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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要闻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
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其中提出，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
减政策，2022 年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当期可抵扣进
项税额继续分别按 10%和 15%加计抵减应纳税额；鼓励各地可
根据条例授权和本地实际，2022 年对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给予减免。

一级利率债方面：政金债招标情绪偏弱，3 年、5 年期农发债
认购量合计减少 186 亿，综收低于二级 1.3bps 和 2.7bps，招
标结束后 3 年期二级成交利率上行 2bps。
地方债方面，云南发行 79.4 亿元地方债，结果较基准加点
25bps。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325.05 亿元，总偿还量 469.54 亿元，净融
资额-144.49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220.35 亿元，净
融资额-45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50.7 亿元，净融资额-48.08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54 亿元，净融资额-51.41 亿元。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二级利率债方面：周一利率债收益率有所反弹，曲线趋平。随
着收益率行至低点、止盈需求开始涌现。且周末的出口数据好
于预期，引发一定的谨慎情绪。前期快速下行的短端收益率今
天反弹明显，长端收益率则相对平稳。截至收盘，1Y 短端上
行 3.5-4bps，中端上行 0.5-2bps。10 年国债 220010 收报
2.7375%，上行 0.25bp；10 年国开 220210 收报 2.9895%，下
跌 0.05bp。

一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一级市场供需两旺，追低情绪延续。
AA+地方国企宁波海曙广聚发行 270 天、5 亿规模超短融，全
场收量达 6.34 倍，最终发在区间下限 2.0%，低估值 13bps。
华能澜沧江水电发行的 20 亿元、3+N 年永续中票受到基金、
保险资管的踊跃认购，全场近 4 倍，最终票面利率 2.84%，基
本持平估值。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20 亿元 7 天逆回购，当日有 20 亿到期，净投放
为 0。资金面早盘保持平稳，但午盘有所收紧。截至当日收盘，
DR001 报 1.01%，持平前一交易日。 DR007 报 1.29%，下行 1bp。
R001 报 1.10%，持平前一交易日。 R007 报 1.45%，上行 1bp。
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整体清淡，全天累计公告 364 亿，其
中大行及股份行公告 45 亿。3M 及 1Y 期限分别在 1.35%及 1.92%
有少量募集。二级市场方面，1Y 早盘成交在 1.91%-1.92%，午
盘上行至 1.95%-1.96%。
二级信用债方面：周一信用债收益率有小幅下行。短融方面，
交运业成交较多，AA+评级的交投比以往更为活跃，收益率多
数下行 2bp 以内。
如剩余期限 232 天、
AAA 评级的 22 首钢 SCP004
成交在 1.94%，较上周五下行 2bp。中票方面，21 年及之前年
份发行的老券成交较多，信用下沉特点突出，低评级债券成交
占比 1/3 左右，大部分围绕估值成交。具体来看，剩余期限
2.97y、AAA 评级的 22 江铜 MTN001 成交在 2.70%，持平上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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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行 3bps 定于 1.37%，3M Shibor 下行 3.2bps 定于 1.667%。
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券商和外资银行，Receiver 主要是
股份制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465%。国债期货高开后震
荡下行，5Y Repo 午盘前在 2.4675%附近来回成交。下午市场，
国债期货收盘前跳水，5Y Repo 上行最高触及 2.4875%，随后
在 2.4825%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1.94%，之后随长端上行，在 1.9475%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8475%-2.875%，1Y Shibor 成交在
2.085%-2.097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人民币资金面变动不大，维持宽松格
局。一个月内价格下行，日均曲线较平。周五晚间美国非农就
业超预期，加息预期上升，美债利率上行，今日掉期对该消息
进行定价，价格低开。白天价格主要跟随美债短端利率波动。
预计在周三晚间美国 CPI 数据出炉前会维持震荡。最终, 3 个
月收于-251，1 年收于-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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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新发。苏州
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发行 10NCNP5 无评级固息离
岸人民币债券，初始定价在 3.75%。
二级市场方面：中资美元债市场今日波动较为随机。市场并无
统一主题。一方面海通国际预期亏损的情况下，仍在被做市商
持续做空，日内做市商之间的双向交投较为活跃。此外，传闻
REDD 报道长城在滞后的年报中会有大额亏损，信达前端有买
盘，长城 3 年债券有卖盘，但是交易相对清淡。中短端国企和
金融标的买卖双边价差较大。


市场观点

债市遭遇久违的全曲线级别小幅度调整，一方面市场担忧本月
MLF 缩量带来的流动性扰动，因此降低杠杆，逐渐止盈；此外
海外对经济预期的风向变化过快，从衰退回到了货币政策收紧
的路径上来，结合周末进出口数据的强劲表现，对国内债市产
生一定扰动。在事件驱动领域，周五河南、北京等地出台了房
地产救助政策，市场也隐约传来纾困地产公司的声音，地产的
修复进度继续加快。从本月社融预期来看，市场对于总量的预
期并不高，如若本周出炉的社融数据超预期，或将进一步助推
止盈盘的出现。因此短期内，债市仍处于高位盘整阶段，资金
的谨慎程度以及数据的预期差将决定下一步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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