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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要闻

融资信息追踪
最 近 两 周 ， 信 用 债 市 场 共 发 行 6,686.91 亿 元 ， 总 偿 还 量
5,887.21 亿元，净融资额 799.70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
行量 4,055.55 亿元，净融资额 1,109.24 亿元；AA+评级总发
行量 1,188.61 亿元，净融资额 355.62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
发行量 1,442.75 亿元，净融资额-665.16 亿元。资产证券化市
场两周共发行 60 单，总计 596.23 亿元，基础资产包括消费贷
款、供应链保理债权、小微贷款、应收账款、商业房地产抵押
贷款、租赁租金等。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

2022.4.25-5.08

续债，票面 3.65%，低估值 2bps，较国开曲线加点 86bps。
目前市场收益率整体处于低位，市场投资人更倾向于采取偏防
御策略，短券受到追捧，而近期短期限信用债认购的火爆情绪
正逐渐向中长期延伸。受疫情影响，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未
来需关注货币政策的边际变化。
二级信用债方面：
最近两周信用债收益率普遍下行，除了临近假期的时段，交投
皆十分活跃。
短融方面，这两周跨月跨节，资金面却始终平稳充裕，隔夜资
金成本基本保持在 1.3%附近，短融收益率亦现平稳下行。两
周内领导层会议较多，4 月底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要全
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因此基建题材
债券成交量略有见涨，电力、交运交易量维持高位，钢铁、煤
炭等成交量有所增加。按中债估值来看，3M AAA 短融收益率
收盘在 2.19%，下行 5bps，6M AAA 短融收益率收盘在 2.29%，
持平两周前，1Y AAA 短融收益率收盘在 2.45%，下行 5bps。
1Y-6M 期限利差在 16bps，下降 5bps。
中票方面，两周前中票走势相对克制，这两周中票和短融的走
势差异较小，均有小幅下行。而 AA+及以下评级企业成交量在
节前一周大幅减少，节后成交量有所提升。3-5Y 成交量则一
直有增长，非城投公司的成交占比有所上升。按中债估值来看，
3Y AAA 估值 2.98%，持平两周前，5Y AAA 估值 3.38%，下行
2bps。期限利差方面，5Y-3Y 利差为 40bps，走窄 1bp。信用
利差方面，3Y AAA 信用债(相较同期限国开债的) 信用利差走
窄 4bps 至 37bps；5Y AAA 信用利差下降 3bps 至 58bps。
低资金成本令短端债券始终强势，短端的快速下行带动长端有
所走低。本周的信用债和利率债走势分化，尤其是 1Y 期信用
利差因利率债的收益率上行而快速走窄。展望后市，在央行的
呵护之下，资金面或继续保持这几周的平稳充裕态势，这将令
短端产品保持在低位波动。但是要仔细关注资金面的变动，前
期的快速下行令短融产品的反弹势能较大，建议灵活应对。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工商企业信用债市场供给恢复，两周共发行 3944 亿，整体情
绪较好，短期限的火爆情绪逐渐向中长期延伸。
短融超短融方面，22 温州城建 SCP002，AAA 评级，期限 266
天，发行规模 3 亿，票面 2.40%，低估值 2bps。22 青岛城投
SCP002，AAA 评级，发行规模 10 亿，期限 268 天，票面利率
2.43%，低估值 4bps。
中票方面，市场情绪有所恢复，中低评级发行人债券及含权品
种受青睐。22 龙城发展 MTN002，AAA 评级城投，发行 15 亿 3
年期和 5 亿 5 年期中票。票面利率分别为 3.3%和 3.78%，3 年
期与估值持平，5 年期低于估值 6bps。22 招商局 MTN002，分
为 2+N 和 3+N 两个期限，规模合计 20 亿。
票面利率分别为 2.89%
和 3.14%，与估值持平。
金融债方面，多只金融债集中发行。中信银行发行 300 亿金融
债，票面利率 2.8%，基本持平估值。中国银行发行 200 亿永

一级利率债方面：
最近两周利率债共发行 5855.012 亿元，市场短端需求较好，
中长端维持谨慎。
国债方面，节前发行 3 年、7 年期附息国债以及 91 天和 182
天贴现国债，规模合计 2900 亿。附息国债增发结果符合市场
预期，加权利率与边际利率的利差缩窄到 2bps 左右，显示出
市场预期一致。假期后发行的 182 天贴现债券结果较差，边际
利率高于二级成交 5bps，且加权与边际利差达到 8.4bps。
政金债方面，国开行各期限发行规模合计 710 亿元，10 年期
国开债增发认购量较上一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认购量减少
364 亿元，而 1 年期中标收益率较二级市场下行 4.2bps。农发
行各期限共发行 340 亿,短期限表现好于中长期，1 年期增发
综收较二级市场下行 4.4bps，10 年期增发综收与二级市场持

平。进出口行各期限共发行 530 亿，其中 1 年期和 91 天贴现
债需求较好，综收分别低于二级市场 11bps 和 25.5bps。
地方债方面，8 个省市共发行 1095.012 亿元，黑龙江保持加
点 25bps，其余省市较国债加点均为 15bps。
展望后市，受疫情冲击，五一假期的旅游消费大幅降低，上海、
北京仍在努力抗疫，二季度经济增长前景堪忧，市场大概率维
持低位震荡。

收报 101.51，上涨 0.17%。
随着多次领导层会议的召开，目前我国正着力解决疫情问题，
在动态清零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提振是总体基调。就当下而言，
基本面的改善节奏极大地取决于疫情的改善状况，仍难以预料。
而现券市场对利多信息更显钝化，这背后隐含着投资者对疫情
改善后，宽信用发力、经济快速提振的担忧。另一方面，在央
行的呵护之下，资金成本料将维持低位。因此总体上，我们认
为短端债券的安全性将高于中长端，建议控制持仓久期。

三、境内资金市场
最近两周，央行累计开展 700 亿元 7 天逆回购，有 1100 亿元
到期，净回笼 400 亿元。由于流动性供给较为充裕，资金面整
体延续宽松态势。但受跨月时点及节假日扰动，隔夜、7 天期
限在部分交易日需求较集中，市场利率及成交金额波动加大。
后续节假日影响结束后，隔夜利率迅速回落。截至本周收盘，
DR001 报 1.33%，累计上行 7bps。DR007 报 1.65%，累计上行
11bps。
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较清淡，累计公告约 4530 亿元，其
中大行及股份行公告约 1663 亿元。而大行及股份行同期可用
额度释放达 3110 亿左右，显示其发行意愿不强。收益率呈现
节前上行，节后转下行走势。短端较长端波动明显。1Y 期限
收益率节前上行至 2.405%，本周最终成交在 2.385%左右。下
周大行及股份行可用额度释放较多，约 3127 亿元。到期日影
响不大，1Y 期限除周三外均为工作日到期。

二级利率债方面：
最近两周，利率债收益率先下后上，再窄幅震荡，最终收益率
曲线趋平，长端总体下行，中端小幅上行，短端大幅走升。疫
情令宏观经济陷入困境，4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47.4，财新服
务业和综合 PMI 仅为 36.2%，皆低于预期。而上海的解封未至，
北京、郑州等地的管控又见加强。风险资产信心不足，避险情
绪之下，利率债总体表现强势，但是由于基金面临较大赎回压
力，短券上行较快。两周内政策支持动作频繁，中央财经委员
会召开专题会议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顶层布局；政治局会议
召开，并就房地产和平台经济等方面作出指示，提出努力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人民银行相继公布设立科技创新
再贷款、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
贷款和支持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业融资再贷款等，释放专项再
贷款总额 4400 亿。境外方面，美联储议息会议召开，鲍威尔
明确排除了加息 75bps 的可能性，预期差令境外市场剧烈波动，
情绪传导至境内，A 股和债券市场亦受到一定影响。
截止收盘，10 年国债 220003 收报 2.83%，
较两周前下行 0.65bp；
10 年国开 220205 收报 3.06%，下行 1.1bps；中端利率债上行
0.5-3.5bps，1Y 国开债上行 4bps 左右，1Y 国债上行 9bps 左
右。国债期货方面，
T2206 收报 100.50，两周涨幅 0.42%；TF2206

展望后市，下周公开市场到期 200 亿元。政府债券净缴款较多，
约 3851 亿。其中周五缴款金额较多。伴随降准落地及再贷款
等工具发力，近期内流动性充裕的格局仍将维持，市场利率中
枢有望继续维持在较低水平。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最近两周，利率互换市场收益率呈现先下后上，总体震荡下行
的格局。从市场行情来看，Repo 端，5Y Repo 从 2.5975%下行
0.75bp 到本周收盘的 2.59%，1Y Repo 从 2.1775%下行 0.25bp
到本周收盘的 2.175%。1x5 Repo 曲线从 42bps 变平到 41.5bps。
Shibor 端，5Y Shibor 从 3.0025%下行 0.75bp 到 2.995%，1Y
Shibor 从 2.4425%下行 2.25bps 到 2.42%。
最近两周，利率互换市场收益率呈现先下后上，总体震荡下行

的格局，主要受以下几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受政策和疫情影响，
4 月 25 日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
释放长期资金约 5300 亿元。叠加北京疫情催生避险情绪，资
金面延续宽松态势，债市走强，利率互换收益率快速下行，5Y
Repo 最低下行至 2.545%点位。其次是人民币汇率上行和海外
因素的冲击。近期人民币贬值速度较快，虽然央行自 5 月 15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外汇存款准
备金率由现行的 9%下调至 8%，但贬值趋势仍然存在，美元兑
人民币汇率从 6.3 上升至 6.6。贬值过快可能会导致后续输入
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叠加海外方面，5 月 4 日美联储宣布加
息 50 个基点，创 22 年来最大加息幅度，同时公布缩表路线：
6 月启动，起初月缩减上限 475 亿美元，三个月后月缩减上限
提升一倍。10 年美债收益率上行突破 3.1%关口，中美利差倒
挂加剧，使得国内市场承压。最后是宽信用预期的升温，中央
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
设施体系”；发改委也表态“加大稳投资工作力度”，加上 4
月政治局会议提出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要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实
施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策，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这一系列
表态，推升了市场对宽信用的预期，利率互换收益率小幅上行。
展望后市，4 月官方和财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均不及预期，
主要是受到疫情扩散的影响，对全国制造业企业的产需都带来
了冲击。当前，上海疫情虽拐点出现，但仍有不确定，4 月政
治局会议强调稳增长，但是手段并未超预期，目前市场多空分
歧较大。我们继续保持短期区间震荡观点，疫情尚未结束，加
上近期资金面宽松，短期收益率上行幅度有限，当前市场仍有
波段机会。中长期来看，观点上维持疫情拐点后中期看空，后
续随着疫情好转，政策底经济底陆续出现，收益率上行空间将
逐步打开。
2、外汇掉期
在岸银行间掉期市场在冲高之后快速下跌，价格水平继续创下
年内新低。截至 5 月 6 日，一年掉期下行约 500pips 至 190。
短端价格方面，月底期间市场对于跨五一假期以及其后的定价
有所分歧，价格出现较为剧烈波动。跨五一期间掉期曾定价为
30 左右，买盘较为积极，推动一个月掉期站上 100 左右位置。
随着时间推移，降准措施落地，人民币流动性充盈，掉期买盘
需求势微，跨五一掉期价格跌至 10。截止 4 月 30 日，1 个月
收于 60,3 个月收于 175。五月四日 FOMC 如期加息。虽然美联
储并未对后续加息 75bps 做出确认。但是在通胀居高不下的环
境中，市场仍然觉得仅有加息一项工具在短时间内遏制通胀，
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利差收窄预期推动短端价格向新利率平
价，也就是日均 1pips 左右的水平移动。节后两个交易日，短
端价格继续下行，3 个月收于 140 附近。
长端价格走势与短端价格同步。伴随着即期汇率走贬。对于远
期价格走高的判断推动在岸一年掉期价格上冲至接近 700 位
置。但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利差收窄预期重新占据交易者头
脑。在经历整理后，长端掉期价格急转直下，叠加节前市场厚
度不足，一年掉期价格快速跌去 300pips 至 400 附近。截止 4
月 30 日，一年掉期收于 398。五一假期后，长端掉期遭遇了
和短端一样的推动因素。1 年掉期两日内下跌 200pips 至 190
附近。
假期期间，美国 ECI 数据达到 1.4%，高于预期。数据背后显
示劳动力市场过热。而 ECI 则是美联储用来密切观察工资通胀
的统计数据。这一经济数据显示紧缩政策刻不容缓，这也直接

推动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升破 3.1%，为 2018 年来首次。但与
此同时，美国一季度 GDP 数据不及预期，经济基本面出现下行
压力。美联储面临平衡通胀和增长的挑战。
在平衡通胀和增长中，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使用前置加息，更
担忧的是 ECI 所反映的通胀情况，即在加息初期增加紧缩力度，
以遏制短期通胀为首要目标。
综上所述，从掉期来看，利差收窄仍然是以美元加息为主要影
响因素的，市场走势的一条主要脉络。人民币流动性预计在 5
月中下旬全面复产复工，资金需求增加后，才会产生实质变化。
通过利率平价推算，掉期仍然有一定下跌空间。因此，维持逢
高卖出的掉期操作策略。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最近两周美债收益率曲线全线大幅震荡走扬，
10 年期收益率自 2018 年首次冲破 3%，周五收盘至 3.07%。 受
假期影响，本周无中资及亚洲（非日本）债券一级发行。上周
亚洲（非日本）债券一级发行规模由前周的 121.5 亿美元降至
31 亿美元。中资债券一级公募发行（不含增发及私募）在亚
洲（非日本）发行中占比 51%，发行量为 16 亿美元。利差方
面，亚洲（非日本）美元债券信用利差整体呈维稳收窄态势，
其中投资级利差收窄 2bps 至 147bps 水平；高收益板块收窄
10bps 至 987bps 水平。
上周 10 笔中资新发行，发行板块集中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币
种覆盖美元及欧元。东方证券（Ba2/-/-）发行 3 年期 1 亿固
息欧元债券，最终定价在 MS+68bps，实现-12bps 新发溢价，
同时为首笔欧元玉兰债发行。其他均为政府融资平台发行且多
为无评级发行。其中，成都空港兴城投资发行 3 年期 5 亿固息
美元债券，最终定价较初始定价无收窄为 4.5%，为上周最大
规模发行。淮安开发控股发行 3 年期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
较初始定价无收窄至 5.0%。重庆市南岸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
（-/-/BBB）发行 3 年期 2.6 亿美元固息债券，最终定价较初
始定价无收窄为 5%。此两笔为上周最高定价项目。其他均为
无评级发行，包括成都湔江投资、扬州龙川控股、扬州园博投
资发展（浙商银行备证）等。

二级市场方面：亚洲假期促使过去两周的中资美元债市场相对
清淡。市场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利率决议以及长城资产
延迟披露年报导致的市场冲击。上海封城月余，北京疫情渐起。
中国主要城市受疫情的影响越发严重，触发中国相关指数均有
所反应:人民币汇率快速走贬，中国 5 年期 CDS 逐步走高。同
时中国的疫情以及技术性头寸一度拖累美债市场收益率下破
2.75%以下。但是随着北京疫情防范相对到位，疫情人数相对
可控，市场情绪重新回到发达市场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如期
加息 50bps，并且于 6 月开始缩表，目前不会积极考虑 75bps
加息促使市场一度股债大涨。但是滞胀担忧再度拖累市场表现。

中资美元债市场方面，市场在假期前后整体清淡。过去两周，
美国投资级市场的表现小幅走阔，中资投资级指数也小幅走阔
2bps。其中 4 月最后一周，受到汇率大幅波动的影响，中国
CDS 波动显著，中资标的也呈现了较为显著的利差走阔，随后
市场逐步平稳，交投相对清淡。国企板块整体走阔 3-8bps。
资管板块波动较为明显：4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下午，长城资产
发布公告延迟发布 2021 年财务报告，市场较为恐慌。2 周前
长城资管在境外新发 3 年期美元债，表现十分突然，延迟财报
的消息发出之前，该标的仍在持续收窄，但是此后，由于部分
亚洲国家仍在假期，市场较薄，长城曲线整体走阔 50-100bps,
曲线前端交投活跃，22 年到期债券由于较高的收益率持续吸
引基金投资者。受此影响，资管板块走阔 15-45bps 不等，其
他金融名字有少量实钱投资者加仓，5 年以内的租赁板块呈现
双向交投。政治局工作会议强调“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
同时中美就赴美上市企业涉及底稿披露事宜持续推进，对科技
板块一度有所助力，阿里巴巴一度受不实消息的影响，导致股
债大跌。而后反弹。中概科技标的的情绪仍然十分敏感。


市场观点

近期债市震荡偏强的走势主要受经济基本面影响，此外由于降
准资金的到位，流动性保持宽松，短期的机会仍出现在由经济
数据发布前后带来的波动。目前疫情形势虽然仍比较焦灼，但
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动态清零不动摇的决心，防疫政策执行的不
确定性快速收敛至单变量，因此经济形势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地方政府的力度、速度。对于市场而言，预测经济形势走弱的
程度也变得清晰起来。债市在经济数据发布前后的波动或因此
降低，这对于短期的交易而言，机会在减少；但中期的确定性
得到了提高。在五一假期期间，美联储也将加息缩表的进程明
确，虽然货币宽松空间仍会受到影响，但对市场总体影响的不
确定性也在降低。未来国内稳增长的政策将以多部门协同发力，
央行多使用、多侧重考核新型结构性政策工具，以精准直达实
体经济，而非积极使用助推债市牛市的总量型宽松工具。换句
话说，总量型工具是信号、是提升市场信心的标志，而起效更
依赖日常结构性政策工具的落实。债券市场的总体区间在近一
阶段是稳定的，收益率的底部由海外因素制约，顶部由基本面
制约，波动由疫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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