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美联储博斯蒂克表示，美联储将确保经济保持良好状态；

预计 2022 年将加息 3次，有可能出现第 4次加息，原因是通

胀可能更高；3月加息或是合适的；美联储可以轻松地从金融

体系中撤出 1.5 万亿美元的“过剩流动性”，然后观察市场对

进一步削减资产负债表的反应；资产负债表缩减的速度应该快

于前次收紧周期。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

意见》指出，当前我国外贸面临的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增多，外

贸运行基础并不牢固。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做好跨周期调节，

助企纾困特别是扶持中小微外贸企业，努力保订单、稳预期，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意见》从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进一

步鼓励外贸新业态发展、缓解国际物流等外贸供应链压力和支

持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四个方面共提出 15 条政策措施。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708.10 亿元，总偿还量 462.42 亿元，净融

资额 245.68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441.70 亿元，净

融资额 105.90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64.00 亿元，净融资

额 85.50 亿元；AA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102.40 亿元，净融资

额 54.28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情绪较好，市场供需两旺，短期

限城投及部分优质中票低估值发行。

超短融方面，22恒澄建设 SCP001，AA评级城投，期限 270 天，

规模 5亿，票面利率 3.10%，低于估值约 20bps；22 济南高新

SCP001，AAA 地方国企，期限 270 天，规模 10 亿元，票面利

率 2.83%，低估值 5bps。

中票方面，22 扬城建 MTN001，AAA 评级 3 年期中票，票面利

率 3.12%，全场达到 5.5 倍，票面基本持平估值。22 粤交投

MTN001，5 年期，AAA 评级，票面 3.23%，略低于估值，全场

达 4.5 倍。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交投活跃，短融收益率变动较小，

中票略有下行。短融方面，今日无 9M 以上短融成交，各地城

投均活跃，电网、中化股等继续受到投资者青睐，其他的活跃

券有沪电力、蓉城轨交、国联等，总体收益率变动不大。如

AAA 评级、155 天的 21 电网 SCP034 成交在 2.56%，持平昨收。

中票成交尤其活跃，1-3Y 是成交主力，能源类企业交投量最

大，包括各地城投相关企业和央企公司等，收益率略有下行。

如 AAA 评级、1.77Y 的 21 汇金 MTN002 成交在 2.74%，较昨日

下行 1bp。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政金债整体发行结果一般，招标情绪有

所分化。2年、7 年期农发清发债投标量较上期分别增加 90.8

亿元及 26.7 亿元；7年、20 年期国开债投标量较上期分别减

少 21.0 亿元及 96.6 亿元。招标结束后，2 年、7年期农发清

发债二级利率分别上行 6.89bp 及 1.72bp。

二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二级市场收益率继续下行，其中中短

端现券下行更快。午间彭博新闻报道，有知情人士称，中国计

划将 2022 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额度设在与上年同一水平，

市场解读为财政政策不及预期，引发债市积极情绪。叠加午后

现股债跷跷板行情，国债期货快速拉升，带动现券收益率下行，

但是总体上长端现券变动幅度较小。截至日终，10 年国债

210017 成交于 2.7975%，下行 0.25bp，10 年国开 210215 成交

于 3.08%，下行 0.5bp，中端利率债下行 1-2.5bps。

三、境内资金市场

央行开展 100 亿元 7天逆回购，当日有 100 亿元到期，净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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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资金供给略有不足，早盘均衡偏紧，加点成交，带动加

权利率持续上行。午盘盘中转松并进一步延续至尾盘。截至当

日收盘，R001 报 2.03%，上行 10bps。R007 报 2.18%，上行 1bp。

同业存单方面，全天共公告发行约 834 亿元。发行收益率持平

昨日，3M 少量募在 2.4%-2.41%，1Y 期限在 2.61%有大量募集。

A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1月 2.26 -0.4 2.32 -0.4 2.37 -0.4

3月 2.39 0.1 2.45 0.1 2.50 0.1

6月 2.50 0.6 2.56 0.6 2.61 0.6

9月 2.56 -0.1 2.63 0.0 2.71 -2.0

1年 2.61 1.0 2.68 0.0 2.78 -2.0

同业存单收益率曲线[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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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ps

定于 2.15%，3M Shibor 定于 2.50%，与前一交易日持平。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券商和股份制银行，Receiver 主要是外资

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825%。国债期货低开后窄幅震

荡，5Y Repo 在 2.58%附近成交至午盘。下午市场，国债期货

迅速拉升，市场 sell 情绪较强，5Y Repo 迅速 gvn 到 2.57%

位置，随后在 2.565%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2225%，之后随长端下行，在 2.215%附近来回成交。

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9975%-2.99%，1Y Shibor

成交在 2.51%-2.4975%。

2、外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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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端价格走低，曲线价格分化。三个月内价格变动

不大，六个月和一年价格下行。一个月价格的动向值得关注，

预计下行空间有限。长端价格仍较弱，会得到短端价格的支撑。

最终, 3 个月收于 379，1 年收于 1336。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中资离岸债券一级市场有六笔公募新发。其中，

中国农业银行（A1/-/-）发行 3年期及 5年期固息美元债券，

最终定价分别收窄 35bps、38bps 至 T+35bps、T+47bps。广州

开发区金控（Baa1/-/BBB+）发行 5年期固息美元债券，最终

定价较初始定价收窄 45bps 至 2.85%水平。重庆国际物流枢纽

园区（-/-/BBB-）发行 3 年期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在 5.3%

水平。

二级市场方面：中资美元债市场今日整体走阔。虽基准利率整

体稳定，随着利率曲线的平坦化，长端信用标杆债券整体走阔。

SOE 板块，走阔 2-3bps, sinope31 较前期较窄位置走阔

6-7bps。Sinoch 前一交易日就拜托最窄水平，今日 haohua

进一步被 gvn。科技板块整体走阔，头部名字走阔 2-3bps，5

年期过窄的名字有所回调。新发方面，顺丰新发债券，5年期

收窄 7bps 后，有获利了结者，10年期整体偏向卖盘，在新发

水平徘徊。客盘方面，市场整体仍偏卖盘，但是 3-5 年的金融

类，尤其是租赁类标的受到追捧，工银租赁、建银租赁、中银

航空租赁均有买盘。

 市场观点

当前债市尚无明确方向，对一些传闻和消息较为敏感。周二地

方债发行节奏和规模的相关消息引发市场波动。国常会提出，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不搞大水漫灌。抓紧发

行今年已下达的专项债”，使得早盘宽信用预期占上风，收益

率小幅上行。之后有消息称，2022 年地方债新增专项债额度

与去年持平，在机构缺资产的背景下，此消息又提振了多头情

绪。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货币政策仍处于宽松轨道和稳增长

政策在路上等的多重背景下，预计债市继续呈现“上有顶、下

有底”的震荡格局，策略建议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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