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要闻

一、国内外重要新闻

商务部、央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外经贸企业扩大人民

币跨境使用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要求便利各类跨

境贸易投资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推动银行提供更加便捷、高

效的结算服务；鼓励银行开展境外人民币贷款，积极创新产品

服务，更好满足企业跨境人民币投融资需求；因企施策，增强

优质企业、首办户、中小微企业等主体获得感，支持供应链核

心企业等发挥带动作用；依托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

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各类开放平台，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结合

企业需求提供交易撮合、财务规划、风险管理等业务支持，强

化保险保障，完善跨境人民币综合金融服务；发挥相关资金、

基金等引导作用；开展多样化宣传培训，促进银企对接，扩大

政策受益面。

二、融资信息追踪

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852.09 亿元，总偿还量 300.12 亿元，净融

资额 551.97 亿元。其中，AAA 评级总发行量 512.85 亿元，净

融资额 298.55 亿元；AA+评级总发行量 230.46 亿元，净融资

额 182.26 亿元；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108.78 亿元，净融

资额 71.16 亿元。

 市场回顾

一、境内信用债市场

一级信用债方面：信用债供给维持高位，但由于收益率进一步

抬升，投资热度有所收敛。短融方面，23 乐山国资 CP001，AA+

城投，1 年期，5亿元，票面利率 3.9%，受到城农商行热捧。

私募债方面，23嵊州城投 PPN001，AA 地方国企，3 年，10亿

元，票面利率 4.8%，高于其剩余期限 2.42+2 年的债券估值

5bps。中长期债券方面，2023 年首期铁道债发行，期限为 5

年和 20 年，规模合计 200 亿元。5 年期票面 3.18%，高估值

6bps，全场 2.07 倍。20 年期票面 3.49%，高估值 2bps，全场

2.86 倍。

二级信用债方面：今日信用债收益率表现疲弱，成交缩量，收

益率上行。短融方面，受制于今日多数交易时段趋紧的资金状

况，短端卖压承重，收益率走升达 5bps 左右。如剩余期限 155

天、AAA 评级的 22申万宏源 CP005 成交在 2.49%，较上一交易

日上行 4bps。中票方面，今天成交的普遍是国企主体发行的

债券，1-3Y 期限是成交主力，收益率上行 5bps 左右，如剩余

期限 2.83Y、AAA 评级的 22 汇金 MTN004 成交在 3.08%，上行

6bps。

二、境内利率债市场

一级利率债方面：今日利率债招标情况尚可，3年、7年期附

息国债综收分别低于二级 1.66bps 和 2.15bps，农发债方面，

1年农发债综收低于二级 1.63bps 左右，10年期综收则基本持

平二级。

二级利率债方面：利率债收益率先上后下，最终普遍下行。今

天央行开展了 7 天和 14 天逆回购，资金面由紧转松，并且 A

股由涨转跌，债市交投情绪随之缓和，市场上买盘开始涌现，

收益率转向下行。截至日终，10 年国债 220025 收报 2.87%，

下行 1.5bps；10 年国开 220220 收报 2.988%，下行 2.2bps，

其他期限下行 5bps 以内。

三、境内资金市场

今日央行开展 650 亿 7 天逆回购以及 220 亿 14 天逆回购。当

日 160 亿到期，净投放 710 亿元。早盘初始供给不足，资金面

偏紧，市场利率上行较快。但随后各机构融出增多，紧张程度

缓解。截至当日收盘，DR001 报 1.43%，上行 30bps。DR007

报 2.02%，上行 9bps。同业存单方面，一级市场较活跃，累计

公告 1790 亿元。3M 期限需求较好，大行在 2.4%位置有大量募

集。6M在 2.55%亦有一定需求。1Y 受到期日影响在 2.58%仅有

少量募集。二级市场方面，1Y 期限成交清淡，收益率继续上

行，午盘有成交在 2.58%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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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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bps

定于 2.3%，3M Shibor 上行 0.9bp 定于 2.347%。Repo 方面，

Payer 主要是股份制银行，Receiver 主要是外资银行。5Y Repo

开盘成交在 2.825%。早盘资金偏紧，国债期货低开下行，5Y

Repo 午盘前上行最高触及 2.8475%。下午市场，资金转松，国

债期货震荡上行，5Y Repo 下行至 2.82%位置。随后在 2.8125%

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与此同时，1Y Repo 开盘在 2.2525%，

之后随长端下行，在 2.235%附近来回成交。Shibor 方面，5Y

Shibor 成 交 在 3.205%-3.1925% ， 1Y Shibor 成 交 在

2.5225%-2.505%。

2、外汇掉期

银行间市场大幅上行。中国央行暂时未过多进行流动性投放，

人民币资金利率走高，推动短端曲线抬升。三个月走升 40pips

至-415 左右。预计中国央行进行春节流动性投放后，紧张情

绪会得以缓解。长端受短端价格走势影响，并有部分机构执行

止损交易，一年掉期再此上冲约 100pips 至-1620，三天累计

上涨约 300pips，尾盘回落收于-1660。明日继续关注人民币

资金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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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笔新发。益阳

市赫山区发展集团以长沙银行备证形式发行 3 年期离岸人民

币无评级固息债券，最终定价为 4.8%。中国工商银行（A1/-/-）

发行 4笔债券，包括 2年期离岸人民币固息债券，最终定价为

3%；3年期美元浮息债券，最终定价为Compounded SOFR+93bps；

3 年期美元固息债券，最终定价为 T+61bps；3 年期澳币浮息

债券，最终定价为 3m BBSW+103bps。

二级市场方面：隔夜鲍威尔讲话偏鹰派，美元利率小幅上行。

亚洲时段呈现明显的逢低买入情绪，此前新发的香港地区债券

开盘收窄 5-7bps。昨日新发债券整体表现分化。SK 基本上围

绕新发水平震荡。获利了结者较多。KSA 新发债券收到下午利

率水平下移的影响涨幅为 0.3-0.5pt。市场交投情绪十分热

烈，配置需求较为旺盛。

 市场观点

临近过年，债市或将进入窄幅震荡区间。首先是 12 月社融数

据的表现与经济表现有预期差。12 月随着疫情峰值出现，经

济的弱势是在预期内的，但企业中长期贷款所代表的基建与制

造业融资需求表现较好，这给了利率上行以一部分动能。此外

年初权益市场可能较为活跃，推动风险偏好走高，股债跷跷板

效应会更为显著。然而资金面的情况仍旧主导市场的运行，当

前流动性高于合理充裕水平，长端在短暂上行后仍有机会出现

一波下行的节奏，曲线也会随之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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