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明确 2022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共 8

个方面 26项任务，包括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建立健全

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中小微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加强重

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保供稳价等。其中提出，完善民营企业债

券融资支持机制，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促进资本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持续深化新三板改革，进一步提升直接融资服务

能力。

2、美联储威廉姆斯表示，预计 2022 年的 GDP 增长率将在 2%

左右，失业率将保持在目前的低水平；预计 2022 年核心 PCE

通胀率将接近 4%，明年降至 2.5%左右，2024 年通胀将接近 2%

的目标；美联储今年将迅速采取行动，将联邦基金利率恢复到

更正常的水平。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171.38 亿元，总偿还量 459.24 亿元，净融

资额-287.86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123 亿元，净融

资额-209.1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9.8 亿元，净融资额-69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38.58 亿元，净融资额-9.76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一级信用债供给持续低位，但投资人认购情

绪高涨。短融方面，22 沪电力 SCP004 发行 65天、17亿元，

全场认购超 2 倍，最终票面 2.1%，较剩余 0.2 年的债券估值

低 6.98bps，基本持平税收还原后的国股行二级存单水平。中

票方面，22 广东环保 MTN001（绿色）发行 3+2 年，7.11 亿元，

最终票面 3%，持平估值，基金参与认购。AA+地方国企九江城

发首次发行 3+2 年期公募债券，10 亿元，全场认购超 7 倍，

需求火爆，最终票面 3.19%，银行资管、券商参与认购。金融

债方面，中原银行发行 3年期金融债，最终票面 2.95%，较同

期限国开曲线加点 39.18bps。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交投十分活跃，中票成交量维持

高位，收益率继续下行。短融方面，民企成交量增加，成交以

9M 以内期限为主，电力和交运企业保持活跃度。收益率下行

2bps 左右，如 199 天的 22 京住总集 SCP002 成交在 2.40%，下

行 2bps。中票方面，当日无民企成交，非城投债的成交量略

多于城投债，3-5Y 债券成交量见涨，地产、交运、电力行业

的中票受到追捧。收益率较昨日平均下行 2bps 左右，如 AAA

评级、1.93Y 的 22 汇金 MTN001 最终成交在 2.62%，低于昨收

2bps。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政金债招标情绪较好。1 年、3 年、5 年期

国开债综收分别较二级下行 7.17bps、2.99bps、1.69bps。其

中 1年期国开发行量较上周减少 20 亿元，认购量也较上周小

幅减少。1 年、5 年期国开债的招标结果分别较上周下行

5.1bps、4bps，3 年期结果较五一节前发行的上期债券利率基

本持平。2年期农发债综收较二级下行 9.08bps。2 年、7年期

农发债招标结果较节前发行的上一期下行 2bps、2.1bps。地

方债方面，今日北京、湖北发行 19只共计 210.12 亿元地方债，

均较国债均值加点 10bps。其中 2年、30 年期限需求较好。

二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利率债收益率普遍下行，中端下行尤快。

昨日夜间央行发布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自律

机制成员银行参考以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

率和以 1年期 LPR 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合理调整存款利率

水平”，达到一定的“降息”效果，令债市持续走牛。另有

10Y 国开活跃券换券交易略有起量，220210 成交量上升，

220205 表现相对较弱。截至日终，10 年国债 220003 成交于

2.8075%，下行 0.75bp，10 年国开 220205 成交于 3.05%，下

行 0.25bp，中短端下行 2-2.5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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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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面依旧维持宽松，资金融出积极。截至当日

收盘，R001 报 1.36%，持平前一交易日。R007 报 1.71%，下行

9bps。同业存单方面，今日一级市场公告约 2021 亿元，其中

大行及股份行公告 967 亿。收益率继续下行，3M 期限少量募

在 1.95%，1Y期限在 2.36%位置需求较好。

A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1月 1.57 -10.4 1.63 -10.4 1.68 -10.4

3月 1.99 -2.1 2.05 -2.1 2.11 -2.1

6月 2.16 -1.4 2.22 -1.4 2.28 -1.4

9月 2.31 -2.4 2.38 -1.4 2.48 -1.4

1年 2.36 -1.5 2.43 -0.5 2.54 -0.5

同业存单收益率曲线[5月10日]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交投活跃，收益率震荡下行。FR007 下行 13bps

定于 1.65%，3M Shibor 下行 0.5bp 定于 2.181%。Repo 方面，

Payer 主要是券商和中资大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和外资银

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55%。国债期货开盘后窄幅震荡，

5Y Repo 午盘前在 2.55%位置来回成交。下午市场，ND Seller

发力，5Y Repo 下行最低触及 2.5325%。尾盘前小幅上行，在

2.5425%位置来回震荡。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1425%，

之后随长端下行，在 2.125%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96%，1Y Shibor 成交在 2.38%-2.39%。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美债短端利率震荡回落，人民币资金

面维持宽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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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端下行更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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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端接近于反映目前

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所反映的价格。最终, 3 个月收于 72，1年

收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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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中国

建设银行（A1/-/-）发行 3年期固息美元债券及 2年期固息人

民币债券，最终定价分别在 CT3+47bps 及 3.4%。另外，长沙

金霞新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以长沙银行备证形式发行 3 年期

无评级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在 4.1%。

二级市场方面：受到隔夜避险情绪影响，今日早盘中资美元债

市场整体走阔 5-10bps。TMT 板块主要以做市商降风险为主。

随后亚洲股市相对企稳，美股期货上涨，利率波动幅度放缓，

中资投资者有个别买家入场，品种涉及主权、金融、长久期国

企标的。随着近期中国大陆疫情严峻，人民币汇率波幅加剧，

今日中国 CDS 进一步走阔。截至收盘，市场整体走阔 3-5bps，

高波动名字领跌。

 市场观点

在本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中，央行强调了对于食品、能源价

格的关注，这提醒我们在影响债市的中期变量里，CPI 上行带

来的影响可能会逐渐浮现。而在货币政策的阐述中，由“灵活

适度”变成了“稳字当头”，并且聚焦受疫情影响的困难行业

和群体。从 4月央行未进行降息的行为中可以判断高层对于总

量政策的审慎，结构性货币政策仍是当前的最优解。此外存款

利率将与市场利率挂钩，以进一步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进一

步缓解对于降息的需求。总体而言，债券市场也将紧紧围绕

“稳”字做文章，随着基本面的好转中枢会逐渐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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