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重利空推动债市回调，收益率曲线熊陡，信用下沉趋势收敛 

——债市周评（2022 年 10 月 17 日-10 月 23 日） 

 

摘要: 

资金面方面，本周资金价格稳步抬升，已接近八月末水平，主因大行融出缩量、本月税

期临近。DR001 上行 11bp 至 1.24%，DR007 上行 20bp 至 1.67%。银行间质押式回购成交量

环比下行，周日均 6.7 万亿元，其中周五 5.7 万亿元。跨月集中周将至，非银跨月需求料将

集中显现。10 月历来是缴税大月，财政支出小月，税期料将干扰跨月资金面。 

利率债方面，本周利率债发行、净融资下降明显。收益率总体上行，其中长端上行较多，

曲线熊陡。本周总发行量较上周减少891亿元，净融资减少2699亿元。原定本周公布的GDP、

进出口数据延期，增量信息缺位，债市呈窄幅震荡。1、5、10、30 年期国债较上周五分别变

化-2BP、0BP、3BP、3BP。1、5、10、30 年期国开债较上周五分别变化 0BP、3BP、2BP、2BP。 

信用债方面，信用利差全线收窄，期限、等级利差分化，市场追捧 3 年期高评级券种，

地产净增大幅转负，信用下沉策略收敛。一级发行规模企稳，地产净增大幅转负，发行利率

分化。二级市场成交方面，长短端收益率分化，其中排除久期因素，中长期限收益率多数下

行。信用利差全线收窄，期限利差短端缩窄、长端扩张，等级利差“哑铃型”分化。 

投资策略方面，10 月末或为四季度收益率高点，建议关注配置时机，阶段性逢低建仓。

现状看，下周税期与跨月时点将至，对资金面应保持谨慎，大会期间内外围消息总体偏空，

或支撑债市月末继续震荡走空。策略看，在震荡市下，小幅多头灵活性、性价比均较高。一

是总量保持小幅多头，择机配置 10 年期国债、地方债防守；二是关注隐含利率指标，优先

国债配置，10 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由 5.65%下降至 5.26%，位于 1%分位数水平。三是择机

配置 30 年期利率债。当前 30 年期-10 年期国债期限利差缩窄，曲线持续走陡，可关注曲线

走陡的配置机会。同时今年超长债供给稀缺，“资产荒”下需求端仍有韧性。四是关注 3 年

期政金债，主因市场摊余成本产品大量到期，致使其价格回调较多，性价比明显抬升。 

  



一、资金面维持缓步收敛，税期跨月时点降至，收敛或将加剧 

资金价格向上抬升。DR001 上行 11bp 至 1.24%，R001 上行 12bp 至 1.35%，DR007 上行

20bp 至 1.67%，R007 上行 6bp 至 1.68%，1 年期 AAA 存单利率上行 1bp 至 2.02%。央行本周

净回笼资金 190 亿元，其中，逆回购投放 100 亿元，到期 290 亿元。周一 MLF 到期等额续

作，本月降准预期落空，宽货币预期遇冷。全周资金面由于大行融出减少而边际转紧，全周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成交量平均值为 6.7 万亿元（上周为 6.4 万亿元）。其中周一至周四，隔夜

成交量均在 6 万亿元以上，周五回落至 5.7 万亿元。存单方面，本周净融资规模为 597 亿元，

其中，发行总额 5592 亿元，到期量 5005 亿元，平均发行利率为 1.97%。未来三周，将分别

有 6521 亿元、3895 亿元、4354 亿元的同业存单到期。 

税期与跨月时点将至，总量收敛环境或将持续。下周是跨月集中周，非银跨月需求将集

中显现，且下周二（25 日）为缴税截止日，26-27 日为走款日，10 月历来为缴税大月，财政

支出小月，一般公共预算账户对流动性的支撑将有明显边际收缩，因此税期将对跨月资金面

产生不小干扰，关注央行是否会在本月末重启 7D、14D 逆回购工具以平抑流动性短暂紧张

的局势。自 9 月社融数据显示宽信用进展大超预期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改善预期仍强，银

行资金流向实体领域增多意味着其在回购市场的资金供给能力边际减弱。降准置换 MLF 已

在 10 月落空，11 月、12 月降准是否将至取决于汇率承压以及经济修复程度，如四季度无降

准置换，资金面收敛确定性较高。 

图 1 近期资金利率走势 

 

二、9 月经济数据推迟，收益率总体上行，曲线熊陡。 

一级发行方面，利率债发行、净融资下降明显。本周总发行量 5899 亿元，较上周的 6790

亿元减少 891 亿元。其中国债发行 2640 元（上周发行 4116 亿元），地方政府债发行 1843 亿

元（上周 1202 亿元），政金债发行 1416 亿元（上周为 1472 亿元），本周净融资 1981 亿元（上



周为 4680 亿元）。 

二级交易方面，收益率总体上行，长端上行明显，曲线熊陡。截至 10 月 21 日，1 年期

国债收 1.77%，较上周五下行 2BP；5 年期国债收 2.49%，较上周五上行 0BP；10 年期国债收

2.73%，较上周五上行 3BP。1、5、10 年期国开债较上周五分别上行 0BP、上行 3BP、上行

2BP。本周原定公布的经济数据迟到，增量信息缺位，全周债市呈现窄幅震荡走势，资金面、

美债等相对次要信息调动市场情绪。具体来看：周一，MLF 等量续作，降准置换预期落空，

利率先下后上，当日 220017 整体收平。周二，增量信息平淡，债市振幅收敛。国家统计局

延迟 10 月经济数据公布，增量消息平淡的背景下债市整体振幅收敛，220017 全天波动未超

1bp。周三，美债利率上行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制债市情绪，220017 全天上行 1bp。周四，

Lpr 报价持平，防疫政策调整驱动市场走势，长端利率先上后下，220017 整体上行近 1bp。

周五，资金面收敛、美债利率大幅上行压制债市情绪，当天 220017 上行近 2bp。 

展望后市，下周看，宽信用预期仍存空间，跨月、缴税、外围等消息面总体偏空，或将

支撑债市月末持续走空，可关注建仓时机，阶段性逢低建仓。经济数据方面，9 月社融超预

期、10 月 EPMI 升至荣枯线，9 月经济数据延续复苏态势可能较大，美国下周将公布三季度

GDP 等数据，消息面总体偏空。但 10 月以来，一是疫情继续散发；二是 10 月 CPI 同比增

速或回落至 2.1%，中央猪肉储备持续投放、CPI 基数回升、消费恢复依然较为缓慢；三是 10

月 PPI 同比增速或转负，10 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先上后下，国内煤价环比涨幅大幅走阔、

钢价环比降幅收窄、但油价环比增速转负，叠加 PPI 基数大幅走高。预计整体复苏程度有上

限，债市利空有底。货币政策方面，三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聚焦宽信用降成本，重申内

外均衡的重要性，结构性政策空间较大，四季度货币政策增量利好存在上限。 

图 2、图 3：国债、国开收益率熊陡 

 



 

三、信用债方面 

一级发行规模企稳，地产净增大幅转负，发行利率分化。二级市场成交方面，长短端收

益率分化，其中排除久期因素，中长期限收益率多数下行。信用利差全线收窄，期限利差短

端缩窄、长端扩张，等级利差“哑铃型”分化，市场追捧 3 年期高评级票据，信用下沉策略

半年以来首度出现收敛。 

一级市场发行方面，本周发行规模企稳，到期较多，带动净融资转弱。地产净增量大幅

转负，城投净增量持续为正，各期限、评级利率分化，1-3 年期债券受追捧。 

发行量来看，本周发行 338 支非金融信用债，金额合计 2947 亿元，净增量为 30 亿元，

环比较多导致净增转弱，其中发行量环比上升 4%，到期量环比上升 25%。 

结构上，评级和期限方面，1-3 年贡献多数发行和净增，发行和净增前四位的分别是 1-

3 年 AA+评级（360 亿元和 63 亿元）、1-3 年 AAA 评级（893 亿元和 63 亿元）、1-3 年 AA 及

以下评级（242 亿元和 28 亿元）和 3-5 年 AAA 评级（195 亿元和 19 亿元）。行业上，城投净

增为正，地产净增量大幅转负；城投发行量在 1186 亿元，净增量为 289 亿元，地产债的发

行和净增量分别为 23 亿元和-130 亿元。 

  

图 4 今年以来净融资额走势（2022.1.1 至 2022.10.23） 

 

 



 

发行收益率方面，各评级期限发行利率分化。AAA 评级 1 年期以内、1-3 年和 3-5 年分

别较上周变化 8bp、-20bp 和 3bp；AA+评级 1 年期以内、1-3 年和 3-5 年分别较上周变化-

9bp、34bp 和-14bp，其中 1-3 年抬升较多主要受票面利率较高的城投债变动影响；AA 及以

下评级 1 年及以内、1-3 年分别变化 124bp 和 74bp。 

个券方面，部分民企、弱区域或债务负担较重地方国企发行利率相对较高，比如 22 恒

逸 MTN002（2 年）发行在 7%、22 吉林金控 MTN001（3 年）发行在 6.5%。 

发行收益率和发行上限利差来看，整体看一级认购情绪较好。本周上限与发行利率的差

值中位数在 0附近的期限和评级为 1年期以下AAA评级整体。其余期限评级利差有所分化，

1 年以下 AA+、AA 及以下评级分别收窄 20bp 和 13bp，1-3 年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

分别变化 10bp、3bp 和-14bp，3-5 年 AAA、AA+评级分别变化 24bp 和-14bp。 

二级市场成交方面，长短端收益率分化，其中排除久期因素，中长期限收益率多数下行。

信用利差全线收窄，期限利差短端缩窄、长端扩张，等级利差“哑铃型”分化，市场追捧 3

年期高评级票据，信用下沉策略首度出现收敛。 

成交量看，信用债表现相对利率债较好，主要受到三季度理财规模上行的支撑，但在收

益率整体低位的情况下走势分化，短端变化较小，3 年期高评级信用债受市场追捧。 

信用债本周成交量环比上升 2%，以高评级 AAA、1-3 年中短期限债券为主。银行二级

资本债与永续债受市场追捧。 

结构上，分评级来看：成交以 AAA 评级为主，占比约 63%，AA+评级占比约 25%。分

企业性质来看：国企成交量占比 96%；分行业来看：城投成交量占比 42%，地产占比仅在 4%

图 5 本周新发行信用债主体评级（2022.10.17 至 2022.10.23） 

 

 



左右；分期限来看：成交集中在 3 年以内，占比达到 93%，其中 1 年及以下、1-3 年占比分

别为 47%和 46%；永续债成交量环比继续抬升 25%，达 819 亿元。银行二级资本债成交量环

比抬升 11%，，约 2178 亿元，其中发行银行类型上，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占比

65%、19%和 17%，国有大行占比有所抬升；评级上以 AAA 评级为主，占比 90%；行权期限

上集中在 1-5 年间，1-3 年、3-5 年分别占比 42%和 49%，1-3 年占比继续抬升。 

成交收益率来看，长短端收益率分化，排除久期因素，中长期限收益率多数下降。1 年

及以下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变化 1bp、-5bp 和 10bp；1-3 年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变化-6bp、4bp 和-3bp，3-5 年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变化-1bp、

31bp 和-2bp，其中 AA+评级抬升主因久期拉长。 

信用利差来看，市场全线收窄，主因利率债收益率回调，信用市场需求较好，本周国开

债收益率上升、信用债收益率下降。1 年期、3 年期、5 年期 AAA 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

为 21BP、21BP、32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1BP、-7BP、-5BP，其中 3 年期 AAA 城投债信

用利差为 25BP，较上周变化-3BP。 

 

图 6 下半年以来 AAA 等级票据 1 年、3 年与 5 年信用利差（2022.7.1 至 2022.10.23） 

 

 

图 7 下半年以来 AAA 等级城投债 1 年、3 年与 5 年信用利差（2022.7.1 至 2022.10.23） 



 

期限利差看，信用债长短端持续分化，短端缩窄，长端扩张，因 3 年期信用债受市场

追捧。AAA 评级 3 年/1 年、5 年/3 年中短期票据期限利差分别为 46BP、37BP，较上周收

盘变化-5BP、4BP。 

等级利差看，出现“哑铃型”分化，3 年期高评级票据受追捧，提示市场信用下沉策

略首度收敛。年期 AAA/AA+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12BP，较上周变化-1BP；3 年期

AAA/AA+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22BP，较上周变化 4BP；5 年期 AAA/AA+中债中短

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24BP，较上周变化-3BP。3 年期 AAA/AA+城投债利差为 22BP，较上周

变化 3BP。 

 

 

图 8 下半年以来 AAA 级期限利差（2022.7.1 至 2022.10.23） 

 

 



 

银行二级资本债及永续债方面，二级资本债收益率分化。1 年及以下国有大行、股份行

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18bp、-5bp 和 40bp；1-3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 0bp、

-2bp 和 19bp；3-5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行 6bp、4bp 和 3bp。银行永续债收

益率多数上行，1-3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 8bp、-6bp 和 2bp；3-5 年国有

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7bp、15bp 和 80bp，股份行抬升较多与久期拉长相关。 

成交偏离估值分布来看，分化情况加剧。本周低于估值 5bp 以上成交的笔数较上周减少

图 9 下半年以来 AAA/AA+1 年、3 年与 5 年等级利差情况（2022.7.1 至 2022.10.23） 

 

 

图 10 下半年以来城投债 AAA/AA+信用等级利差（2022.7.1 至 2022.10.23） 

 

 



51%，高于估值 5bp 及以上的笔数环比增加 8%，分化情况变化不大。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现状看，月末税期降至，增量信息缺位，社融相关数据总体偏空，或将支撑债市 10 月

持续走空；历史看，10 月是年内税期大月，财政支出小月，在基本面未有根本变化情况下，

10 月末或为四季度收益率高点。可关注建仓时机，阶段性逢低建仓。 

经济数据方面，9 月社融超预期、10 月 EPMI 升至荣枯线，9 月经济数据延续复苏态势

可能较大，美国下周将公布三季度 GDP 等数据，消息面总体偏空。10 月以来，一是疫情继

续散发；二是 10 月 CPI 同比增速或回落至 2.1%，中央猪肉储备持续投放、CPI 基数回升、

消费恢复依然较为缓慢；三是 10 月 PPI 同比增速或转负，10 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先上后下，

国内煤价环比涨幅大幅走阔、钢价环比降幅收窄、但油价环比增速转负，叠加 PPI 基数大幅

走高。预计整体复苏程度有上限，债市利空有底。货币政策方面，三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

会聚焦宽信用降成本，重申内外均衡的重要性，结构性政策空间较大，四季度货币政策增量

利好存在上限。 

展望后市，10 月末或为四季度收益率高点，可关注建仓时机，阶段性逢低建仓。现状

看，下周税期与跨月时点将至，对资金面应保持谨慎，大会期间内外围消息总体偏空，或将

支撑债市 10 月持续震荡走空。策略看，在震荡市下，小幅多头灵活性、性价比均较高。一

是总量保持小幅多头，择机配置 10 年期国债、地方债防守；二是关注隐含利率指标，优先

国债配置，10 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由 5.65%下降至 5.26%，位于 1%分位数水平。三是择机

配置 30 年期利率债。当前 30 年期-10 年期国债期限利差缩窄，曲线持续走陡，可关注曲线

走陡的配置机会。同时今年超长债供给稀缺，“资产荒”下需求端仍有韧性。四是关注 3 年

期政金债，主因市场摊余成本产品大量到期，致使其价格回调较多，性价比明显抬升。 

综合看，四季度看多趋势未改，10 月末前后或为四季度配置节点观点未变。短期看，信

息面、政策面或支撑债市继续走空，建议适时逢低建仓，静待市场切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