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超预期发展，债市继续下行 

摘要 

1. 资金面平稳偏松，本周逆回购净回笼 5800 亿，DR007 较 4 月 1 日下行 2BP。下周资金到

期回笼 2600 亿，需关注央行续作规模。同业存单方面，本周净融资规模为-1202.00 亿元，

平均发行利率为 2.47%（上周为 2.56%），未来三周到期量将有明显上升。 

2. 一级发行方面，本周利率债总发行量 2410.94 亿，主要为国债发行增加。二级市场方面，

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宽松预期博弈的影响下，本周债市收益率继续下行。 

3. 疫情影响下清明假期数据不佳，若疫情在 5 月前得到控制，五一小长假或将带动 Q2 消费

反弹。 

4. 国常会再放稳增长信号，加力纾困市场主体。4 月 6 日国常会我们认为主要传递出三个信

息：1）疫情超预期发展，经济下行压力再增；2）就业形势严峻，稳增长需要稳市场主体来

保就业；3）要发挥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5. 展望后市，我们认为在稳增长和宽信用的主线以及美联储加息的影响下，债市收益率下

行空间有限，将趋于震荡走弱。 

一、市场动态 

（一）资金面 

本周公开市场方面进行了 300 亿逆回购操作，共有 6100 亿逆回购到期，资金净回笼 5800

亿，利率维持 2.10%不变。4 月 6 日和 7 日分别净回笼 4400 亿和 1400 亿，虽然有大额的净

回笼，但资金面仍然平稳偏松，截至 4 月 8 日 DR007 加权平均利率收于 1.94%，较 4 月 1

日的 1.96%下行约 2BP。展望下周，将有 400 亿逆回购到期以及 1500 亿 MLF 回笼，关注央

行续作规模，此外还有 700 亿国库现金定存到期，总共净回笼 2600 亿。 

同业存单方面，本周，同业存单净融资规模为-1202.00 亿元，发行总额达 2029.90 亿元，

平均发行利率为 2.47%，较上周的 2.56%进一步下行约 9BP，到期量为 3231.90 亿元。未来

三周，将分别有 5880.00 亿元、3788.10 亿元、4996.10 亿元的同业存单到期，到期量有明显

上升。 

（二）一级发行情况 

利率债发行方面（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银行债），本周总发行量 2410.94 亿，较上周

的 2266.44 亿增加 144.50 亿，其中国债发行 1400.30 亿（上周未发行国债），地方政府债发

行 346.54 亿（上周为 1034.44 亿），政金债发行 664.10 亿（上周 1232.00 亿），本周净融资



906.01 亿（上周为-327.12 亿）。今年地方债提前批额度在一季度已经完成近 90%，而新增额

度暂未下达，预计 4 月地方债发行将明显下滑。 

（三）二级市场情况 

受清明数据惨淡、国常会释放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信号以及宽松预期博弈的影响下，

本周债市收益率继续下行。具体来看，国债与国开债各期限整体均呈现下行趋势，1 年期国

债下行 3.8BP，3 年期国债下行 2.7BP，5 年期国债下行 2.6BP，10 年期国债下行 2.1BP；1

年期国开下行3.5BP，3年期国开下行 4.4BP，5年期国开下行4.4BP，10年期国开下行 3.0BP。 

二、经济面 

（一）假期数据不佳，疫情缓解后有望反弹 

从假期出游数据看，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2 年清明节假期 3 天，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 7541.9 万人次，同比减少 26.2%，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68.0%；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 187.8 亿元，同比减少 30.9%，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39.2%，出游人次及旅

游收入同比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并且旅游收入仅为 19 年同期的 39%，消费形势不容乐观，

此外，值得注意的点是本地休闲和近程度假成为清明节假期“主基调”，各地接待游客中省

内游客占比 94.9%。从出行数据看，交通运输部发布最新消息显示，清明节假期，全国铁路、

公路、水路、民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 5378.1 万人次，比 2021 年同期下降 62.7％，比 2020

年同期下降 9.8％。总体来看，受 3 月疫情冲击影响，清明假期出行数据比较惨淡，甚至较

2020 年同期都有大幅下降（仅公路较 20 年同期有 0.9%的增长）。展望后续节假日，主要看

疫情状况能否得到缓解，目前疫情仍呈现不稳定、局部点式爆发的态势，若疫情在五月前得

到控制，“五一”假期五天有望出现“报复式”旅游消费，拉动二季度经济增长。 

（二）国常会再放稳增长信号，加力纾困市场主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 月 6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特困行业实行阶段性缓缴

养老保险费政策，加大失业保险支持稳岗和培训力度；部署适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更加有

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疫情超预期发展，经济下行压力再增 

本次会议提到“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有的超出预期”，我们认为其主要指

向近期国内疫情呈点式多发，并且上海疫情超预期发展。截至 2022 年 4 月 9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22589 例（其中重症

病例 80 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195948 例（境外输入 927 例），其中上海连续三

日新增确诊和无症状超过 20000 例，疫情目前尚未出现拐点，仍处于高位上升通道，封控时

间也在无限期的延长，预计将持续到 5 月。疫情影响下，“市场主体困难明显增加，经济循



环畅通遇到一些制约，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在 3 月 29 日国常会中提到“制定今年宏

观政策时，对国内外环境很多变化已有前瞻考虑”，但本次会议提出“针对形势变化抓紧研

究政策预案”，反映了当前经济形势超出预期的严峻。 

2. 就业形势严峻，稳增长需要稳市场主体来保就业 

从就业看，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之下，今年 1-2 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平均为 5.4%，其中 1 月份为 5.3%，2 月份为 5.5%，虽与去年同期持平，但可以看

到环比正在上升，叠加应届生规模大增和 3 月疫情影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一方面，应届

生人数创历史记录。19 年高职扩招 100 万人的影响将反映到今年，据估计 2022 届高校毕业

生规模将达 1076 万人，同比增加 167 万人，这是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破千万，也是近几年

增长人数最多的一年。另一方面，市场主体遭受疫情爆发冲击，甚至停产歇业，对就业产生

负面影响。同时受疫情以及经济下行影响下，消费也遭到抑制，就业-消费-经济增长的循环

难以畅通。为稳市场主体保就业，3 月 14 日和 3 月 21 日国常会均明确表明“对各类市场主

体直接高效的纾困措施，是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的关键举措”，加强落实退税减税降费

政策，缓解中小微企业压力；本次国常会提出“必须针对突出困难加大纾困和就业兜底等保

障力度”，一是针对特困行业实施暂缓缴纳养老保险费，二是延续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

三是提高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等实质性救助举措，在前期纾困措施基础上继续

加码发力，助力特困行业企业及早渡过难关。 

3. 发挥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在货币政策的表述上，从总量方面，本次国常会依然延续了 3 月 21 日国常会和 3 月 30

日央行例会的说法，“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以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着重点仍然在“稳”。从结构方面，一是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

工具，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持，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二是研究采取金

融支持消费和有效投资的举措，从创业信贷支持、住房金融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子女教育

金融服务、养老保障金融服务等方面提升对新市民1的金融服务水平，保障重点项目建设融

资需求，推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较快增长。针对新市民金融服务这块的内容则是再次强调了

银保监会和央行在 3 月 4 日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三是新设科技创新和普惠

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工具，人民银行对贷款本金分别提供再贷款支持，实现了结构性货币工

具的再创新和范围再拓展。 

三、后续展望 

短期展望，我们认为债市收益率下行空间有限，将趋于震荡走弱，1）从 4 月 11 日开始

                                                   
1
 新市民主要是指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

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目前约有三亿人。 



3 月及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将陆续发布，我们预计随着一季度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的落地，债

市极有可能走出“利多出尽”的态势，随着后续“稳增长宽信用”的不断加码推进，也将对

债券收益率下行形成支撑；2）受美联储加息影响下，美债收益率近期大幅上行，目前美国

2-7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已经和中国国债出现倒挂，而 10 年期的利差也已经缩至 3BP，即

将出现倒挂情况。受此掣肘，利率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被压缩。下一阶段，国内需要重点关

注疫情动态、经济运行以及“稳增长宽信用”的推进情况，国外需要关注俄乌冲突局势以及

通胀影响下的海外各国加息动态。 

  



图表一. 下周宏观数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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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二. 1 年期及以上国债到期收益率有所下行（04.08 对比 04.01） 

图表三. 除 7 年期外国开债到期收益率有所下行（04.08 对比 04.01） 

 



图表 4. 资金利率除 30d 外有所下行（04.08 对比 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