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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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亿例，死亡病例 518.2

万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 4883.5 万例，印度 3453.6 万例，

巴西 2203.9 万例，英国 993.2 万例。

2、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表示，“十四五”时期，商务部将深

化服务贸易开放。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探索建设

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

3、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出席大图们倡议第 21 届政府间协商委

员会部长级会议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探索促进

共同发展的新路子，实现了共建国家互利共赢。中方愿继续深

化“一带一路”倡议同东北亚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

的衔接，为推动共同发展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

力量。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754.74 亿元，总偿还量 387.57 亿元，净融

资额 367.17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536.50 亿元，净

融资额 283.87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57.68 亿元，净融资

额 138.82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60.56 亿元，净融资

额-55.52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呈供需两旺格局，好资质主体认

购踊跃，多数低估值发行。短融/超短融方面，AA+常州国企天

宁建设发展，发行 4亿元短融，全场收量达 3 倍，最终票面利

率 2.99%，低估值达 30bps。21 泉州交通 SCP003，AA+，270

天、5亿元，全场和边际倍数分别高达 4.36 倍和 10倍，最终

票面利率 2.82%，低估值 10bps 发行。

中票方面，华能国际发行 20 亿元、3 年期可持续挂钩中票，

全场 3.19 倍，票面利率 3.07%。

金融债方面，工商银行发行规模 5+N 年期永续债，规模 300

亿，全场达 3.07 倍，最终定价在小区间下限 3.65%，较对应

期限国开曲线加点 67bps。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收益率曲线走平，短融收益率与昨收

基本持平、中票多低于估值成交。短融部分，1-9M 成交较为

活跃，多在估值附近成交。如 AAA 评级、168 天的 21 东财证

券 CP009 成交在 2.7%，高于估值 0.6bp。中票成交活跃，午后

成交更为积极，收益率明显下行。如 AAA 评级、2.99Y 的 21

南航股 MTN003 上午成交在 3.18%，下午成交价为 3.15%，日内

下行 3bps。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农发债招标情绪较好，整体认购量环比

上升 50.4 亿元。1 年、10 年期中标收益率环比下行 6.8bps

和 3.1bps，其中 10 年期综收较二级利率低 2.6bps，招标结

束后，二级利率继续下行 1.75bps。

地方债方面，宁波、安徽、天津和吉林发行总规模为 599 亿元

地方债，较基准加点 15-25bps 不等，30 年期品种中，除吉林

债发高 7bps 外，其余地区需求仍十分火爆。

二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二级市场大涨。今日央行公告开展

100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呵护跨月资金，提振债市信心。在

下午 2点半之前，收益率始终在昨收下方窄幅波动。但此后国

债期货强势上行，突破 100 整数关口后继续拉涨，最终收于

100.145，全天涨幅达 0.35%，现券收益率亦被 tkn 快速走低。

有传可能会释放货币宽松的信号，但是未得到证实。截至日终，

10 年国债 210009 成交于 2.8875%，较昨日下行 2.75bps，10

年国开 210215 成交于 3.15%，下行 1.9bps，中端利率下行

2-4bps。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1000 亿 7 天逆回购，当日有 500 亿元到期，净

中国银行固定收益日报 2021 年 11 月 24 日



投放 500 亿元。除午盘盘中一度趋紧外，其余时段较为宽松。

截至当日收盘，R001 报 1.83%，下行 41bps。R007 报 2.50%，

上行 17bps。

同业存单方面，今日共公告发行约 685 亿元。受到期日影响，

3M 及 1Y 期限交投清淡，其中 1Y 期限在 2.73%-2.74%有一定募

集。6M 国股行在 2.63%需求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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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

30.39bps 定于 2.5%，3M Shibor 上行 0.2bp 定于 2.482%。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中资大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和外资银

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715%。早盘央行进行了 1000 亿元

逆回购操作，带动市场多头情绪，5Y Repo 午盘前下行至

2.7075%位置。下午市场，资金面宽松，国债期货快速拉升，

市场对货币宽松预期再次升温，sell 情绪强劲，5Y Repo 下行

最低触及 2.68%，随后在 2.685%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

时，1Y Repo 开盘在 2.32%，之后随长端下行，在 2.305%附近

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今日外资 Seller 情绪较强，5Y Shibor

成交在 3.1625%-3.1375%，1Y Shibor 成交在 2.605%-2.577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在岸人民币资金面维持宽松，离岸短

端价格较高影响在岸，跨月末买盘踊跃，1y在下行至 1625 附

近后企稳。当前来看近端跨月价格供需均衡，持续下跌可能性

不大，建议轻仓观望。三个月附近跨月价格尚未明显下跌，长

端价格在曲线结构变化前难以继续下行。最终 3 个月收于

459.88，1 年收于 1630。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今日中资离岸一级市场有三笔新发。东方财富

发行 3 年期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收窄 50bps

至 T+110bps 水平。光大银行发行 3年期固息美元债券，最终

定价较初始定价收窄 37bps 至 T+33bps。另外，宁波市海曙开

发建设发行 3 年期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在 2.2%水平。

二级市场方面：中资美元债市场今日相对安静，随着隔夜美债

利率的攀升，亚洲早盘虽然交投清淡，但是开盘信用利差小幅

收窄 1-2bps,此后金融类名字有实钱机构追捧，今日表现较为

突出，收窄 3-5bps。国企板块在曲线中段形成双向交投。可

见投资者对于未来利率水平的预期仍然较为焦灼。

 市场观点

央行近期进行阶段性的跨周期宽松调节。对于市场来说，资金

面的投放松紧适度，是央行在稳字当头原则下根据市场的需求

进行灵活的节奏调整。10 年国债收益率围绕 2.9 点位窄幅波

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地方债低成本发行的窗口。综合来看，

在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基本面、货币政策、通胀以及国外

央行政策转向等问题的态度逐渐为市场理解后，市场氛围的确

更偏向于债市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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