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

信。习近平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

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坚

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

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把握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

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促进全球经济

循环、助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出贡献。

2、李克强同越南总理范明政通电话。李克强指出，当前世界

经济复苏乏力，各种不确定性和复杂因素交织。受超预期因素

冲击，中国经济正顶住下行压力，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

运行在合理区间，总体呈恢复态势。中方乐见越南经济稳健增

长，这也有利于东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我们愿同越方发挥产

业互补优势，拓展经贸合作，确保边境口岸通关畅通，扩大进

口适销对路的越南优质农产品。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551.45 亿元，总偿还量 680.09 亿元，净融

资额-128.64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407.50 亿元，净

融资额44.98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81亿元，净融资额-12.85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62.95 亿元，净融资额-160.77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一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供给回升明显，短券

多为定价发行，中票获较多关注。AAA 国企朝阳国资发行 35

亿元 3年期中票，票面 2.7%，全场 3.23 倍，较估值高 15.5bps。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收益率曲线快速走平，短融收益率快

速上行，中票相对平稳。尽管今天央行增量续作了 120 亿 OMO，

但是在信用债活跃成交的时段内，资金面平衡趋紧，短融收益

率大幅走升，上行幅度达到 3bps 左右，如剩余期限 204 天、

AAA 评级的 22 中铝集 SCP012 成交在 2.01%，高于上一收盘价

3bps。中票方面，民企成交寥寥，信用下沉特点突出，电力、

交运、地产行业活跃度相近，均较为活跃。收益率保持平稳，

如剩余期限 2.59Y、AAA 评级的 22 华润 MTN004 成交在 2.52%，

高于估值 0.59bp。

二、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发行 3年、5年期农发债，招标情绪较

弱，认购量环比减少 60.65 亿元，发行结果均高于市场预期

2bps 左右。考虑返费后综收较二级下行 3.46bps、0.56bp；较

上期分别上行 7.11bps、5.95bps。

二级利率债方面：周一多数期限利率债收益率震荡下行。今日

多空博弈加剧，上午央行开展 120 亿元 7天和 14 天逆回购投

放，但是隔夜资金成本走高，未能有力带动多头情绪。此后发

改委表示要加大制造业引资力度，抓紧推动出台《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2022 年版)》，A股随之翻红，利率债受到压制，

收益率有所上行。午后股市重回下跌走势，资金面转松，多头

主导行情，长端利率债收益率下行。截至收盘，10 年国债

220010 收报 2.674%，上行 0.4bp；10 年国开 220210 收报

2.877%，下行0.8bp；1Y短端上行2bps以内，其他期限在0.5bp

的范围内上下波动。

三、境内资金市场

为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央行今日投放 20 亿 7 天逆回购以及

100 亿 14 天逆回购。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净投放 120 亿。资

金面早盘仍偏紧。但午盘时段供给明显增多，资金面转松，隔

夜匿名价格回落至 1.3%左右。截至当日收盘，DR001 报 1.40%，

上行 11bps。DR007 报 1.67%，上行 6bps。同业存单方面，二

级收益率继续上行，1Y 主要成交在 1.99%-2.0%区间。一级市

场初始清淡，下午 1Y 期限提价至 2.0%后起量较快。最终一级

市场全天公告 1335 亿，大行及股份行公告 87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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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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震荡下行。FR007 上行 7bps

定于 1.7%，3M Shibor 上行 0.2bp 定于 1.601%。Repo 方面，

Payer 主要是外资银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5Y Repo 开盘

成交在 2.47%。国债期货低开后窄幅震荡，5Y Repo 午盘前上

行最高触及 2.475%。下午市场，国债期货收盘前快速拉升，

5Y Repo 下行至 2.465%，随后在 2.4625%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

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1.96%，并未随长端下行，在 1.965%

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8625%，1Y

Shibor 成交在 2.08%-2.07%。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人民币资金面继续维持小幅收紧的走

势，DR001 日间成交在 1.4%附近，tn 相对利率平价的加点水

平继续维持高位。美债利率总体波动不大，掉期各个期限基本

来到利率平价的位置，预计后续将跟随美债收益率波动。目前

市场对美联储加息后的短期限定价偏高，预计近期一周价格波

动会加大。最终, 3 个月收于-275.5，1 年收于-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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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笔新发。广西

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发行 3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券，最

终定价在 7.5%。另外，济南历城控股集团发行 3 年期无评级

固息美元债券，最终价格在 6.3%。

二级市场方面：日本和伦敦假期，亚洲时段无美债交易。因此

中资信用债的交投相对安静。个别投资者寻找银行和租赁的浮

息债券。科技板块有小量双向交投，但是信用利差整体未有显

著变动。

 市场观点

8 月经济数据虽然强于市场预期，主要是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

资表现亮眼，而房地产仍是拖累项。但债市的主要博弈点就在

私人部门的信心恢复程度上。政策可以在公共部门形成大量实

质性需求，但在私人部门却相对乏力，因而消费和地产销售如

果长期维持低迷，那么便折射出居民对于未来经济强复苏的信

心较为有限，这会影响债市下一步的方向。此外十月是个非常

重要的时间节点，不仅有年底之前最后一个长假期，也有非常

关键的会议召开。观察九月至十月的经济高频数据，对于今年

底至明年年初的走势有较大的指导意义。短期来看，刨除资金

面的影响，债市将继续在 8月以来的区间内继续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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