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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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亿例，死亡病例 519 万例。

其中，美国确诊病例 4897.3 万例，印度 3454.5 万例，巴西

2204.3 万例，英国 997.5 万例。

2、央行行长易纲视频会见了由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率领的

香港银行公会代表团，双方就数字人民币、绿色金融、离岸人

民币业务、跨境理财通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二、政策解读

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

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全面实施简易注销，建立市场主体强

制退出制度；推行破产预重整制度，建立健全企业破产重整信

用修复机制，允许债权人等推荐选任破产管理人。

三、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1384.31 亿元，总偿还量 524.43 亿元，净

融资额 859.88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983.50 亿元，

净融资额 685.40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72.80 亿元，净融

资额 117.00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228.01 亿元，净

融资额 57.48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认购情绪火爆，长期限品种发行结果

十分亮眼。川渝地区交通类企业密集发行：川高速发行 5年期、

10 亿规模中票，全场和边际倍数分别高达 4.57 和 6.6 倍，银

行自营及基金公司多有认购，票面利率 3.55%，低估值约 3bps。

重庆轨交发行 5 年期碳中和中票，全场收量近 5 倍，票面

3.52%，低估值约 8bps。21 蜀道投资 MTN006，3+N 年期限、规

模 20 亿，最终票面利率 3.52%，永续利差约 30bps，银行理财

及保险资管认购踊跃。AA+评级的宜兴城投和诸暨国资发行 15

亿和 20 亿的 3+2 年期中票，全场收量均近 3 倍，票面利率分

别为 3.35%和 3.49%。金融债方面，中国银行发行 5+N 年期永

续债，规模 200 亿，最终定价在 3.64%，较对应期限国开曲线

加点 68bps。

二级信用债方面：周四信用债收益率曲线继续走平，短融收益

率变动较小、中票多低于估值成交。短融部分成交清淡，3M

以内超短端成交相对活跃，多在估值附近成交。如 AAA 评级、

183 天的 21 湖州城投 SCP003 成交在 2.85%，持平昨收。中票

交投活跃，收益率明显下行，成交多集中于高资质主体。如

AAA 评级、1.49Y 的 20 汇金 MTN007A 上午成交在 2.82%，低于

估值 0.55bp。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政金债招标情绪一般，中标利率较上周下行

3-5bps。国开债认购量环比减少 92 亿元，7年、10 年期综收

较二级利率分别低 2.85bps 和 3.2bps。口行债认购量环比下

降76.4亿元，3年、5年期综收较二级利率低6.2bps和6.6bps。

地方债方面，海南、新疆和江西发行总规模为 549 亿元地方债。

江西债较基准加点 15bps-25bps，海南、新疆债加点 25bps。

二级利率债方面：周四利率债二级市场收益率略有下行。尽管

昨日货币宽松的传言未能兑现，但是丝毫没有动摇多头的信

心。开盘时债市涨跌互见，在资金面宽松的环境下，股债跷跷

板效应再现，十年国债主力合约全天在零线以上窄幅徘徊，现

券收益率稳步波动下行。截至日终，10 年国债 210009 成交于

2.8855%，较昨日下行0.2bp，10年国开210215成交于3.141%，

下行 0.9bp，中端利率下行 0.5bp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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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1000 亿元 7天逆回购，当日有 500 亿元到期，

净投放 500 亿元。隔夜资金整体均衡偏松。7天期限需求增多，

成交量抬升。截至当日收盘，R001 报 1.88%，上行 4bps。R007

报 2.5%，持平前一交易日。

同业存单方面，今日一级市场情绪较好，全天共公告发行约

1859 亿元。1Y 期限在 2.72%-2.73%有大量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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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

2.5%，与前一交易日持平，3M Shibor 上行 0.2bp 定于 2.484%。

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券商，Receiver 主要是外资银行。

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70%。国债期货开盘后窄幅拉升，5Y Repo

午盘前一路 gvn 到 2.69%位置。下午市场，国债期货冲高后回

落，5Y Repo 下行最低触及 2.6875%，随后在 2.6925%位置来

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3125%，之后随

长端上行，在 2.3175%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3.125%-3.135%，1Y Shibor 成交在 2.57%-2.57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上行。跨月相关的买盘拉升短端价格，曲线

自低位反弹。临近月末需密切关注 tn 附近短期限价格。长期

限价格可能会随短期限价格波动宽幅震荡，可以在高位寻找做

空机会，近端跨月维持观望为主，存在上行可能。最终 3个月

收于 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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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新发。

二级市场方面：周四美国小长假之际，整体市场流动性仍然不

佳。IG 板块中，科技类略有走弱，近期关于腾讯相关应用被

监管再度审查的消息导致债券投资者再度谨慎，整体来看，科

技类股票表现略好于债券市场。SOE/FI 小幅收窄，但热点较

为散乱。高收益中，地产板块在佳兆业的带动下整体走弱，佳

兆业债券置换方案对市场负面冲击较为明显，整体佳兆业曲线

走低 4-5points。板块中除万科较稳外，其余地产名字均有不

同程度的下跌。

 市场观点

今日利率在昨日下行的基础上保持了窄幅震荡，一方面由于昨

晚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优化资

金使用，未提及市场传言的降准，另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市场对

于经济下行具有较为一致的预期，但宽货币逐渐降温，地产宽

信用存疑，财政方面由于匹配专项债要求的优质项目有所减

少，在局部地区出现了项目储备不足的现象，使得基建投资增

速回升幅度相对有限，因此市场仍较难出现突破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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