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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9 日下午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
会晤时表示，人类尚未走出疫情阴霾，世界经济复苏仍然脆弱
乏力，地缘政治和安全矛盾愈发突出。全球安全、发展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显著增多，迫切需要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
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和德国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中德关
系此时尤其需要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
也将为世界和平安宁作出重要贡献。
政策解读
央行发布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
币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字当头，主动应对，提
振信心，搞好跨周期调节，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发挥好货
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
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
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做好“加法”，
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投放贷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薄弱

二级信用债方面：
今日信用债交投十分活跃，中票成交量激增，
收益率总体下行。短融方面集中度较高，中字头央企、经济发
达地区国企的短融产品大量成交，基建主题受到关注。收益率
下行 1bp 左右，如 172 天的 21 电网 CP018 成交在 2.16%，下
行 1bp。中票方面，1-3Y 国企中票的买盘十分踊跃，信用下沉
特点突出，AA+及以下评级成交笔数占到总成交笔数的 1/4 左
右。收益率多在估值下方 1bp 左右的位置成交。如 AAA 评级、
2.26Y 的 21 光大集团 MTN001A 最终成交在 2.77%，低于估值
1.17bps。

环节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行业倾斜。密切关注物价走势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变化，支持粮食、能源生产保供，保持物价总体稳定。密切关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农发债整体认购情绪较好。3 年、5 年
期农发债综收分别较二级下行 2.77bps、2.44bps，其中 3 年
期农发债招标后带动二级价格下行 0.5bp。3 年、5 年期农发
债认购量较上期有小幅减少，招标结果分别较上期上行 3bps、
5.9bps。今日仅陕西省发行 2 只 5 年期地方债，较国债均值加
点 15bps，认购情绪较为一般。

注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以我为主兼顾内外平衡。着
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260.88 亿元，总偿还量 285.59 亿元，净融
资额-24.71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118.11 亿元，净
融资额-79.31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61.5 亿元，净融资额
16.3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81.27 亿元，
净融资额 38.3
亿元。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受刷报因素影响，今日一级信用债供给量较
少，优质中票需求较好。普通中票方面，AAA 地方国企 22 四
川路桥 MTN001 发行 3 年期、10 亿元，最终票面 3.22%，全场
认购超 2 倍，基金参与认购。AA+地方国企 22 上饶城投 MTN001
发行 3 年期、15 亿元，最终票面 3.92%，票面利率低于发行人
预期，全场倍数达 2.5 倍，有券商资管参与认购。永续中票方
面，22 京城建 MTN001 发行 2+N 年期、15 亿元永续中票，最终
票面 2.99%，高估值 5.9bps。AAA 地方国企 22 西安高新 MTN002
发行 3+N 年期、2 亿元永续中票，最终票面 6.1%，持平上周截
标的 22 西安高新 MTN001 票面，高估值 5.54bps。

二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利率债收益率普遍下行。隔夜资金成本
继续保持在 1.3%附近，多头主导债市行情。市场传言称将要
发行 1-2M 期限的贴现国债，另有 4 月进出口数据弱于预期、
商品期货下跌，均令利率债收益率稳中有下。截至日终，10
年国债 220003 成交于 2.815%，下行 1bp，10 年国开 220205
成交于 3.0525%，下行 0.25bp，中短端下行 2.5bps 以内。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100 亿元 7 天逆回购，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净投
放 100 亿元。资金面整体维持宽松。需求较为旺盛，各期限市
场利率有所上行。截至当日收盘，R001 报 1.36%，上行 6bps。
R007 报 1.80%，上行 16bps。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发行意
愿有所增强，全天累计公告约 1885 亿元，其中大行及股份行
公告约 677 亿。3M 期限有少量募在 2.0%。1Y 期限有大行在
2.38%位置募集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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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 18bps 定于 1.78%，3M Shibor 下行 0.9bp 定于 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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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5%。国债期货低开后全
天震荡上行，5Y Repo 午盘前上行最高触及 2.59%。下午市场，
ND seller 发力，5Y Repo 快速下行至 2.57%附近，随后在 2.565%
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17%，之
后随长端下行，在 2.15%附近来回成交。
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9825%，1Y Shibor 成交在 2.405%-2.41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美债短端利率震荡，人民币资金面恢
复宽松，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节奏维持较高的预期。掉期日
均曲线关键期限接近平行下行，曲线整体跌幅较大。目前短端
价格已经定价了人民币持续宽松的环境，具备配置价值。预计
曲线各期限变动情况会分化。最终, 3 个月收于 80，1 年收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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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新发。
二级市场方面：今日为香港假期，市场交投清淡。


市场观点

当前疫情已出现拐点，复工复产开始逐步推进，因此需要关注
二季度经济数据的探底情况以及宏观政策下一步的加码预期。
目前平稳偏强的债市，整体仍将会窄幅波动。原因从流动性角
度，降准后 MLF 缩量回收基础货币，而再贷款再贴现的扩容投
放更多基础货币。这对于分析流动性有新的意义。央行的定向
“宽信用”在投放过程中使得银行体系整体流动性增加，反过
来起到了宽货币的作用，且周期较之以往更长。流动性将一定
程度上保证银行的配置力量，因此市场并不会突然改变方向；
且近期市场预期与走势保持一致，博弈空间有限，预计后续将
保持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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