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

重要讲话称，当前要高度重视国内外形势出现超预期变化对我

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既看到我国经

济的韧性和潜力，又直面严峻挑战，已确定的政策举措上半年

要大头落地，以稳就业稳物价稳供应切实稳住经济基本盘。要

扛起保障粮食、能源安全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责任。继续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

2、国家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大稳

投资工作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更好调动社

会投资积极性，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投资平稳增长，为国

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专家强调，中国经济韧性

强、市场空间大，政策工具箱丰富，特别是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生猪产能充足，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供给充裕，只要保持定力，

做好自己的事，完全有条件、有能力继续保持物价平稳运行，

可以实现全年 3%左右的 CPI 预期目标。

3、央行：为提升金融机构外汇资金运用能力，自 5月 15日起，

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1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

金率由现行的 9%下调至 8%。

二、政策解读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

复的意见》提出，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建立完善重要商

品收储和吞吐调节机制。促进新型消费，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

机融合，扩大升级信息消费，培育壮大“互联网+家装”等消

费新业态。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完善市内免

税店政策，规划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完善长租房政

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鼓励通过先租后让、租让结合

等方式为快递物流企业提供土地。

三、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831.60 亿元，总偿还量 1,129.55 亿元，净

融资额-297.95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520.20 亿元，

净融资额-171.10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81.30 亿元，净融

资额-21.50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230.10 亿元，净融

资额-105.35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市场流动性宽松，一级认购情绪维持高

位。短融超短融方面，22 中建七局 SCP010 发行规模 5亿，AAA

评级，期限 120 天，票面利率 2.33%，持平估值。中票方面，

22 温州交运 MTN001，发行规模 2亿，AA 评级，期限 3年，票

面利率 3.47%，认购情绪较好全场达到 2.3 倍，票面低于估值

约 30bps。金融债方面，厦门国际银行发行 50 亿 3 年期金融

债，票面利率 2.90%，较国开债加点 34bps，全场达到 3.2 倍。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交投较为活跃，收益率普遍下行。

股债跷跷板之下，今日债市大涨，受益于充裕的资金面，短融

收益率稳定下行，今日下行幅度达到 1bp 左右。如 175 天的

22 国家能源 SCP002 成交在 2.28%，低于昨收 1bp。上周中票

走势相对克制，今日普遍低于估值 1-2bps 成交，3-5Y 中票成

交增加，而 AA+及以下评级企业成交量大幅减少，占比仅 1/6

左右。如 AAA 评级、2.87Y 的 22 中电投 MTN002 最终成交在

2.93%，低于估值 1.88bps。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农发行增发 3年和 5 年期农发债，规模

合计 80亿。3年期增发综收与二级持平，5年期增发综收较二

级下行 4.4bps。地方债方面，黑龙江发行 10 年期地方债，规

模合计 115.92 亿，较国债均值加点 25bps。

二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利率债全面上涨。当日境内交易市场普

遍动荡，A股、大宗、汇率均跌，债市一枝独秀，收益率全线

下行。疫情令宏观经济陷入困境，风险资产信心不足，避险情

绪之下，利率债买盘不断涌入，收益率逐级走低。上周五央行

召开党委会研究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另有发改

委会议表示有信心维持全年 3.0%左右的 CPI 预期目标。截至

日终，10 年国债 220003 成交于 2.815%，下行 1.75bps，10

年国开 220205 成交于 3.043%，下行 2.5bps，中端下行

1-3.5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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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内资金市场

央行今日开展 100 亿元 7天逆回购，当日有 100 亿元到期，净

投放为 0。降准今日落地，释放长期资金约 5300 亿元。资金

面整体维持均衡态势，市场利率反弹。7天期限需求上升。截

至当日收盘，R001 报 1.37%，上行 5bps。R007 报 1.91%，上

行 13bps。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发行需求整体不强，累计

公告约 978 亿元，其中大行及股份行公告约 371 亿元。3M 募

在 2.08%位置，1Y 期限提价至 2.40%后有一定需求。二级市场

方面，1Y 存单成交在 2.4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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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ps 定于 1.75%，3M Shibor 下行 1.2bps 定于 2.262%。

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股份制银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

和外资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8%。国债期货高开低走

后快速拉升，午盘前 5Y Repo 上行最高触及 2.585%。下午市

场，股市走弱，国债期货走强，5Y Repo 一路下行至 2.5675%

附近。临近尾盘，多头再次发力，5Y Repo 快速下行至 2.55%

位置，随后在 2.545%位置来回成交。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

在 2.1725%，之后随长端下行，在 2.1325%附近来回成交。

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9525%-2.9675%，1Y Shibor

成交在 2.39%-2.42%。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价格大幅反弹，曲线快速陡峭化。在岸掉期价格

经历了大半个月的连续下跌后，中美利差预期有降温，部分空

头开始平盘锁定收益。经历多日美元兑人民币快速走高后，境

内购汇需求集中释放，另一方面，离岸远期曲线也快速抬升。

受此影响，境内长端价格快速拉升，其中 1 年掉期价格由 560

最高涨至 700，涨幅达 140pips。尾盘随着境外一年掉期跌至

1000 以下，境内价格回落至 660 左右。短端相对平稳，跨月

略有抬升。最终一个月收于104,三个月收于270，1年收于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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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笔新发。淮安

开发控股发行 3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在 5.0%。

另外，成都空港兴城投资发行 3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券，最

终定价在 4.5%。

二级市场方面：中国疫情防控压力越发显著之际，人民币汇率

加剧波动。避险情绪蔓延，美债利率显著下行。中资信用债市

场今日整体呈现避险情绪。科技板块和 high beta 标的走阔

15bps,国企板块走阔 5-10bps。

 市场观点

从传统债市框架看，宏观经济下行伴随全市场资产的预期回报

率下降，同样带动债券利率水平下降；且在交易的两端，优质

资产的供给不足相对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更加明显，因此整体看

债市大幅回调的风险不大。但流动性近期保持合理充裕，目前

央行的重点是使用结构性政策推动降低综合融资成本而非进

一步释放流动性，依赖流动性扩张获得的溢价将维持在当前水

平。市场对于后续宽货币的谨慎预期意味着债市也同样难以演

绎多头行情。预计长端将保持在 2.8%-3.0%区间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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