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全国财政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工作视频会议在京召开。会议

要求，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保市场主体以保就业

保民生，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

降。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加快退税进度，确

保上半年基本完成小型企业以及制造业等行业中型、大型企业

存量留抵税额集中退还。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紧推进已纳入

年度计划安排的重大工程建设。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

用并扩大支持范围，确保今年新增专项债券在 6月底前基本发

行完毕，力争在 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进一步加快下达预算；促进居民消费持续恢复，进一步提振汽

车消费。

2、财政部印发《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到 2025 年，财政政策工具不断丰富，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

财税政策框架初步建立，有力支持各地区各行业加快绿色低碳

转型。2030 年前，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基本

形成，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推动碳达峰目

标顺利实现。2060 年前，财政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系成

熟健全，推动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意见》要求，加强财政

资源统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支

持力度。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支持传统产业和资源富

集地区绿色转型。发挥税收政策激励约束作用。落实环境保护

税、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等税收政策；落实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税收优惠政

策，研究支持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更好地发挥税收对市场主

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按照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持

续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优化关税结构。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850.10 亿元，总偿还量 441.90 亿元，净融

资额 408.20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648.00 亿元，净

融资额 396.50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06.70 亿元，净融资

额 54.20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95.40 亿元，净融资

额-42.50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短券信用下沉趋势延续，弱资质主体追低意

愿明显。

AA+地方国企泰州华信药业投资动态发行 7-10 亿短融，全场吸

引 530 亿资金认购，打开区间下限后最终仍发在 4.0%的申购

区间下限位置。AA+重庆长寿开发投资发行 270 天超短融，区

间下限由5.0%打开至4.0%，全场倍数近6倍，票面利率4.45%，

低估值约 70bps。

22 冀东水泥 MTN001，3 年期，10 亿元，最终票面 2.93%，全

场 4.1 倍，边际倍数达 10 倍，银行自营认购踊跃。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收益率普遍上行。受到京沪两地

疫情即将终结的影响，今日债市普遍下跌，信用债的交投活跃

度也有所下降。短融方面，成交集中度较高，城投交投量超过

半数，其中多数位于北京等一线城市、或东部沿海省份。收益

率上行 1bp 左右，如 AAA 评级、168 天的 22 中广核 SCP004 成

交在 2.06%，上行 2bps。中票方面，可见 3-10Y 长端成交，电

力、地产、交运交投较活跃，总体收益率上行也为 1bp 左右。

如 AAA 评级、2.44 年的 21 京国资 MTN002 成交在 2.68%，上行

1bp。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天津、吉林和内蒙发行 718 亿元地方债，

结果较基准加点 10-25bps，整体需求一般。

二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利率债收益率上行。上海和北京本土新

冠疫情均近尾声，并且上海在周末提出多项方案重振经济，受

此影响现券期货均走弱，国债期货全线收跌。不过经济复苏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会因某些措施出台而立竿见影，加上短期

内货币政策会继续偏宽松，这些都对债券形成支撑，限制收益

率上行空间。截止日终，10 年国债 220003 成交于 2.7675%，

上行 2bps，10 年国开 220210 成交于 2.96%，上行 2.5bps，中

端上行 2-3bps。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100 亿元 7天逆回购，当日有 100 亿到期，净投

放为 0。隔夜资金面整体宽松，加权稳定在 1.4%附近。但午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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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大量融出意向在 1.3%左右。7天偏紧，价格继续上行。截

至当日收盘，R001 报 1.46%，上行 3bps。R007 报 1.88%，上

行 6bps。同业存单方面，今日一级市场清淡，全天公告发行

约 300 亿元。1Y 大行募集在 2.28%位置。二级市场收益率上行，

1Y 成交在 2.28%-2.285%。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整体交投一般，收益率震荡上行。FR007 定于

1.85%，与前一交易日持平，3M Shibor上行0.2bp定于1.997%。

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券商，Receiver 主要是股份制银行。

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4825%。国债期货低开低走，午盘前 5Y

Repo 上行最高触及 2.5025%。下午市场较为清淡，5Y Repo 下

行至 2.49%位置，随后在 2.4875%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

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055%，之后随长端上行，在 2.0575%

附 近 来 回 成 交 。 Shibor 方 面 ， 5Y Shibor 成 交 在

2.885%-2.9075%，1Y Shibor 成交在 2.315%-2.322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上行。人民币资金面总体维持宽松，跨月价

格小幅回升，涨幅有限。随着中国主要城市疫情新增数量大幅

回落，市场对人民币资金面收紧处于防御姿态，对掉期短端价

格定价较高，长端也在外资为主的买盘带动下小幅上行。当前

市场预计维持震荡走势，人民币资金面情况将决定近期掉期走

势。最终, 3 个月收于 82，1 年收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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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

环球有限公司发行 364 天无评级固息美元债，最终定价在

7.95%。太原国有投资集团发行 3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券，

最终定价在 4.55%。另外，无锡市城开实业发展集团以宁波银

行备证形式发行3年期无评级固息欧元债，最终定价在2.25%。

二级市场方面：美国假期，无美债交易，但是不影响中资美元

债进一步上涨。今日市场收窄 5-15bps, 高波动标的领涨。从

目前的头寸配置来看，做市商重新调整头寸，实钱买盘整体陆

续涌现。BAT、高波动、流动性较好的名字表现最优。金融板

块和国企板块也有实钱机构参与。随着中国的疫情逐步缓解，

中国 5年 CDS 进一步收窄。

 市场观点

今天市场的止盈盘推动利率上行。主要原因为上海、北京疫情

的边际好转，特别是上海宣布 6月 1日全面解封，市场快速进

入对复工复产的预期行情。自 5月初以来，债市经历了上海病

例的快速下降、4月经济数据的公布，以及多场重量级会议和

央行调降 LPR 等事件，利率走出震荡下行的波段。而目前疫情

进入扫尾阶段，各类高频经济数据也在预示 5月的边际好转，

各类稳经济政策也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因此债市做多动能较前

一阶段明显减弱，但断言此次波段已经结束还尚早——目前只

是二阶的快变量转向，而中期的质变何时到来仍待观察。利率

走势震荡筑底可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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