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强调，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全面加强资源节

约工作。

2、澳大利亚联储公布利率决议，将基准利率上调 50 个基点至

2.35%，符合预期，为连续第 4次加息 50 个基点。澳大利亚联

储发布声明称，未来几个月内将继续加息，加息没有预设路径，

加息时间和幅度将视未来数据而定；致力于使通胀率重返

2%-3%目标区间，中期通胀预期依旧良好锚定；承诺采取一切

必要手段使得通胀率重返目标，预计通胀率到 2024 年将在 3%

左右。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2688.87 亿元，总偿还量 2786.11 亿元，净

融资额-97.24 亿元。其中，AAA 评级发行人总发行量 1795.50

亿元，净融资额-19.76 亿元；AA+评级发行人总发行量 325.97

亿元，净融资额-113.44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发行人总发行量

567.40 亿元，净融资额 35.97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一级信用债供给依然较少，好资质中票

的认购情绪踊跃。AAA 地方国企 22烟台蓝天 MTN002 发行 3年

期中票，最终票面 2.84%，略高于估值，全场超 4 倍认购。AAA

地方国企 22 鄂交投 MTN004 发行 3+3 年期中票，最终票面为

2.7%，低于发行人预期 10bps，全场同样超 4倍需求较好，银

行、基金参与认购。永续中票认购情绪则较为一般，AA+地方

国企 22 浙建投 MTN001 发行 3+N 年期中票，截标前最后一小时

缩减了发行规模，最终发在区间上限 5%。

二级信用债方面：短融中绿债成交量增加，交运最为活跃，随

着中票的信用下沉更加明显，短融的低评级债券成交量提升，

今日资金面保持平稳充裕，收益率下行 1bp 左右，如剩余期限

234 天、AAA 评级的 22 深业 SCP004 成交在 2.00%，低于昨收

2bp；中票方面，保持信用下沉特点的同时，3-10Y 长端信用

债的成交有增，总体上收益率下行幅度和短融相近，下行 1bp

左右，如剩余期限 2.70y、AAA 评级的 22 苏交通 MTN002 成交

在 2.53%，低于估值 1bp。

二、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政金债仍维持较好的认购情绪。1年、

3年、5年期国开债综收较二级利率下行 12.69bps、6.00bps、

5.18bps，2 年期农发债综收较二级利率下行 6.03bps。从招标

结果来看，1年、3年、5年期国开债较上周下行5.6bps、7.0bps、

4.3bps，2 年、7年期农发债较上周下行 8.0bps、1.1bps。

地方债方面，今日仅湖北发行 7只共计 22.2069 亿元地方债，

发行结果较国债均值加点 10bps。

二级利率债方面：周二利率债全线上涨。今天的资金面保持平

稳充裕，利率债交投情绪积极，开盘后收益率多有下行。另有

股市大幅反弹，令活跃券利率的下行幅度盘中有所收窄，但是

该扰动未影响到整体下行行情。截至收盘，10 年国债 220010

收报 2.62%，下行 0.5bp；10 年国开 220210 收报 2.844%，下

行 0.85bp；其他期限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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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盘初始较为宽松，但随后开始收紧，匿名利率大幅上

行。午盘时段转均衡。截至当日收盘，DR001 报 1.07%，上行

4bps。DR007 报 1.40%，上行 5bps。R001 报 1.16%，上行 4bps。

R007 报 1.54%，下行 1bp。同业存单方面，1Y期限二级主要成

交在 1.94%附近。一级市场需求极好，全天累计公告 1597 亿

元，其中大行及股份行公告 968 亿元。9M 募在 1.86%位置，1Y

期限起量迅速，在 1.94%有大量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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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交投活跃度有所提升，收益率震荡下行。FR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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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 方面，Payer 主要是券商和外资银行，Receiver 主要是

券商和股份制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3925%。国债期货

高开后震荡上行，5Y Repo 午盘前主要在 2.39%位置来回成交。

下午市场，国债期货跳水后拉升，5Y Repo上行最高触及2.40%，

随后下行至 2.39%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1.8825%，之后随长端下行，在 1.88%附近来回成交。

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7925%-2.80%，1Y Shibor

成交在 2.0175%-2.01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人民币资金面日内稳定成交，DR001

成交在 1.05%附近，tn 价格小幅走低，on 价格向利率平价贴

近。目前一个月以内价格有下行空间，预计和 tn 价格的关联

度会较高。长端价格在市场消化央行调降外汇存款准备金的消

息后逐渐回归利率平价水平，预计将继续主要随美债收益率波

动。需要关注美国经济数据对美债收益率的影响。最终, 3 个

月收于-240，1 年收于-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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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笔新发。天津

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Baa2/-/-）以上海银行备证形式发行

3 年期固息美元债，最终定价在 5.30%。贛州城投集团

（-/-/BBB-）发行 3年期固息美元债，最终定价在 6.00%。另

外，华泰证券（Baa1/-/-）发行 3 年期固息人民币债，最终定

价在 2.85%。

二级市场方面：今日中资信用债市场仍然以买盘为主。国企标

的整体收窄 5-10bps，高波动名字引领涨幅。AMC 板块也表现

良好。科技板块收窄 3-5bps。

 市场观点

从经济基本面看，目前还没有转好的确定信号。特别是若将韩

国作为领先指标，目前对欧美的出口需求可能已经见顶，加上

周末关于海运指数的讨论，显示对外出口开始回落。因此后续

经济或仍处于低位。从资金面看，银行间资金利率仍保持低位

波动，央行仍旧呵护宽裕的资金面，短期不会有收水的可能。

回调做多将仍是较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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