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1月 10 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 4万亿元，较 2020

年 12 月末，境外机构增持约 7500 亿元，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

总托管量的 3.5%。从券种看，境外机构的主要托管券种是国

债，托管量为 2.45 万亿元，占比 61.3%；其次是政策性金融

债，托管量为 1.09 万亿元，占比 27.3%。

2、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亚洲金融论坛上发言称，证监会一

直高度重视两地资本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不断深化内地

与香港资本市场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方

面，证监会一直以来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企业赴港上市融资。

3、美联储巴尔金表示，今年 3 月加息是可能的；去年 12 月支

持美联储转向更鹰派的立场；经济正在见证“临时性的充分就

业”；供应链的压力可能持续到 2023 年。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582.32 亿元，总偿还量 302.71 亿元，净融

资额 279.61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363.80 亿元，净

融资额 193.39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36.00 亿元，净融资

额 95.70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53.52 亿元，净融资

额-38.48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城投类企业密集发行，发行规模普遍较

高，投资人认购情绪高涨。

超短融方面：AA+江苏地方国企镇国投发行 5亿元超短融，期

限 270 天，最终票面 3.95%，边际倍数 2.33 倍，低估值 12bps；

AAA 地方国企淄博城资发行 10 亿元超短融，期限 270 天，票

面利率 2.87%，全场倍数达到 3.11 倍。

中票方面：重庆交投发行 5 年期中期票据，发行规模 20 亿元，

投资人认购踊跃，全场收量达 76 亿，最终票面 3.48%；AA+地

方国企徐州经开发行 3年期中期票据，发行规模 16 亿元，最

终票面 3.3%，全场倍数达 3.3 倍，基本与估值持平。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交投活跃，收益率比较稳定。短

融方面，个别名字的成交量显著高于其他，如电网、广州控股、

贵州高速、杭州运河、华能集、南电、深业、中化股等。成交

多集中于江浙沪、大湾区、京津等地，收益率变动不大。如

AAA 评级、156 天的 21 电网 SCP034 成交在 2.56%，低于周五

1bp。中票方面，交投集中在国企、央企，民企有华为等散见

成交，总体收益率稳定。如 AAA 评级、1.78Y 的 21 汇金 MTN002

成交在 2.75%，持平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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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期、5 年期

农发债认购量较上期分别增加 33.0 亿元、210.4 亿元，其中 3

年期综收较二级利率低 6.69bps。招标结束后，5年期农发二

级利率继续下行 3.44bps。

二级利率债方面：周一利率债二级市场收益率全线下行。近日

国内疫情再现多点反扑，中高风险地区的经济增长或再受制

约。国债期货高开高走，现券收益率开盘跳空下行后继续波动

向下。临近尾盘，新闻发布财政部将于1月 12日招标发行1410

亿元的1Y和10Y期国债，这是2022年的第一次国债发行计划。

此举基本符合市场预期，未见债市大动。截止日终，10 年国

债 210017 成交于 2.8025%，下行 1.5bps，10 年国开 210215

成交于 3.085%，下行 0.85bp，中端利率债下行 2-3.5bps。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100 亿元 7天逆回购，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净投

放 100 亿元。资金面隔夜宽松，7天期限略紧。截至当日收盘，

R001 报 1.93%，上行 5bps。R007 报 2.17%，上行 4bps。同业

存单方面，今日累计公告发行约 720 亿元，3M 期限在 2.4%及

2.41%有一定需求。1Y 期限募在 2.6%，而 2.61%位置需求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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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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所提升，收益率震荡下行。FR007

下行 1bp 定于 2.11%，3M Shibor 定于 2.50%，与前一交易日

持平。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股份制银行和券商，Receiver

主要是外资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825%。国债期货高

开后震荡下行，5Y Repo 午盘前上行最高触及 2.59%。下午市

场，国债期货拉升，5Y Repo 下行至 2.585 附近。尾盘 sell

情绪较强，5Y Repo 下行至 2.5775%位置来回成交。与此同时，

1Y Repo 开盘在 2.2275%，主要受 ND sell flow 影响，1Y Repo

随长端下行，在 2.225%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3.01%-2.99%，1Y Shibor 成交在 2.505%-2.49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人民币资金面总体平稳，跨春节价格

基本维持稳定。离岸长端价格走低，市场对于美元流动性收紧

预期较强，市场卖盘在长期限较为活跃。春节前的日均曲线依

然较为平坦，tn 价格成交稳定，如果遇到人民币资金面扰动

短端可能上行。最终, 3 个月收于 381，1 年收于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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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募新发。顺丰

控股对其 2026/2031 年到期债券进行新发。另外，广开控股、

中国诚通及北京市燃气集团宣布其发债计划。

二级市场方面：周五非农就业数据虽然低于预期，但是失业率

下降和薪酬上涨仍然暗含劳动力市场的火热。非农就业数据前

次上修，周五利率市场再冲新高。今日早盘日本休假，无美债

市场，交投相对清淡。但是随着美债期货仍然快速走低，快钱

减仓，以及新发市场的潜在压力，信用债市场卖压较重，中资

投资级标的整体走阔 2-6bps。一方面中资美元债新发市场将

迎来不少新券，另外一方面今日增发的顺丰，IPG 定价较宽，

直接带动二级市场相关标的走阔 5-10bps。此外科技板块仍然

位于较窄区间，做市商倾向于减仓相对较窄的标的。金融标的

整体表现坚挺，伴随绝对收益率的走高，3-5 年期金融标的小

幅收窄。

 市场观点

国内部分地区出现奥密克戎疫情，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债券收

益率经历了上周的回调后迎来小幅下行。虽然各地稳增长政策

开始出台，但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有待验证，加上去年的高

基数效应，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货币政策宽松预期

仍在，预计短期内收益率保持区间震荡格局。策略上建议不追

涨，保持仓位以及灵活性，进可攻退可守，若有调整机会择机

灵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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