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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英国央行表示，银行应该采取积极措施，评估不断变化的经济
环境的挑战；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营弹性仍然是一项战略重点；
银行应该采取前瞻性、战略性和雄心勃勃的方法来管理气候相
关风险；如果银行在量化气候变化风险方面进展不足，将采用
一系列监管工具。
二、政策解读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拟到 2025 年，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0%。鼓励
引导社会资本设立市场化运作的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基金，支持
符合条件的数字经济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积极
借鉴国际规则和经验，围绕数据跨境流动、市场准入、反垄断、
数字人民币、数据隐私保护等重大问题探索建立治理规则。加
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有序推进骨干网扩容，协同推进千
兆光纤网络和 5G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5G 商用部署和规模
应用，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信（6G）网络技术储备，加大
6G 技术研发支持力度，积极参与推动 6G 国际标准化工作。
三、融资信息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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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价格位于簿记区间下限 3.0%，边际倍数 1.94，低估值
27bps；22 大连港 CP001，发行规模 10 亿元，票面利率 2.75%，
全场倍数 5.06，略低于估值发行。
中票方面： 22 闽投 MTN001，AAA 评级，发行规模 10 亿元，
发行期限 3 年，全场 4.09 倍，最终票面 2.94%，高于估值 4bps；
22 淄博城资 MTN001, AAA 评级，发行规模 5 亿，发行期限 5
年，票面利率 3.90%，基本与估值持平。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交投活跃，收益率略有下行。短
融方面，电网、中化股、沪电力、深业等继续成交放量。受益
于平稳充裕的资金面，总体收益率变动不大，个别债券略有下
行。如 AAA 评级、154 天的 21 国网租赁 SCP013 成交在 2.69%，
持平昨收。中票方面，上周大量成交的湘高速今日又受青睐。
尽管下午交投更加踊跃，但是上午成交收益率略低于下午。如
AAA 评级、1.77Y 的 21 汇金 MTN002 上午成交在 2.70%，较昨
日下行 3bps，下午成交在 2.72%，下行幅度收窄到 1bp。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国债、政金债发行情况较好，1 年期、
5 年期农发债中标收益率较上周均下行 4bps 以上，1 年期农发
债综收较二级利率低 8.52bps。10 年期国债认购量较上一期增
加 626 亿元，1 年期、10 年期国债边际利率与加权利率利差分
别为 3.11bps 与 4.00bps，发行结果符合市场预期。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1045.02 亿元，总偿还量 189.96 亿元，净
融资额 855.06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800.00 亿元，
净融资额 693.00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43.90 亿元，净融
资额 128.20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101.12 亿元，净
融资额 33.86 亿元。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市场认购情绪依旧火爆，供给量
较昨日进一步抬升。
短融方面：22 安吉租赁 CP001，AA+评级，发行规模 5 亿元，

二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收益率先下后上再下，最终涨跌互见。
上午 CPI、PPI 数据出炉，数据略低于市场预计值，令市场 tkn
踊跃。但是受美国加息延迟影响，原油，螺纹钢等大宗反弹，
股市反弹，盘中国债期货波动下行，早盘最高 100.815，冲高
后回落，收盘在 100.635。现券收益率随之波动走升。尾盘公
布金融数据，略低于市场预计值，债市收益率随之稳步走低。
截止日终，10 年国债 210017 成交于 2.7925%，下行 0.75bp，
10 年国开 210215 成交于 3.08%，与昨日持平，中端利率债下
行 1bp 以内。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100 亿元 7 天逆回购，当日有 100 亿元到期，净
投放为 0。资金供给略显不足，全天维持偏紧态势。截至当日
收盘，R001 报 2.04%，上行 1bp。R007 报 2.19%，上行 1bp。
同业存单方面，今日共公告发行约 604 亿元。1Y 存单受到期
日影响发行不佳，在 2.6%位置仅有少量募集。3M 期限提价至
2.43%后需求较好。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交投活跃，收益率震荡上行。FR007 定于 2.15%，
3M Shibor 定于 2.50%，均与前一交易日持平。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券商，Receiver 主要是券商。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6%。国债期货高开后下行，payer 情绪较强，5Y Repo 下行
最低触及 2.555%，随后快速拉升至 2.565%位置来回成交至午
盘。下午市场，国债期货持续走弱，5Y Repo 上行至 2.5725%
附近。尾盘，受社融数据影响，5Y Repo 在 2.5625%位置来回
震荡。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205%，之后随长端上行，
在 2.2175%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今日成交寥寥，5Y
Shibor 成交在 2.985%，1Y Shibor 成交在 2.497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人民币资金利率近日小幅抬升，tn 价格
走强，跨春节价格小幅上涨，未出现实质性拉升。长端价格维
持低迷，小幅下行。进入月中，预计后续日均曲线近端会继续
相对远端抬升，关注跨月买盘动向。最终, 3 个月收于 385，1
年收于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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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笔公募新发。
其中，中国诚通（Baa1/-/BBB+）发行 3 年期及 5 年期固息美
元债券，最终定价在 T+115bps、T+140bps 水平。江苏瑞海集
团以上海银行备证结构，发行 364 天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
在 1.9%水平。

二级市场方面：今日中资投资级市场开盘情绪疲软，早盘市场
整体走阔 3-6bps。一方面受到新发市场表现疲软的影响，此
外投资者仍然担心利率波动来开的风险情绪转换。新发债券早
盘整体以打新卖盘为主，基本上较新发水平整体走阔约
3-6bps。此外午盘前，做市商卖压冲击市场，头部名字整体走
阔 3-10bps。其中 high beta 的中化相关债券走阔 6-8bps, 近
期新发的顺丰也整体走阔 3-5bps。下午市场相对回暖，部分
名字有买盘出现，带动市场整体收窄 3-4bps,但是全日来看，
国企和金融板块走阔 3-4bps，科技板块走阔 3-6bps。地产方
面，融创部分股权被深圳人民法院冻结，融创相关债券下挫

6-8pt，虽然下午公告表示争议已经解决，部分空头回补，但
是全日来看，进一步拖累整个地产板块疲软，来自私行、对冲
基金等投资者的卖压仍然较重。


市场观点

12 月 CPI 和 PPI 均呈现回落，并低于市场预期。蔬菜、猪肉
价格和国际油价下跌拖累 CPI；能源价格降幅较大带动 PPI 大
幅回落。12 月社融规模增量和新增人民币贷款均不及预期，
居民和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社融增速回升主要因为政府
债发行后置和企业债的低基数。目前债市主要关注美联储货币
政策变化、国内疫情进展、1 月 17 日的 MLF 利率是否调降、
政府债供给以及稳增长政策何时见效，策略建议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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