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1、中国 11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48，预期 49，前值 49.2。中

国 11 月非制造业 PMI 为 46.7，预期 48，前值 48.7。中国 11

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47.1%，比上月下降 1.9 个百分点。

2、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表示，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

农”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资金支持受疫情

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

准备金率高于 5%的农商行，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

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 0.25 个百分点。可以判断，中央银

行的政策支持是普惠金融可持续的基础保障。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478.21 亿元，总偿还量 385.04 亿元，净融

资额 93.17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246.7 亿元，净融

资额 20.46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95.65 亿元，净融资额

63.15 亿元；AA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135.86 亿元，净融资额

9.56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市场整体招标情绪依然不高，多高估

值发行。短端市场化供给较少，短融/超短融方面，AA+地方国

企丹阳投资集团发行 5亿元 270 天超短融，最终结果 3.90%，

高估值 30bps 左右。中票方面，AA+地方国企福建漳龙集团发

行 5亿元 2+N 年期永续中票，最终票面 5%，高估值近 40bps。

二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交投保持清淡，收益率曲线走陡并上

行。短融方面，AA+及以下评级成交量较往日有所增加，民企

成交寥寥，收益率仅上行 1bp 左右，如剩余期限 174 天、AAA

评级的 22苏交通 SCP027 成交在 2.51%，较昨日上行 1bp。中

票方面，今日低资质债成交较少，城投减量，电力、交运和地

产行业成交相对较多，收益率上行 5bps 左右，如剩余期限

2.41Y、AAA 评级的 22 浙交投 MTN002 成交在 2.95%，高于昨收

6bps。

二、 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长期限招标结果一般，10 年期国债

和 10年期农发债综合收益均持平二级成交利率，182 天、365

天农发债综合收益较二级成交利率低了 14.8bps、7.3bps。

地方债方面，7年期宁夏债较基准加点 15bps，需求旺盛，其

余 5，10，15，20，30 年期分别加点 10-20bps 不等，需求一

般。

二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震荡加剧，收益率曲线走陡，短端收

益率下行，长端有所上行。上午 11月的 PMI 数据公布，11月

制造业 PMI 为 48.0%，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制造业生产

经营景气水平较上月有所下降，连续两个月低于临界点。但目

前债市对利多因素钝化。广州市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番

禺区、从化区等多个区陆续发布通告，优化完善疫情防控措施，

解除临时管控区域的管控措施。市场的风险偏好再度提升，中

长端收益率上行。截至日终，10 年国债 220019 收报 2.9175%，

上行 2.25bps；10 年国开 220215 收报 3.045%，上行 3.75bps。

5 年期限有 3bps 左右的上行，5Y内各期限则上行 3bps 以内。

三、境内资金市场

央行开展 1700 亿 7 天逆回购，当日 20 亿到期，净投放 1680

亿。资金面早盘紧张，市场融入需求旺盛。午盘融出增多，紧

张程度有所好转。截至当日收盘，DR001 报 1.57%，上行 54bps。

DR007 报 2.02%，上行 14bps。

同业存单方面，今日资金面趋紧且到期日影响严重，一级市场

极其清淡。6M试探性报价至 2.35%但并无募集量。二级收益率

回落，1Y 成交在 2.4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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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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震荡上行。FR007 上行 10bps

定于 2.2%，3M Shibor 上行 0.7bp 定于 2.193%。Repo 方面，

Payer 主要是券商和中资大行，Receiver 主要是券商和外资银

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80%。国债期货开盘后震荡上行，

5Y Repo 下行最低触及 2.78%。国债期货收盘前快速跳水，5Y

Repo 一路上行至 2.83%，随后在 2.835%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

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25%，之后随长端上行，在 2.2675%

附 近 来 回 成 交 。 Shibor 方 面 ， 5Y Shibor 成 交 在

3.1875%-3.18%，1Y Shibor 成交在 2.42%-2.43%。

2、外汇掉期

银行间掉期市场震荡上行。日间市场比较沉寂，价格在昨日收

盘基础上维持弱势震荡。临近尾盘出现较为急促的买盘，价格

快速走高。推测为交易员押注疫情防控政策继续调整。一年掉

期收于-2080，六个月收于-1090，3 个月收于-530。需关注疫

情防控政策的变化以及美联储主席对于美国经济的表态。

五、中资离岸债券

一级市场方面：中资离岸债券一级市场无公募新发。

二级市场方面：早盘亚洲信用市场整体维持强势态势，上午投

资级标的收窄约 5-15bps。下午随着广州放开疫情管控措施的

消息发布，科技板块中 high beta 标的领涨市场。其中联想、

小米、瑞声等标的上涨约 2pt。其他 high beta 标的收窄约

10-20bps。亚太其他地区投资级债券收窄 10-20bps 不等。地

产标的上涨约 2-4pt。投资者方面，国际投资者、本地基金均

有加仓，做市商也展现出加仓/空头回补倾向。

 市场观点

受国内疫情频发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有所

回落，PMI 回落超过 1 个百分点，这是 2020 年 2 月后第四次

单月下行超 1个百分点。但是债市对此反应不大，反而对各类

疫情传闻更为敏感。当前短券表现相对稳定，流动性也未见收

敛，整体博弈环境相对复杂。因此交易层面需要紧跟债市热点，

保持对消息面的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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