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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召开人民银行定点帮扶乡村振兴工作座谈
会指出，继续坚守帮扶承诺，做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这篇大文
章。要围绕宜居宜业推进乡村建设，把金融定点帮扶建设成破
解“三农”问题的民生工程；围绕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发展，把
金融定点帮扶建设成培育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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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3 年和 5 年期国开债综收分别低于二级 6.1bps、3.6bps
和 3.5bps，招标结束后 1 年期二级成交利率上行 4.5bps。2
年和 7 年期农发债招标结果环比变化 8.2bps 和-2.9bps。
地方债方面，甘肃和青岛发行 112 亿元地方债，结果较基准加
点 10bps-15bps。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1000.65 亿元，总偿还量 578.08 亿元，净
融资额 422.56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795 亿元，净
融资额 397.01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21.7 亿元，净融资额
89.45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83.95 亿元，
净融资额-6.7
亿元。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二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收益率反弹，中短端快速上行，曲线
趋平。尽管资金成本保持低位波动，但是市场传言可能限制大
行隔夜融出,今日融出量大幅减少。由于前期中短端下行速度
过快，如今反弹势能同样很大，卖压承重，1-5Y 端利率债收
益率日内逐级走高，长端收益率涨跌互见。截至收盘，1Y 短
端上行 3-5bps，中端上行 1-3.5bps。10 年国债 220010 收报
2.7375%，持平昨收；10 年国开 220210 收报 2.9875%，下行
0.2bp。

一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一级认购情绪保持活跃。
22 建安投资 CP004，AA+亳州地方国企，全场 3.58 倍，票面利
率 2.32%，基本持平估值。
陕西交通发行 25 亿元双向互拨中票，5 年期 10 亿规模，农村
金融机构认购踊跃，全场收量达 4.8 倍，票面利率 3.20%；7
年期 15 亿规模，全场 2.4 倍，票面利率 3.56%。

三、境内资金市场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交投清淡。短融成交量尤其少，近期
债市调整，利率债短端收益率大幅上行，谨慎情绪蔓延，信用
债短端品种价平量减，收益率变动不大。如剩余期限 303 天、
AAA 评级的 22 电网 CP010 成交在 1.96%，持平昨收。中票方面，
交运、电力较其他行业更为活跃，城投债成交量明显多于非城
投公司，收益率上行 1-3bps。剩余期限 1.86y、AAA 评级的 21
光大控股 MTN001 成交在 2.42%，走升 2bps。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政金债需求减弱，招标情绪分化，短端调整
明显。

央行开展 20 亿元 7 天逆回购，当日有 20 亿到期，净投放为 0。
资金面整体均衡，利率略有上行。午盘有所收紧，但尾盘隔夜
报价回落至 0.9%上方。尽管资金面稳定的预期有所扰动，市
场成交金额仍维持在 7 万亿以上。截至当日收盘，DR001 报
1.02%，上行 1bp。DR007 报 1.33%，上行 4bps。R001 报 1.11%，
上行 1bp。R007 报 1.45%，上行 1bp。同业存单受影响较为明
显，二级收益率快速上行。1Y 期限午盘最高成交 2.02%位置，
但尾盘回落至 1.97%-1.98%。一级市场清淡，3M 募在 1.35%，
1Y 在 1.85%无募集量。最终一级市场累计公告 434 亿元，其中
大行及股份制公告 140 亿。
同业存单收益率曲线[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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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整体交投活跃，收益率震荡上行。FR007 上行
0.37bp 定于 1.3737%，3M Shibor 下行 2bps 定于 1.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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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国债期货高开后震荡下行，
市场上多头止盈情绪较强，午盘前 5Y Repo 上行至 2.50%位置
来回成交。下午市场，国债期货跳水后小幅拉升，5Y Repo 上
行最高触及 2.52%，随后在 2.505%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
同时，1Y Repo 开盘在 1.9475%，之后随长端上行，在 1.9775%
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88%-2.92%，
1Y Shibor 成交在 2.1025%-2.14%。
2、外汇掉期
掉期市场震荡上行。人民币资金面变动不大，维持宽松格局。
tn 价格今日稍有抬升，总体距离利率平价较近。短端价格遇
到部分积极买盘，长端价格收复近日跌幅。美债利率总体震荡，
小幅走强，预计在美国通胀数据出炉前会保持震荡走势。掉期
长端价格预计围绕当前水平波动。最终, 3 个月收于-249，1
年收于-828。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中资离岸债券一级市场有一笔新发。邵东市城
市发展集团以长沙银行备证形式发行 3 年期无评级固息欧元
债券，最终定价为 3.2%。

二级市场方面：市场今日较为清淡。中短端头部标的有实钱买
盘，长端的标的仍然较为随机，海通国际债券进一步承压，有
快钱进场。


市场观点

市场对于资金面的谨慎在今天格外明显，中短端利率的快速上
行与波澜不惊的长端形成鲜明反差。前期趁着资金利率低位，
市场享受了丰厚的收益，且有较高的保护垫，很可能出现不到
最后一刻不松手的行为。因此今日中短端的调整是否预示着这
一波行情的尽头，亦或是大行情中继的表现？答案可能陆续就
要揭晓了。首先是 CPI、社融，然后是 MLF 的操作；这一系列
重磅的公布，将充分影响三季度剩余期间的走势。从期限利差
角度看，目前的利差处于历史高位，必然有回归的内在动力存
在，因此市场接下来会见到熊平或是牛平的走势，而究竟是哪
一种，可能离揭晓时间不远了。在这之前，维持震荡将是合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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