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超预期降息落地，债市收益率下行，长短端信用利差走扩 

——债市周评（2022 年 8 月 15 日-8 月 21 日） 

 

摘要: 

资金面方面，本周央行超预期同时调降 MLF 与 OMO 利率，量价齐降彰显决心。一是

降价彰显提振基本面决心，二是减量暗指银行间市场资金已过度宽裕，两相结合体现央行对

当下市场与基本面了解清晰，决策有序。后半周受税期影响，资金面边际收敛，DR001 上行

16BP 至 1.21%，DR007 上行 10BP 至 1.44%。 

疫情反复不定，经济数据不及预期，地产风险仍在发酵，稳增长任重道远。7 月数据落

地，除失业率走低外，其他数据均有回落。需注意的是，7 月各项经济数据建立在去年的低

基数之下，因此实际情况将较同比数据反映的更为严峻。 

利率债方面，经济预期与现实共振，政策利率调降支撑债市收益率大幅下探，做多情绪

或延续后市，期限利差压缩与价值洼地挖掘成为本周主旋律。本周 1、5、10 年期国债较上

周五分别下行 14BP、11BP、10BP，1、5、10 年期国开债较上周五分别下行 5BP、14BP、11BP。

在经济无法超预期强劲复苏的态势下，债市做多情绪或形成惯性，短期内难以打破，或仍存

下行空间。10 年期收益率快速下行，带动 30 年/10 年利差走阔，国债、国开近一年历史分

位数分别较上周环比上升 9%、8%，30 年期利率债投资窗口出现。 

信用债方面，“资产荒”愈演愈烈，市场追捧短端中高等级短期信用债，短端信用、期

限、等级利差均遭压缩。一级净融资持续增长，发行利率多数下行。二级中高等级收益率下

行，长短端信用、期限、等级利差全面分化，长端配置潜力相对凸显。信用利差方面，1 年

期、5 年期 AAA 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21BP、43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5BP、-1BP；

期限利差方面，AAA 评级 3 年/1 年、5 年/3 年中短期票据期限利差分别为 55BP、33BP，较

上周收盘变化 2BP、-6BP；等级利差方面，3年期 AAA/AA+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17BP，

较上周缩窄 3BP。 

投资策略方面，从已发布 7 月经济数据看，基本面恢复难及预期，央行后市或维持资金

面流动性持续宽松。一是适当止盈 3 年期以内信用债，可选择替换为同类利率债，因较高等

级信用债短端信用利差、等级利差、期限利差持续缩窄。二是适当做多 3 年期、30 年期利率

债，辅以杠杆策略增厚账户收益期限利差。总体看，在税期结束，资金面宽松较为确定的预

期下，结合短期难有提振的经济数据，高温停电限电等不利消息，多头行情有望持续。 

 



一、税期支撑资金价格抬升，回归中枢大势不改，但短期宽松局面不会转变 

本周是走税窗口期，资金价格整体呈现回升态势。DR001 上行 16BP 至 1.21%，R001 上

行 19BP 至 1.30%，DR007 上行 10BP 至 1.44%，R007 上行 15BP 至 1.44%，1 年期 AAA 存单

利率下行 6BP 至 1.75%。本周，同业存单净融资规模为-496 亿元。其中，发行总额达 4025 亿

元，平均发行利率为 1.84%，到期量为 4522 亿元。未来三周，将分别有 4831 亿元、2523 亿

元、2780 亿元的同业存单到期。本周央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共 4100 亿元，净投放为-1900

亿元，其中周一进行 1 年期 MLF 操作，周二 MLF 到期 6000 亿元，周一至周五每日等量 20

亿元 7 天逆回购操作。 

图 1 近两周资金利率走势 

 

“价格”工具威力再现，政策利率随行就市，打破货币政策静默期， LPR 调降预期渐

浓。本周，央行进行 4000 亿元 1 年期 MLF 操作，对冲 6000 亿元 MLF 到期，利率较前次下

调 10BP 至 2.75%，同时 7 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下调 10BP 至为 2.00%。此前市场对央行

“地量”7 天逆回购操作习以为常，央行持续使用“量”工具已深入人心，因而市场对此次

MLF 续作缩量保有更多预期，而降息远在市场意料之外。当前资金市场利率已经长时间偏

离政策利率，央行此次降息意在下沉政策利率中枢，减轻资金利率向上收敛压力，此举措切

实舒张了近期市场对流动性边际收紧的担心。目前资金利率锚 DR007 处 1.44%水平，距 2.0%

的 7 天期逆回购率仍偏离 56BP，资金市场利率和政策利率偏离依旧不小，本次降息之后，

市场普遍形成连续降息预期，市场对下周 LPR 调降提前下注。 

后续资金面的走势仍需观察基本面与货币政策。其中经济基本面一时难得强劲恢复，央

行在稳妥呵护基本面的目标下或将维持流动性宁松勿紧，但市场利率回归利率中枢的趋势不

改。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经济仍处“弱复苏”，宽信用的提振有赖于宽货币持之以恒，仍

需宽松的资金面支持；二是引导市场利率向政策利率中枢回归是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向价格型



转变的重要内容，且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背后的逻辑是稳杠杆，故长期来看，回归中

枢依旧会被央行坚持执行。三是外围压力或对国内利率向中枢回归提供助力，美国方面，美

联储发布 7 月货币政策纪要，传递仍需加息的讯息，我们认为通胀的顽固性迫使美联储加息

路径短期内不会改变。 

二、疫情反复不定，经济数据不及预期，地产风险仍在发酵，稳增长任重道远。 

7 月数据落地，除失业率走低外，其他数据均有回落。需要注意的是，7 月各项经济数

据建立在去年的低基数之下，因此实际情况将较同比数据反映的更为严峻：一是 7 月疫情反

复对生产与消费两端均造成制约；二是 6 月生产、消费冲量、对未来造成透支，需求端缺口

回补；三是当前经济在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同时，呈现 K 型衰退的特征；四是稳定地产

市场的政策可能陆续出台，盘活债务限额空间，民营房企发债融资受增信支持。发改委、财

政部均提及专项债券，叠加住建部、财政部、央行、政策性银行等部委关于保交楼的相关举

措。五是降息超预期落地，但在流动性极度宽松下，货币工具的信号意义较实质意义更为明

显，最终效果需关注政策合力，包括增量财政政策、地产政策和改善市场预期的其他政策。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7 月数据，当月投资、消费未能延续 6 月复苏态势，增速明显下

降。一是投资受地产拖累。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较 6 月进一步下行 1%，降至-6.4%；基建投

资增速减缓，7 月较 6 月下降 0.5%；二是消费受疫情反复影响，餐饮及零售回暖有限。其中

餐饮方面，跌幅较上月收窄 2.5%，商品零售方面，增速 3.2%，增幅较上月下降 0.4%。三是

进出口方面，进口延续微增，出口亦有“隐忧”。出口韧性较强，边际转弱的特征依然突出，

7 月消费品出口表现仍强于其他商品，但贡献度连续第三个月回落。分项中，除服装以外，

其他三类非耐用品出口拉动率均低于 6 月。进口受大宗商品价格回调影响较大，7 月主要大

宗商品价格回调，价格对进口的支撑继续走弱，而数量对进口的带动尚较为有限，总体看进

口仍处缓慢修复阶段。 

7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 2.7%，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具体而言，商品零

售增速回落 0.7 个百分点至 3.2%，餐饮收入增速回升 2.5 个百分点至-1.5%。7 月社零数据低

于预期，前期促销费政策虽然抬升消费中枢，但当前居民面临的最大压力来源于收入下滑、

资产负债表承压，因此 6 月超预期的消费会对未来造成透支。观察环比季节性，保持回升态

势的仅金银珠宝消费，可能与 5 月以来金价回落和其保值属性有一定关系。 



图 2 主要经济数据增速走势 

逆周期调节下，当前基建是政策主要发力点，上半年发行的专项债资金要抓紧落实、形

成实物工作量；保供保链、扩大高技术、绿色投资是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但毕竟库存周期、

企业预期等因素偏负面，且经济调结构时期旧动能投资可能面临压缩，因此制造业投资难保

高增速，后续重点在于重磅产业政策。 

地产投资仍未见底：7 月地产投资累计同比-6.4%，当月同比-12.3%（上月-9.4%），地产

投资继续下滑，对经济形成更大拖累。具体来看，销售、新开工、施工、竣工面积累计同比

分别-23.1%、-36.1%、-3.7%、-23.3%，当月同比-28.9%、-45.4%、-44.3%、-36.0%，相对 6 月

分别回落 10.6%、0.3%、回升 3.8%、4.7%。销售、新开工增速继续下探，施需注意本月同比

建立在去年 7 月的低基数效应下，因此实际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图 3 房地产主要数据增速走势 

 

就业继续改善，消费明显回落：7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下行 0.1 个百分点至 5.4%，31 个大

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下行 0.2 个百分点至 5.6%，就业继续改善。但就业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仍

然较大，青年就业继续恶化，16-24 岁人口失业率上行 0.6 个百分点至 19.9%，25-59 岁人口

失业率下行 0.2 个百分点至 4.3%。 

三、利率债方面，经济预期与现实共振，政策利率调降支撑收益率大幅下探，做多情绪

或阶段性延续 



一级发行方面（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银行债），本周总发行量 3051 亿元，较上周的

4848.1 亿元减少 1697 亿元。其中国债发行 706 亿元（上周发行 3355 亿元），地方政府债发行

1206 亿元（上周 243 亿元），政金债发行 1140 亿元（上周为 1250 亿元），本周净融资 1718 亿

元（上周为-3382 亿元）。17 日，李克强总理在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要依

法盘活地方专项债限额空间”，后续关注新增地方专项债发行情况。 

收益率方面，本周 3 年期以上中长期限利率债收益率几近平行下移，期限利差压缩明

显，曲线牛陡告一段落。截至 8 月 19 日，1 年期国债收 1.69%，较上周五下行 13.8BP；5 年

期国债收 2.37%，较上周五下行 11.0BP；10 年期国债收 2.63%，较上周五下行 10.3BP。1、

5、10 年期国开债较上周五分别下行 4.5BP、下行 13.8BP、下行 10.5BP。周一，受 MLF 和

OMO 利率超预期下调、经济数据、地产数据及社融大幅不及预期持续发酵等多重利多因素

影响，债市各品种收益率猛下。周二，债市延续做多情绪，盘中新增消息不多，长端收益率

下行多于短端，受边际收敛的资金面掣肘，收益率在快速下行后有小幅反弹，但力度甚微未

能形成反转。周三，债市震荡转向下，早盘延续资金收紧情绪，收益率横盘震荡，收盘后受

经济会议、疫情多点散发影响，长端收益率下行，短端小幅上行。周四，利率债整体收涨，

长端下行多于短端。周五，盘中无新增消息，收益率震荡小幅上行。 

10 年及以内期限收益率快速下行，超长期限利率债投资窗口出现。10 年期收益率快速

下行，带动 30 年/10 年利差走阔，国债、国开近一年历史分位数分别较上周环比上升 9%、

8%， 

图 4 近一年国债、国开债 30 年与 10 年利差及收益率（2020.6.30 至 2022.8.21） 



本周利率虽已大幅下行，但在经济无法超预期显现强劲复苏的态势下，债市做多情绪或

形成惯性，短期内难以打破，或还有下行空间。就短端而言，资金面虽宽松不改但进入缓步

收敛阶段，短端利率债下行空间较长端而言会更为有限。长端来看，后续下行空间较短端更

大，但要注意恐高情绪与止盈情绪或阶段性影响市场做多情绪的强势延续，若遇向上调整，

或许是阶段性加仓机会，注意把握机会等待多头行情下拉收益率再创年内新低。后续持续关

注房地产复苏、政策性金融债与地方专项债发力情况、以及基建形成实物工作量状况，提防

超预期增量政策出台以及经济超预期复苏的风险。 

图 5 国债、国开收益率曲线牛平 

 

 

四、信用债方面，一级净融资持续增长，发行利率多数下行。二级中高等级收益率下行，

长短端信用、期限、等级利差全面分化，长端配置潜相对凸显。 

一级市场发行方面，净融资规模持续增长，各期限、评级利率下行。 

发行量来看：本周发行 329 支非金融信用债，金额合计 2605 亿元，净增量为 410 亿元，

发行量环比上升 8%，到期量基本保持持平，带动净增环比上升 68%。 



图 6 今年以来净融资额走势（2022.1.1 至 202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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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亿元和 195 亿元）、1-3 年 AA 及以下评级（268 亿元和 132 亿元）、1 年

及以下 AAA 评级（872 亿元和 110 亿元）、和 1 年及以下 AA+评级（266 亿元和 63 亿元）。

行业上，城投净增量进一步发力，地产净增量持续为负；其中城投发行量 1050 亿元，净增

量为 267 亿元，地产债的发行和净增量分别为 46 亿元和-25 亿元。 

图 7 本周新发行信用债主体评级（2022.8.15 至 2022.8.21） 

发行收益率方面，除 AAA 评级 3-5 年期限以外，各评级期限发行利率多数下行。AAA

评级 1 年期以内、1-3 年和 3-5 年分别较上周变化-14BP、-3BP 和 25BP；AA+评级 1 年期以

内、1-3 年和 3-5 年分别较上周下行 14BP、54BP 和 20BP；AA 及以下评级 1 年及以内、1-3

年分别下行 78BP 和 84BP。 

个券方面，部分弱区域或债务较重城投和资质偏弱国有房企发行利率相对较高，比如

22 天府专项债 02（3+4 年）和 22 天地二（3 年）均发行在 7.5%。 

发行收益率和发行上限利差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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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期限评级利差有所分化，1 年以下 AA+、AA 及以下

评级分别变化 31BP 和-47BP，1-3 年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变化 6BP、4BP 和-

19BP，3-5 年 AAA、AA+评级分别变化 18BP 和-8BP。 



二级市场成交方面，中高等级收益率下行，长短端信用、期限、等级利差全面分化。其

中短端信用、期限、等级利差均缩窄、长端信用、期限、等级利差均走阔。“资产荒”或愈

演愈烈，市场资金杠杆持续追捧短端中高等级短期信用债，全方位压缩短端利差。 

成交量看，本周成交量上升明显，以短期限、高评级成交为主。银行二级资本债交易明

显升温，品种向下沉至非国有行。成交量约 7988 亿元，环比抬升 13%。结构上，分评级来

看：成交以 AAA 评级为主，占比约 64%，AA+评级占比约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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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地产占比仅在 4%；分期限来看：成交

集中在 3 年以内，占比达到 91%，其中 1 年及以下、1-3 年占比分别为 45%和 47%；永续债

成交量环比下降 1%，达 589 亿元。银行二级资本债成交量环比抬升 25%，约 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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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5%和 18%，非国有行占

比上升；评级上以 AAA 评级为主，占比 90%； 

成交收益率来看，中高评级收益率下行。1 年及以下 AAA、AA+分别变化-3BP、-5BP；

1-3 年 AAA、AA+分别变化-1BP、-3BP，3-5 年 AAA、AA+分别变化-5BP、-23BP。 

信用利差来看，本周信用债信用利差走势分化，短端缩窄、长端扩张。1 年期、3 年

期、5 年期 AAA 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21BP、21BP、43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

5BP、2BP、-1BP，其中 3 年期 AAA/AA+城投债信用利差为 12BP，较上周持平。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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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8.21） 

 



图 9 下半年以来城投债 AAA/AA+信用利差（2022.7.1 至 2022.8.21） 

期限利差看，本周信用债各期限利差涨跌互现，中短端利差继续走阔，中长端利差持

续收窄。AAA 评级 3 年/1 年、5 年/3 年中短期票据期限利差分别为：55BP、33BP，较上

周收盘变化 2BP、-6BP。 

图 10 下半年以来 AAA 级信用债期限利差（2022.7.1 至 2022.8.21） 

等级利差看，AA+/AAA 等级总体利差分化，中短端利差缩窄，中长端利差扩张。1

年期 AAA/AA+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12BP，较上周保持一致；3 年期 AAA/AA+中

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17BP，较上周缩窄 3BP；5 年期 AAA/AA+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



利差为 23BP，较上周走阔 3BP。3 年期 AAA/AA+城投债信用利差为 12BP，较上周收盘保

持一致。 

图 11 下半年以来 AAA/AA+1 年、3 年与 5 年等级利差情况（2022.7.1 至 2022.8.21） 

银行二级资本债及永续债方面，二级资本债收益率多数下行。1 年及以下国有大行、股

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4BP、47BP 和-62BP，其中股份制银行上行较多，主要是上周基数

较低所致；1-3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19BP、45BP 和-18BP，股份制银行

上行较多主要是久期拉长所致；3-5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行 12BP、13BP 和

13BP。银行永续债收益率整体下行，1-3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行 18BP、

29BP 和 4BP，3-5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行 9BP、11BP 和 13BP。 

成交偏离估值分布来看，分化情况持续加剧。本周低于估值 5BP 以上成交的笔数较上

周抬升 207%，高于估值 5BP 及以上的笔数环比下降 20%。 

五、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方面，央行主动引导利率走廊下调，长端投资机会显现。周一

央行下调 OMO 与 MLF 利率，引导利率走廊进下调 10BP，进而影响债券利率持续下行。回

顾来看，周一超预期降息开启债市新一轮下行（7-10BP），周四 30 年期也出现了大幅下行。

同时我们看到周内没有明显的多头止盈盘出现，说明多头情绪比较亢奋，因此我们预判收益

率下行的市场行情还将持续。周一发布了 7 月经济数据，看到 M2 增速创近期新高，说明近

期经济很差，导致大量资金存留在银行间市场，因此期限利差压缩到历史极值水平。资产荒

环境下，短期很难出现利率大幅上行，后续需关注经济数据。 



尽管目前位置已经到了 1 月底的高位，但是结合 7 月较弱的一系列经济数据，预计行情

短期仍将持续。一是从基本面看，1-7 月城镇市场固定投资有比较好的预期，考虑疫情常态

化会更好些，但是公布数据 5.7 并没有很好，低于预期 6.1，工业生产值 3.8，较前值甚至有

所下行。符合市场主流观点：经济处于慢恢复的态势。二是从市场情绪看，市场周一周二大

幅下行后，一直都走的比较稳，止盈力量不改上涨趋势，预计短期市场仍会惯性做多。三是

从具体品种看，非公开与公募、城投债持续压缩，银行二级资本债、永续债与国债利差仍在

压缩，体现理财资金仍在欠配或加杠杆过程中，以此可见市场情绪还是较好的。 

短端品种方面，本周后半段起，资金面整体均衡偏紧，隔夜回购利率小幅上行，但在超

预期降息之后，市场对于资金面总体宽松仍有一定期待，税期扰动下资金利率的短期上行尚

不足以支撑短端品种做空情绪的延续。重点关注税期过后资金价格水平的稳定区间。中长端

品种方面，昨日 20 年国开债一级招标结果大幅好于预期，带动长端利率受情绪提振继续下

行。在长端品种欠配需求的支撑下，预计长端利率仍有一定的向下空间。近期处于经济数据

和消息的相对真空期，中端利率或受到资金面和基本面共同影响，预计仍有小幅震荡下行的

空间。市场仍在等待 LPR 利率降幅是否超出预期，后续需重点关注国内经济基本面预期回

暖的信号。 

对下个季度、月的判断，下周一 LPR 报价是关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为下行 10-20BP（笔

者个人认为是 15BP），超预期的少降或多降都会对债市造成扰动。但是从市场整体环境看，

利率仍然宽松，并且看不到偏紧的趋势，且在 MLF 下调后，短期很难看到经济的调整，市

场难有大幅上行。中期关注地产超预期刺激政策，因为地产经济占比较大，所以可能会引起

市场超预期的上行。如果这两点没有变化，那么债市仍将总体处于多头偏强走势。短期来看，

债券利率或继续呈现震荡格局。 

投资策略方面，一是适当止盈 3 年期以内信用债，可替换为同期限利率品种，因较高等

级信用债短端信用利差、等级利差、期限利差持续缩窄。二是适当做多 3 年期、30 年期利率

债，辅以杠杆策略增厚账户收益期限利差；一是从历史分位数看，1 年/3 年与 10 年/30 年国

债期限利差处于今年较高分位数，其中 1 年/3 年期限利差 50BP，处 95%分位数，10 年/30

年期限利差 36BP，处 95%分位数。二是从近期市场走势看，10 年期收益率快速下行，带动

30 年/10 年期限利差走阔，国债、国开近一年历史分位数分别较上周环比上升 9%、8%，30

年期利率债投资窗口出现。在税期结束，资金面宽松较为确定的预期下，结合短期难有提振

的经济数据，高温停电限电等不利消息，多头行情有望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