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重要讲话表示，3 月份尤其是 4月份以来，一些经济

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 2020 年疫情

严重冲击时还大。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

定信心，迎难而上，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着力保市场主

体保就业保民生，保护经济韧性，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合理增

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李克强说，

要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上半年

基本实施完成，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5月底

前都要出台实施细则。要在防控好疫情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发展

任务，防止单打一、一刀切。各地在助企纾困上政策能出尽出。

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用市场化办法、改革举措解难题。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571.32 亿元，总偿还量 576.85 亿元，净融

资额-5.53 亿元。其中，AAA 评级发行人总发行量 379.00 亿元，

净融资额 56.27 亿元；AA+评级发行人总发行量 50.65 亿元，

净融资额 18.15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发行人总发行量 141.67

亿元，净融资额-79.95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相对弱资质债券因票息较高受到市场追捧，

多大幅低估值发行，显示了投资者信用下沉的趋势。22 大丰

海港 CP002，AA 区级城投，区间下限由 5.5%下调至 5.0%，发

在新的下限 5.0%，边际倍数高达 59.7 倍，较 3 月发债下行

100bps。AA+民企债 22 恒逸 CP005(高成长债)，票面利率 6.2%，

低于估值 25bps，中债信用增进及浙商银行分别创设 CRMW 1

亿元、0.7 亿元，CRMW 费率 3.0%。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未能延续涨势，收益率整体上行。

短融方面，由于前期短端收益率大幅下探，对多头力量消耗较

快，近期下行乏力，转向上行，总体上行 1bp 左右。如 203

天的 22 中石化 SCP007 成交在 2.08%，上行 1bp。中票交投较

活跃，城投成交量大于非城投公司，而其中 AA+以下评级的低

资质主体成交量占到接近半数，收益率平均上行约 1bp，如 AAA

评级、1.98Y 的 22 汇金 MTN002 最终成交在 2.52%，上行 1bp。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1 年期、10 年期农发债收益率较上周下行

0.1bp、2.7bps，综收分别低于二级 9.9bps、2.1bps。地方债

方面，河南、福建、大连、深圳发行地方债 610 亿元，较国债

曲线加点 10-25bps。

二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利率债收益率曲线走平，长端快速下行。

在大部分交易时段，收益率仅仅窄幅波动，未见明显交易方向。

而在临近尾盘的稳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中，易纲行长称流动

性将处于较合理充裕略高的水平，引发买盘大量涌入，长端快

速下行。截至日终，10 年国债 220003 成交于 2.76%，下行

3.4bps，10 年国开 220210 成交于 2.9475%，下行 2.75bps，

中短端下行 3bps 以内。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100 亿逆回购，当日有 100 亿到期，净投放为 0。

隔夜资金面均衡偏松。受跨月需求影响，7天期限整体偏紧，

利率明显上行。截至当日收盘，R001 报 1.41%，上行 2bps。

R007 报 1.87%，上行 21bps。同业存单方面，受到期日影响，

今日一级市场发行不佳。全天累计公告约 846 亿元。3M 募在

1.78%，9M 募在 2.26%，1Y 期限在 2.30%需求寥寥。二级收益

率上行至 2.315%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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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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震荡上行。FR007

上行 18bps 定于 1.82%，3M Shibor 下行 0.4bp 定于 2.009%。

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券商和外资银行，Receiver 主要是

券商和股份制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1%。国债期货开

盘后快速拉升，午盘前 5Y Repo 下行最低触及 2.505%。下午

市场，国债期货收盘前回落，5Y Repo 上行至 2.515%，随后在

2.52%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0775%，之后随长端上行，在 2.08%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8925%-2.8975%，1Y Shibor 成交

在 2.3225%-2.337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美债短端利率低位震荡，人民币资金面总

体维持宽松。美债短端利率走弱后，由于 tn 价格回落以及长

端长期偏高，掉期曲线长端仅小幅走高后回落，总体变动不大。

预计曲线会维持震荡走势，长端相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依然偏

高，可以寻找逢高卖出的机会，关注市场对美联储加息节奏预

期的变化。最终, 3 个月收于 87，1 年收于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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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金源产业投资发展集团以宁波银行备证形式发行 3 年期无评

级固息欧元债，最终定价分别在 2.4%。咸宁城市发展集团以

渤海银行备证形式发行 3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最终定价在

4.5%。另外，招商局港口控股（Baa1/-/-）发行 5年期固息美

元债，最终定价在 CT5+130bps。

二级市场方面：隔夜利率大幅下行并未影响今日中资美元债市

场的表现。实钱账户近期的持续配置，逐步推窄信用利差。此

外今日 BAT 债券也在做市商、快钱的空头回补，以及良好的市

场情绪中显著收窄 7-10bps。国企和金融板块整体表现良好。

 市场观点

今日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来自午后召开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

电视电话会议。从会议内容本身来看，重点不在于新举措、新

政策，而在于加强各地政府的紧迫感，督促各地落实政策。从

会议大篇幅讲述当下的经济困难可以看出，短期基本面的弱势

可能还将持续，修复仍需时日。此外央行在会上提到将流动性

总量保持在较合理充裕略高的水平，这缓解了市场对流动性能

否维持宽松的忧虑，因此长端利率在买盘涌入下迅速走低。市

场基于对当前形势的定价或在情绪推动下使得利率维持下行

走势，直到 5月社融数据的出炉验证。在此期间，长端回调压

力较小，走势总体维持偏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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