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例会指出，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加大稳健货币

政策实施力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主动应对，攻坚克难，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着力稳就

业和稳物价，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

人民币汇率弹性，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

念，加强预期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

稳定。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推动“保交楼”专项借款加快落地使用并视需要适当加

大力度，引导商业银行提供配套融资支持，维护住房消费者合

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

康持续发展，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

2、央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决定阶段性调整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对于今年 6-8 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

均连续下降的城市，可自主决定在 2022 年底前阶段性维持、

下调或取消当地新发放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二套住房贷款

利率政策下限则按现行规定执行。据统计，国家统计局跟踪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的 70 个大中城市中，有 23 个城市符合规定条

件，包括 10 个二线城市，13 个三线城市。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931.69 亿元，总偿还量 494.41 亿元，净融

资额 437.28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549.1 亿元，净

融资额 367.91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168.55 亿元，净融资

额 65.2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214.04 亿元，净融资

额 4.18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临近假期，一级信用债市场呈现供需两弱态

势，短端市场化供给更是寥寥。短融超短融方面，22 闽漳龙

SCP006，AA+地方城投，期限 270 天，发行规模 8亿，最终结

果 2.39%，平估值发行。中票方面，22 镇江文旅 MTN002，AA+

地方城投，期限 3 年，发行规模 5 亿，最终结果 5%，低估值

20bps 发行。金融债方面，杭州银行发行 150 亿元 3年期金融

债和100亿元5+5年期二级资本债，分别定价在2.5%和3.15%，

较同期限国开曲线加点 11bps 和 53bps。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交投清淡，收益率曲线有所走平。

短融方面，前两日市场已有较大幅度调整，随着央行持续大量

投放 OMO 呵护跨季资金面，今天超短端的收益率有一定程度下

行，如剩余期限 76 天、AAA 评级的 22 中石化 SCP007 成交在

1.8%，低于昨收 2bps。中票方面，电力行业仍保持活跃度，

其他行业的成交普遍减量，收益率上行 1bp 左右，如剩余期限

2.93Y、AAA 评级的 22 中电投 MTN027 成交在 2.65%，高于估值

1.47bps。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政金债招标情绪清淡，3年、7 年、10 年、

20 年国开债综合收益与二级成交价格基本持平，其中 3年、7

年、10 年发行利率较上周发行利率上浮 10.6bps、13.0bps、

13.3bps，认购量显著下降。地方债方面，安徽发行 7 年期债

券，较基准加点 15bps，需求一般。

二级利率债方面：周四利率债继续下跌。昨夜英国宣布进行

YCC（收益率曲线控制），其 30Y 国债应声下行 100bps，海外

市场见好转。且开盘后央行继续大额开展跨季逆回购，资金面

维持平稳，因此今天的利率债收益率跳空下行开盘，交投情绪

积极。然而国债期货高开之后，在 101 元整数关口处遇明显阻

力，此后便转向下行。有路透消息称，财政部开会决定四季度

将发行 2.5 万亿国债；另有央行召开三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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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称推动“保交楼”专项借款加快落地使用并视需要适当加

大力度，接连的利空消息驱动市场连连下挫。截至收盘，10

年国债 220017 收报 2.725%，上行 1.25bps；10 年国开 220215

收报 2.8875%，上行 2.50bps，其他期限除了 1Y 短端外，普遍

上行 1.5-4bps。

三、境内资金市场

公开市场方面，央行开展 1050 亿 7 天逆回购及 770 亿 14 天逆

回购，当日有 20亿到期，净投放 1800 亿元。资金面边际上进

一步宽松。隔夜期限需求偏弱，全天减点成交。匿名融出尾盘

报在 0.7%左右，加权回落至 0.9%左右，为 2021 年 1 月初以来

最低。14 天期限需求亦走弱，市场利率进一步回落。截至当

日收盘，R001报1.05%，下行29bps。R007报2.30%，上行43bps。

R014 报 2.83%，下行 24bps。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受到期

日影响严重，仅 1M 期限为工作日到期。整体供需极度清淡，

全市场公告量仅为 45 亿。

四、境内衍生品市场

1、利率掉期

利率互换市场交投活跃，收益率震荡上行。FR007 上行

37.46bps 定于 2.06%，3M Shibor 上行 1.4bps 定于 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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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昨夜人行强调汇率稳定以及英央行无限

购债影响，早盘多头情绪活跃，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5225%。

国债期货开盘后全天震荡下行，5Y Repo 上行最高触及

2.5775%。国债期货收盘后，5Y Repo 小幅下行至 2.5675%，随

后在 2.565%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1.9975%，之后随长端上行，在 2.035%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交在 2.9375%-2.965%，1Y Shibor 成交在

2.13%-2.15%。

2、外汇掉期

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下行。人民币跨月资金面总体维持稳定，相

对非跨月小幅抬升。掉期跨月价格大幅下行 50点左右后反弹，

预计若人民币资金面出现扰动存在上行可能。美债收益率反

弹，长端掉期总体下行，目前处于均衡水平，预计将跟随美债

收益率波动。需要关注人民币资金面变动。最终, 3 个月收于

-305.5，1 年收于-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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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

市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以徽商银行备证形式发行 3 年期无

评级固息美元债券，最终定价在 6.0%。另外，南京浦口经济

开发以上海银行备证形式发行 3年期无评级固息美元债券，最

终价格在 5.6%。

二级市场方面：全球股债汇市场剧烈震动之际，隔夜美国风险

资产虽然表现较好，带动中资信用债市场早盘开窄 2-5bps,但

是乐观的情绪并未能维系，卖家较多，尤其是 TMT 等高波动标

的。CDS 价格整体上扬，体现 EM 市场的避险情绪趋浓。板块

方面，国企标的走阔 3-8bps,科技板块走阔 10bps 以上，资管

标的整体承压。

 市场观点

债市受到人民币贬值压力影响出现调整，叠加节前机构赎回压

力，利率债收益率呈现单边上行的走势，但拉长来看不应过分

强调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调整，债市在十月仍有买入价值。本轮

人民币贬值是由于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强势引发，而非国

内基本面的快速走弱，且向后看中美经济周期在加息顶峰之后

将会错位，而作为制造业强势区域的欧洲面临更深的危机，因

此正如央行所言人民币并不存在单边贬值的预期。因此我们可

以看到盘后出现央行指导银行对人民币外汇市场进行一定程

度的干预。后续我们仍将看到央行使用各类逆周期因子调解外

汇市场，而债市也将在这一过程中适应新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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