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对政策支持、

商业化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所得税优惠：对缴费者按每

年 12000 元的限额予以税前扣除，投资收益暂不征税，领取收

入实际税负由 7.5%降为 3%。

2、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外贸发展环境日趋复杂，世界

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速回落，我国外贸当然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

性，而且不确定性在增加，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压力在加大，

有必要出台新一轮稳外贸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1142.05 亿元，总偿还量 907.29 亿元，净

融资额 234.76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659 亿元，净

融资额 62.87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35.87 亿元，净融资额

-21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347.18 亿元，净融资额

192.89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整体招标情绪一般。短融超短融方面，22

济南轨交 SCP004，AAA 地方国企，期限 190 天，发行规模 15

亿，全场 1.74 倍，最终结果 2.19%，高估值 10bps。中票方面，

22 义乌国资 MTN004，AA+地方国企，期限 5 年，发行规模 5

亿元，全场 2.62 倍，票面利率 3.35%，持平估值。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大幅调整。短融方面，受到跨季资金

趋紧的影响，3M 以内超短端信用债卖压承重，成交量明显多

于其他期限。剩余期限一个月以内的短融收益率甚至普遍高于

估值 20-30bps 成交，剩余期限三个月左右的短融收益率上行

10bps 左右，6M-1Y 的短融则上行 5bps 左右。中票的行情较短

融更加平稳，但是也有 3bps 左右的调整，如剩余期限 2.64Y、

AAA 评级的 22 中电投 MTN013 成交在 2.58%，较昨收上行了

3bps。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政金债短期限招标情绪好于长期限，1 年期

国开、口行以及 2年期农发综合收益较二级成交利率分别低了

14.13bps、26.21bps 和 4.91bps，其余期限基本持平。除了 1

年期口行债发行价格较上周下行 8.9bps 外，其余均有不同程

度上行。

地方债方面，30 年期、20 年期、15 年期、10 年期辽宁债分别

较基准加点 15bps、20bps、20bps、25bps，其中仅 30年期需

求火爆。

二级利率债方面：继周一债市大跌之后，周二利率债收益率短

端有所上行，其他期限震荡下行。今日央行开展了 1730 亿元

逆回购操作，开盘高企的跨季资金成本此后有小幅下行，国债

期货低开高走，交投情绪逐渐转暖，中长端收益率转向下行。

截至收盘，10 年国债 220017 收报 2.6875%，下行 1.1bps；10

年国开 220215 收报 2.8435%，下行 0.45bp，其他期限下行 1bp

以内。

三、境内资金市场

央行继续增量投放逆回购，开展了620亿 7天逆回购以及1130

亿 14 天逆回购。当日有 20亿到期，净投放 1730 亿。隔夜期

限宽松，利率小幅下行。跨季资金供不应求，14 天维持价量

齐增态势。截至当日收盘，R001 报 1.47%，下行 2bps。R007

报 1.85%，上行 6bps。R014 报 2.92%，上行 47bps。

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累计公告 1245 亿，其中大行及股份

行公告 843 亿。6M、9M期限分别募在 1.94%及 1.99%位置。1Y

期限报在 1.97%，但几乎无募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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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AA(%)
涨跌
(bp)

1月 2.00 10.8 2.06 10.8 2.11 10.8

3月 1.82 13.2 1.88 13.2 1.98 13.2

6月 1.94 2.8 2.00 2.8 2.12 4.8

9月 1.97 0.5 2.03 0.5 2.15 0.5

1年 2.01 2.0 2.07 2.0 2.23 2.0

同业存单收益率曲线[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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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行 34bps

定于 1.45%，3M Shibor 上行 1.3bps 定于 1.634%。Repo 方面，

Payer 主要是券商和外资银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225%。国债期货低开后全天震荡上行，5Y Repo

午盘前在 2.52%位置来回成交。下午市场，国债期货继续拉升，

5Y Repo 下行最低触及 2.5075%，随后在 2.5125%位置来回震

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02%，之后随长端下

行，在 1.99%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未有成

交，1Y Shibor 成交在 2.12%。

2、外汇掉期

掉期市场震荡。人民币资金面主要时段维持平衡，tn 价格相

对利率平价的加点相对前期有所下降。跨月价格走升，但总体

波动并较大。预计近期会受到人民币资金面影响，会维持高波

动的特点。长端价格日内震荡，美债收益率日内走低，目前一

年掉期价格小幅偏低，预计可能会走升，将主要跟随美债利率

波动。最终, 3 个月收于-277.5，1 年收于-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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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募新发。

二级市场方面：隔夜利率市场再次经历较大波动。信用风险整

体走弱。今日早盘开盘信用市场走阔 5-10bps, 科技等高波动

标的领跌。国企标的也有一定程度的疲软。金融 T2 名字一度

走阔 10-15bps 有所回调。虽然下午有一定程度的收窄，但是

市场整体情绪较为疲软。

 市场观点

近期债市利率出现了一段上行，回到了降息的点位附近，主要

原因一是随着跨季临近，资金面有所收敛，其次汇率大幅贬值

持续带来压力。近期票据利率可能暗示 9月社融出现好转，一

定程度上在前几天的调整中消化了，而今日公布的前 8个月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显示制造业仍处于低位修复，因此债

市走出金针探底的走势。综合来看，国庆假期临近，持券过节

意愿较弱，因此债市可能走出偏弱震荡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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