.0

同业存单收益率曲线[11月23日]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整体交投一般，收益率震荡上行。FR007 上行

4.83bp 定于 2.1961%，3M Shibor 上行 0.3bp 定于 2.48%。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券商和股份制银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

和中资大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72%。国债期货开盘后震

荡，上午市场资金面较紧，国债期货走弱，5Y Repo 上行最高

触及 2.7275%。下午市场，资金略有转松，国债期货一路冲高，

5Y Repo 一路下行，随后在 2.7175%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

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33%，全天震荡下行，尾盘在 2.3275%

附 近 来 回 成 交 。 Shibor 方 面 ， 5Y Shibor 成 交 在

3.1675%-3.17%，1Y Shibor 成交在 2.6025%附近。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人民币资金面有所收紧，tn 附近价

格上行。但市场并未对此有过多反应。美元流动性收紧和跨月

买盘力量的衰减占据了上风，长端卖盘踊跃价格下行，短端价

格基本不变。预计在人民币资金面稳定后长端将继续下行。最

终 3个月收于 465，1 年收于 1660。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中资离岸一级市场有两笔新发，均为政府融资

平台。成都交投发行 3年期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较初始定

价收窄 50bps 至 2.2%水平。山东能源发行 3 年期固息美元债

券，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收窄 40bps 至 2.9%水平。

二级市场方面：临近感恩节，叠加亚洲上午日本休假无美债市

场，今日中资美元债投资级标的相对安静。标杆债券方面，虽

交投清淡，但中长端标的小幅收窄 1-2bps, 金融类名字近来

表现坚挺，或与 5 年美债利率突破 1.3%位置，综合收益率相

对诱人有关。

 市场观点

昨日鲍威尔终获美联储主席提名，这一消息引发了海外市场的

鹰派反应。不过从国内市场反应来看，“以我为主”还是主旋

律，日内的波动率并不高。而最近的争论焦点始终在于央行将

以何种方式稳住信用。若从“房住不炒”的角度看，地产合理

融资需求有望得到支持，但是不能期望太多。而央行在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中首次提到“推动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

降”，这一表述对应的信用增长路径又较为漫长。在宽信用起

效较慢的情况下，我们依旧认为，利率还将在目前的低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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