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交通运输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李克强说，要切实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进一步打通交通物流大动脉和微循环，加强重点行业、区域和

企业货运保障。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推动货运量尽快

实现正增长，为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提供支撑，保持中国经济

长期向好、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适度超前，加强交通基础设

施和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抓紧梳理开工一批项目，优化审批，

加大长期低息贷款支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培育壮大物流市场主体，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货运市场体系，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2、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美国面临的挑战包括“不可接受的通

货膨胀水平”，供应链中断带来的阻力；需要采取适当的预算

立场，以辅助美联储在不削弱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抑制通胀的

行动；非常关注推动全球企业税改革协议；总统拜登的预算是

“明智的、对财政负责的投资”，将削减赤字，美国经济正在

从复苏向稳定增长过渡。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884.24 亿元，总偿还量 287.18 亿元，净融

资额 597.06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606.00 亿元，净

融资额 374.00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00.10 亿元，净融资

额 63.10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178.14 亿元，净融资

额 159.96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供给增加，投标情绪持续一般，全场

倍数多在 2倍以下。

AAA 地方国企开滦集团发行 1 年期、10亿元短融，较高的绝对

收益吸引了 3倍认购，票面利率 3.75%。

AA+上海城开(集团)发行 3年期中票，银行自营认购踊跃，票

面利率 2.85%，低于 2.4 年存续债券估值约 25bps。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进一步下挫，短融开始走弱。短

融方面，电力成交活跃，其他行业均清淡，6M 内短融和超短

融是成交主力。继昨日中票大跌之后，今日短融收益率普遍上

行 5bps 左右，如 AAA 评级、132 天的 22 杭州水务 SCP005 成

交在 2.20%，上行 5bps。中票方面，当天绿债交投活跃，AA+

及以下中票成交数量见涨，占总成交量的比重近 1/4，较活跃

的好名字中票今日成交价较昨收变动不大，但是其他债券存在

较普遍的跟跌行情。如 AAA 评级、2.84 年的 22 中电投 MTN004

成交在 2.91%，持平昨收。3.20 年的 20 招商蛇口 MTN002B 成

交在 3.08%，高于估值 3.77bps。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一级认购情绪回暖，中短期限招标结

果更优。

3年、5年国开债综收较二级分别低 2.4bps 和 1.6bps，7 年期

综收高于二级成交 1.5bps。

农发清发债认购量较上周合计增加 89 亿元，2 年期综收低于

二级 1.2bps、7 年期综收高出二级 1.2bps。

宁夏发行 82 亿元地方债，10 年期加点 25bps、30 年期加点

15bps，市场需求较好。

二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利率债收益率普遍下行。尽管股市仍涨，

但是涨势减弱，连日下挫的债市动能得以修复。并且资金面重

回宽松，临近收盘时隔夜资金成本快速减点，进一步推动利率

债收益率逐级走低。截至日终，10 年国债 220003 成交于

2.805%，下行 1.3bps，10年国开 220210 成交于 2.9845%，下

行 1.8bps，中短端下行 1-2.5bps。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100 亿 7 天逆回购，当日有 100 亿到期，净投放

为 0。资金面仍维持早盘均衡，午盘减点态势。截至当日收盘，

R001 报 1.47%，下行 3bps。R007 报 1.69%，持平前一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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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存单方面，二级收益率上行较快，早盘 1Y 期限成交在

2.43%。午盘好转，成交回落至 2.40%。伴随二级好转，下午

一级市场提价至 2.40%后，有较多需求出现。最终一级市场全

天累计公告 1481 亿元，大行及股份行公告 100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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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震荡下行。FR007 下行

3bps 定于 1.65%，3M Shibor 上行 0.2bp 定于 2.003%。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中资大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和股份制

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725%。国债期货开盘后小幅下

行，5Y Repo 午盘前上行最高触及 2.575%。下午市场，国债期

货震荡上行，5Y Repo 快速下行至 2.55%位置，随后在 2.5475%

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125%，之

后随长端下行，在2.11%附近来回成交。Shibor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9975%-3.0%，1Y Shibor 成交在 2.395%-2.397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人民币资金面稳定，维持宽松。tn

继续向利率平价回归，并且带动一周价格下行。目前对于月中

美联储加息后的单日价格市场有分歧，总体看一个月价格偏

高，预计会继续震荡走弱。长端目前相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偏高，

具有一定的下行空间，曲线或维持弱势走势。最终, 3 个月收

于 75，1年收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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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笔新发。长春

市城市发展投资（Baa1/-/BBB+）发行 3 年期固息美元债，最

终定价在 5%。舟山群岛新区蓬莱国有资产投资集团以杭州银

行备证形式发行 3 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在

3.9%。

二级市场方面：延续前一交易日的火热行情，中资美元债投资

级市场今日收窄 2-10bps，但是节奏相对放缓。一方面部分技

术性标的由于空头回补原因收窄较多，另外一方面，随着美国

国债利率再度走高，今日银行账户和部分国际投资者加仓并拉

长久期。租赁板块在银行大规模加仓的情况下，收窄 5-8bps。

科技标的中，流动性较差的标的收窄更为显著。

 市场观点

在国内复工复产的提振下，市场对于经济的预期从之前的悲观

有所扭转，而债市经过持续调整后，现券的情绪有所修复；短

期来看，市场近期的回调并非反转，目前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对

市场仍有所支撑，且基本面复苏的内外部背景同 2020 年并不

一致，恢复尚待时日，因此收益率再度大幅走高的概率不大。

短期若资金利率回归常态，利率中枢或有略微上行，但总体依

旧呈现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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