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据商务部，1-7 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服务进

出口总额 33922.1 亿元，同比增长 20.7%，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20.1%至 1077.3 亿元。7 月当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999

亿元，同比增长 15.7%。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635.32 亿元，总偿还量 141.49 亿元，净融

资额 493.83 亿元。其中，AAA 评级发行人总发行量 440.00 亿

元，净融资额 396.83 亿元；AA+评级发行人总发行量 67.00

亿元，净融资额 62.00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发行人总发行量

128.32 亿元，净融资额 35.83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月初信用债供给反弹，投资人情绪有所修复，

短融、超短融方面，AA+地方国企青岛胶州湾发行 7 亿元 270

天超短融，最终票面 2.30%，高估值 12bps。中票方面，华能

国际发行 3+N 年永续债，发行规模为 5 亿元，投资人认购踊跃，

最终票面 2.78%，低于发行人 2.89+N 年中票估值 1bp，永续利

差约 18bps，全场倍数 2.62 倍。中央汇金今日发行 130 亿元

政府支持机构债，期限为 7年期，票面 2.92%，全场 2.7 倍，

边际 7倍，较国开加点 11bps，市场需求较好，城农商行机构

认购踊跃。金融债方面，22农行永续债 02，期限为 5+N 年，

发行规模 300 亿，票面最终 3.17%，较国开加点 68bps。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天信用债成交量增加，收益率曲线走平。

短融方面，跨月后资金面未见宽松，收益率变化较小，如剩余

期限 126 天、AAA 评级的 21 华电 CP001 成交在 1.74%，基本持

平估值。中票方面，受到走势强劲的利率债影响，中票收益率

也以下行为主，下行幅度 1bp 左右。如剩余期限 2.96y、AAA

评级的 22 中电投 MTN025 成交在 2.60%，低于估值 1bp。

二、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口行债及国开债认购情绪依旧良好，除

7年期国开债以外，各品种各期限认购量较上一周均有提升，

其中 3 年期、5 年期、10 年期口行债、10 年期国开债中标收

益率较上周均下行 0.4bp 至 5.1bps。今日湖南、辽宁发行

276.42 亿元地方政府债，均按指导价发出，30 年期品种需求

较好，湖南债 30年加点 10bps，辽宁债 30 年加点 15bps。

二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收益率全线下行。跨月后资金面却并

不十分宽松，因此开盘后利率债交投仍显谨慎，收益率有小幅

上行。但是此后成都等地封控的消息带动买盘涌入，收益率不

断探底。截至收盘，10 年国债 220010 收报 2.6225%，下行

1.75bps；10 年国开 220210 收报 2.86%，下行 2bps；其他期

限也下行 2bps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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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月之后，7天期限需求大幅回落。但隔夜期限紧张，

早盘融出偏少，利率居高不下。午盘时段好转。截至当日收盘，

DR001 报 1.48%，上行 4bps。DR007 报 1.43%，下行 29bps。R001

报 1.56%，下行 7bps。R007 报 1.56%，下行 13bps。同业存单

方面，1Y 期限主要成交在 1.95%-1.96%。一级市场整体清淡，

全天累计公告 396 亿元。1Y 在 1.94%仅有少量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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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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收益率震荡下行。FR007 下行

20bps 定于 1.50%，3M Shibor 定于 1.60%，与前一交易日持平。

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券商和股份制银行，Receiver 主要

是券商和外资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42%。国债期货开

盘后窄幅震荡，午盘前 5Y Repo 主要在 2.4225%点位来回成交。

下午市场，国债期货快速拉升，5Y Repo 下行最低触及 2.40%，

随后在 2.4075%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

盘在 1.9075%，之后随长端下行，在 1.9025%附近来回成交。

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8175%-2.8125%，1Y Shibor

成交在 2.0475%-2.04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上行。人民币资金面主要时段维持前日偏紧

的格局，由于近期市场有集中的短端买盘，一周内期限上行较

多，tn 相对利率平价加点在长期看属于较高水平。美债利率

上行，但掉期长期价格主要受短端带动，低开高走。预计目前

短端价格相对利率平价加点不可持续，在回归正常水平后预计

短端价格会下行，长端会维持小幅波动。最终, 3 个月收于

-230，1 年收于-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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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

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发行 3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券，初始定

价为 7%。

二级市场方面：中资美元债市场开盘走弱，主要是受到隔夜风

险资产表现的影响。随着买盘出现，中长期债券受到欢迎。此

外市场上有部分国企名字呈现双边交易，不过主要集中在短

端。银行账户配置需求仍然较为旺盛。供求缺口仍在。下午科

技板块和 high beta 国企交投旺盛，约收窄 2-4bps。

 市场观点

债券交易主线仍然集中于经济改善的程度，其中最大的变量除

了房地产就是疫情。早盘财新 PMI 数据公布不及预期，这和官

方数据一脉相承。以至于午后关于成都 9.1 日起全体居家的消

息彻底带动做多情绪。此后又有深圳南山区实施管控等消息，

疫情扩散程度略高出预期。因此在多重利多债市因素持续加持

下，债市收益率易下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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