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央行、水利部召开金融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推进会，

部署进一步做好水利建设金融服务，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会议要求，各金融机构要找准定位、创新产品、依法合规，切

实加大对水利项目金融支持力度。政策性、开发性银行要用好

新增的 8000 亿元信贷额度，抓好任务分解，强化考核激励，

加大对国家重大水利项目支持力度；国有大行要发挥资金和网

点优势，加大对商业可持续水利项目信贷投放；中小银行要立

足辖区实际，对有还款能力、切实可行的农田水利等中小型水

利项目，给予必要信贷支持。要创新还款来源、抵押担保等产

品模式，发挥部门合力做好对水利项目金融服务。要坚持市场

化、法治化原则，自主审贷、自担风险，守住合规底线。

2、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清晰界定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适度强化教育、科技研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粮食安全、跨市县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重

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国土空间规划及用途管

制、防范和督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方面的省级财政事

权。将直接面向基层、由基层政府提供更为便捷有效的社会治

安、市政交通、城乡建设、农村公路、公共设施管理等基本公

共服务确定为市县级财政事权。理顺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

参照税种属性划分收入。将税基流动性强、区域间分布不均、

年度间收入波动较大的税收收入作为省级收入或由省级分享

较高比例；将税基较为稳定、地域属性明显的税收收入作为市

县级收入或由市县级分享较高比例。对金融、电力、石油、铁

路、高速公路等领域税费收入，可作为省级收入，也可在相关

市县间合理分配。除按规定上缴财政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外，

逐步减少直至取消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政府间收入的做法。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574.04 亿元，总偿还量 671.55 亿元，净融

资额-97.51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321.90 亿元，净

融资额-91.10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81.10 亿元，净融资额

-18.70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171.04 亿元，净融资额

12.29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资金面保持宽松，短端发行结果较为理

想；受上周五 5月金融数据以及美国通胀数据再超预期影响，

中长端招标情绪继续收敛，投改标力度持续减弱。

超短融方面：22 江西港航 SCP001，AA+评级，发行期限 270

天，发行规模 5 亿元，最终票面 2.69%，边际倍数 3倍，大幅

低于估值发行。

中票方面：22 城投公路 MTN002，AAA 评级，发行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 10 亿，3 轮延时后边际利率仍未变动，最终定价

2.95%，高估值 8bps 左右。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行情变化不大。短融方面，资金

面保持平稳充裕，交投情绪稳定，电力、地产和交运相对活跃，

收益率变动较小。如 AAA 评级、178 天的 22 国泰君安 CP001

成交在 2.07%，较上周五下行 1bp。中票方面，城投和非城投

的交易量大致相当，以 1-3Y 成交为主，收益率基本未变，如

AAA 评级、2.85 年的 22 浙能源 MTN002 成交在 2.90%，持平前

收。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农发债发行结果一般，3年期品种较上

一期认购量减少 51 亿元，中标收益率同比上行 12.5bps；5

年期品种较上一周认购情绪有所改善，认购量同比增加 28.2

亿元，中标收益率同比下降 2.7bps。招标结束后，3年期及 5

年期品种二级收益率均有小幅上行。

今日四川发行 892.19 亿元地方债，各期限均加点 15bps，整

体认购情绪仍延续较弱态势，除 30 年期外，各期限边际倍数

均较低。

二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利率债收益率全线上行。受到美国通胀

超预期的影响，10Y 美债收益率直线冲高，突破 3.2%，对境内

债市形成明显压制。另一方面，北京和上海疫情反复，A股大

跌，有效支撑债券市场底部。多空拉锯之下，当天利率债收益

率仍以上行为主。截止日终，10 年国债 220010 成交于 2.766%，

上行1.85bps，10年国开220210成交于2.9825%，上行0.95bp，

中端上行 1-3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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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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有 100 亿元到期，净

投放为 0。隔夜利率保持稳定，资金面全天均衡偏松。截至当

日收盘，R001 报 1.46%，上行 1bp。R007 报 1.66%，上行 2bps。

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累计公告约 1532 亿，其中大行及股

份行公告约 956 亿。1Y 期限主要募集在 2.39%位置，二级市场

多数成交在 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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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

3bps 定于 1.65%，3M Shibor 上行 0.2bp 定于 2.002%。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外资银行，Receiver 主要是中资大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45%。国债期货开盘后窄幅下行，5Y Repo

午盘前在 2.55%位置来回成交。下午市场，受美债收益率快速

拉升影响，外资 Payer 发力，5Y Repo 上行最高触及 2.5575%，

随后在该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10%，之后随长端上行，在 2.11%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

面，5Y Shibor 成交在 2.975%-2.985%，1Y Shibor 成交在

2.37%-2.377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美国通胀水平超过市场预期，使得市

场认为美联储加息节奏将进一步加快。掉期受此影响长端带动

曲线下行，日均曲线陡峭化下跌。目前市场短端定价人民币中

期维持宽松，需要观察 tn 价格对短期限的影响。预计在美联

储加息预期不变的情况下曲线将维持当前的倒挂水平。最终,

3 个月收于 23，1 年收于-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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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新发。

二级市场方面：上周五受到美国 CPI 数据超预期的影响，风险

资产大幅走弱。利率曲线显著熊平。今日早盘中资美元债开宽

5-10bps，但是长短端和板块间表现较为分化。短久期低波动

标的在利率曲线前端大幅抬升的情况下，受到实钱买盘的欢

迎。长久期的 TMT 和其他 high beta 标的受到风险情绪的影响

显著走阔 5-20bps。

 市场观点

目前疫情仍有反复可能，基本面表现仍相对较弱，整体处于经

济政策强刺激的验证阶段。在这一阶段，货币政策将较为稳定，

意在对稳经济提供更大支撑。但目前美债利率继续上行，市场

对汇率波动的考虑使得短端无风险利率产生了一定上行压力，

因此我们也看到近期隔夜和 7 天逆回购中枢较前一阶段有所

上移。因此虽然短期资金面宽松无疑，且宏观环境对债市利空

不多，复产复工预期一定程度也在走弱，波段交易窗口尚存，

但也需要防范资金利率上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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