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

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并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2、韩正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专题座谈会上强调，抓好电

力等主要用煤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大力加强散煤治理。要加强

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突出应用导向，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完善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稳定市场

预期，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

二、融资信息追踪

3 月 22 日，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707.50 亿元，总偿还量 548.53

亿元，净融资额 158.97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373.50

亿元，净融资额 30.24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70.20 亿元，

净融资额 74.72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163.80 亿元，

净融资额 54.01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短端呈现供需两旺，投标情绪较好。AA+

地市级城投 22 郑州公用 SCP001，期限 0.74 年，获得全场 4.01

倍认购，最终结果 2.81%，低估值 5bps 发行。中票方面，中

信集团发行 5年期、10 年期双向回拨中票，最终分别发行 12、

18 亿元，定价 3.54%、3.79%，平估值发行。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交投继续活跃，总体上收益率变

动不大。短融方面，6M 以内产品是成交主力，少有 9M 以上品

种成交，价格未见大动。如 AAA 评级、156 天的 22 海通恒信

SCP004 成交在 2.84%，持平昨收。昨天的空难引发巨大关注，

东航超短融 22 东航股 SCP005 遭市场高估值 15bps 左右卖出。

中票交投踊跃，成交以国企为主，AA+城投产品受到青睐，收

益率变化较小。AAA 评级、2.72 年的 21中建材集 MTN004 成交

在 3.17%，较昨日上行 1bp。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招标的国开债和农发债综合收益与二级

成交基本持平，1 年期、3 年期、5 年期国开招标结果较上周

分别高 6.1bps、2.8bps、4.7bps，2 年期、7年期农发债招标

结果较上周分别低 3.9bps、2.0bps。地方债方面，深圳、湖

北发行各期限地方债均加点 10bps，需求一般。

二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利率债继续走弱，收益率全线上行，中

端上行尤快。随着地产政策不断放松，宽货币政策始终未现，

债市在如今相对较低的点位未获下行动力。国债期货大幅下

跌，十年主力合约 T2206 收于 100.035（-0.32%）。卖盘承压，

各期限债券收益率走升，中端利率债再遭抛售。截至日终，10

年国债210017成交于2.835%，上行1.75bps，10年国开220205

成交于 3.075%，上行 1.75bps，中端利率债上行 2.5-3.5bps。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200 亿元 7天逆回购，当日有 100 亿元到期，净

投放 100 亿元。资金整体均衡，14 天跨季成交量抬升。截至

当日收盘，R001 报 2.00%，下行 5bps。R007 报 2.21%，下行

1bp。

同业存单方面，二级市场收益率上行，1Y 成交在 2.62%。一级

市场收益率亦跟随上行。今日累计公告发行约 1183 亿元，其

中大行及股份行共公告约 760 亿元。3M 在 2.38%需求较好，1Y

在 2.62%亦有一定募集。

A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1月 2.44 2.5 2.50 2.5 2.55 2.5

3月 2.37 0.9 2.43 0.9 2.49 1.9

6月 2.47 2.6 2.53 1.6 2.61 1.6

9月 2.55 6.2 2.61 5.1 2.73 4.2

1年 2.61 2.5 2.67 1.5 2.80 1.5

同业存单收益率曲线[3月22日]

中国银行固定收益日报 2022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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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 1bp

定于 2.18%，3M Shibor 上行 0.1bp 定于 2.369%。Repo 方面，

Payer 主要是外资银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和中资大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85%。国债期货低开低走，午盘前 5Y Repo

上行最高触及 2.5975%。下午市场，国债期货依旧窄幅震荡。

尾盘前，Seller 发力，5Y Repo 下行至 2.5925%来回成交，随

后收在 2.59%位置。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1975%，之

后随长端上行，在2.21%附近来回成交。Shibor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3.05%-3.06%，1Y Shibor 成交在 2.5025%-2.52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次数预期增

加，美债短端利率大幅上行，掉期长端价格走弱。短端跨月价

格遇到强劲买盘支撑，在长端价格大幅下行的情况下跨月价格

下行有限。tn 价格相对利率平价价格回落。曲线预计难以继

续下行。最终, 3 个月收于 332.5，1 年收于 880。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中资离岸债券一级市场有四笔新发，均为政府

融资平台。其中，漳州交通（-/-/BB+）发行 364 天固息美元

债券，最终定价在 3.18%。另外三家政府融资平台均以银行备

证形式发行固息美元债券，包括仪征城发集团、振湘国资及台

州黄岩经济开发集团。

二级市场方面：隔夜鲍威尔鹰派言论推升整条利率曲线。2 年

美债逼近 2.2%高位，昨日美国 IG 小幅收窄。今日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标的开盘略有走阔，AT1 受到利率上行的影响，整体呈

现卖压。而高级债券买盘则较多，考虑到利率快速上行的情况

下，综合收益率的上行让实钱机构有加仓的倾向，整体以 3-5

年低风险标的为主。下午科技板块在做市商的推动下收涨

5bps 左右,国企标的也小幅收窄。资管板块双向交投，空头回

补力量下，华融和信达信用利差收窄约 10bps。下午 AT1 也在

市场情绪好转下收于昨日收盘位置。

 市场观点

在稳增长作为主要目标的年份，市场的波动都会放大。对于多

头而言，信贷数据不佳以及伴随而来的货币宽松是主要的动

力；而对于空头而言，政策层对于增长的决心则是最大的理由。

在经济动态演进的过程中，两者通常是交替往复出现的，因此

虽然只看终点的话，空方似乎是胜利者，但前进的道路并不是

一条直线，利率未必没有短期的下行空间，例如近期同业存单

发行压力下降，短端收益率或有下行。而目前美债利率上行这

个系统外因素明显在短期对市场产生了外生的边际影响，多头

需要谨慎操作，快进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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