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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要闻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银保监会表示，截至 6 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民营企业贷
款余额 5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有贷款余额民营企业
户数 8347 万户，同比增长 11.4%。
2、欧盟经济委员真蒂洛尼表示，希腊已履行对欧元集团的大
部分政策承诺，并实现有效的改革实施，欧盟将结束对希腊经
济审查。

一级利率债方面：除 3 个月口行贴现债外，其余政金债一级招
标综收均在二级成交水平附近。政金债认购规模较上周有所降
低，短端招标收益率上行明显，长端相对稳定，例如 3 年期口
行债收益率较上周上行 14.9bps，20 年期国开债收益率则小幅
上行 2.4bps。地方债方面，今日发行 10 年期黑龙江债，较国
债加点 24bps，超出指导价格下限。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975.62 亿元，总偿还量 383.13 亿元，净融
资额 592.5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660 亿元，净融资
额 477.9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76.3 亿元，净融资额 89.95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139.32 亿元，净融资额 24.65
亿元。



市场回顾

一、 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认购较为踊跃。短融方面，22 华能
水电 SCP009，91 天，票面利率 1.68%，边际 1.55 倍，低于估
值 4bps。中票方面，22 东南资产 MTN002，AA+区级城投，3
年期，票面利率 2.89%，全场认购超 3 倍。

二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收益率结束反弹，总体上小幅下行。
昨夜央行发布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淡化了稳增长，称需
要警惕结构性通胀，以及强调不超发货币，不搞大水漫灌，今
日开盘后现券中短端仍显谨慎，长端小幅下行。但是由于资金
面始终保持充裕，中短端的利率债收益率最终以下行为主。截
至收盘，1Y 短端围绕昨收上下波动，中端下行 1.5bps 以内。
10 年国债 220010 收报 2.7275%，
下行 0.65bp；
10 年国开 220210
收报 2.976%，下行 0.6bp。

三、境内资金市场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收益率曲线走陡，超短端变动较小，
中长端小幅上行。短融方面，成交量小幅增长，国企成交较多，
交运业是今天最活跃的行业，收益率保持稳定。如剩余期限
138 天、AAA 评级的 22 国家管网 SCP003 成交在 1.70%，上行
2bps；214 天、AAA 评级的 22 人才安居 SCP004 成交在 2.06%，
下行 3bps。中票方面，电力是当天的最活跃行业，民企成交
寥寥，当天成交收益率普遍高于估值 1-3bps。如剩余期限
4.52y、AAA 评级的 22 中化股 MTN001B 成交在 3.13%，高于估
值 1.67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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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面均衡偏松，成交利率回落。截至当日收盘，DR001
报 1.03%，下行 4bps。DR007 报 1.33%，下行 4bps。R001 报
1.12%，下行 4bps。R007 报 1.46%，下行 2bps。同业存单方面，
一级市场全天公告 695 亿。初始需求较弱，1Y 提价至 2.02%
后起量，最终大行及股份行在该位置募集约 242 亿元。其余期
限则募集寥寥。二级收益率继续上行，1Y 期限成交在 2.02%
左右。

弦大概可以略微松弛一些。总体来看，大环境并未改变，一切
都在缓缓行进中。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交投活跃，收益率震荡下行。FR007 定于 1.40%，
3M Shibor 下行 0.8bp 定于 1.629%。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
股份制银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2%。国债期货低开后窄幅震荡，午盘前 5Y Repo 上行最高
触及 2.5275%。下午市场，国债期货拉升，5Y Repo 下行至
2.51%，随后在 2.5075%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01%，之后随长端下行，在 2.0025%附近来回成
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9225%-2.9475%，1Y
Shibor 成交在 2.1525%-2.172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上行。昨日晚间美国 CPI 数据下降，加息预
期大幅回落，而后在美联储鸽派官员发表鹰派讲话后加息预期
大幅回升，总体美债利率小幅下行，掉期价格震幅不大，先跌
后涨，日内主要跟随美债利率波动。待临近的美联储会议加息
幅度确定后市场会寻找新的均衡位置。最终, 3 个月收于-242，
1 年收于-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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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笔新发。其中，
滨城经开以浦发银行备证形式发行 3 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
最终定价在 4.8%。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以徽商银行备证
形式发行 3 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最终价格在 5.5%。山东
海运发行 3 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最终定价在 5.0%。

二级市场方面：美国 CPI 数据低于预期，引发市场对加息进程
有所降温。短端利率下行，利率曲线小幅陡峭。信用市场今日
表现相对强势，国企标的开盘收窄 5bps，银行 T2 有获利了结，
科技板块小幅收窄。


市场观点

今日行情进入等待时间，社融没有在 10、11 号公布是否意味
着债市超预期的利好？还需要等待数据落地。从基本面来看，
全球通胀领头羊美国虽然在 CPI 上率先见顶，但依旧处于高
位，对于受加息困扰的中小经济体来说战役的第二部分才刚刚
打响。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中对通胀的谨慎超越了以往，
而长端的下行依旧受到较大限制。相比之下，短端的逻辑就略
为简单，只要流动性宽松态势不变，资金利率维持低位，总有
机构需要配置，因此短端的扰动可能周期性存在，但大幅度回
调还需要资金面彻底回转。此外，货币政策报告中很重要的一
点在于央行对宽信用预期的改变。央行对于基建投资高位缓
落、房地产冲高趋降的特征，认为这种信贷结构是经济结构的
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此市场对信用扩张的那根紧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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