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金面持续宽松，债市收益率下行，长短端信用利差走扩 

——债市周评（2022 年 8 月 1 日-8 月 7 日） 

  摘要： 

  月初资金面保持宽松，非银机构投资意愿强烈，各类型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普降。存款

类机构隔夜与七天质押式回购利差收窄趋势暂止。 

利率债方面，净融资额环比增加，收益率下行企稳。本周利率债发行总量 5474 亿元，

其中发行国债 2917 亿元、政金债 1306 亿元、地方债 1251 亿元，各券种发行量较上周上升

明显，利率债净供给回升明显，尽管资金面进一步宽松推动短债收益率下行，但短端资产拥

挤态势已得缓解。 

信用债方面，一级净融资继续回升，中长端发行利率下行，二级收益率继续下探，短端

与长端信用利差走阔。非金融企业信用债单周发行规模 2003 亿元，较上周减少 482 亿元；

净融资规模 614 亿元，较上周增加 355 亿元。其中城投债发行规模 844 亿元，较上周减少 337

亿元；净融资规模 315 亿元，较上周下降 49 亿元；产业债发行规模 1509 亿元，较上周减少

136 亿元；净融资规模 0 亿元，较上周增加 910 亿元。信用利差方面，短端与长端信用利差

走阔，期限利差和等级利差涨跌互现。 

展望后市，短期视角看，短端债券收益率预计下行空间有限，长端收益率有望维持区间

震荡。短端品种方面，资金面维持宽松仍然是支撑短端债券走强的重要因素，但市场反应已

有所钝化，短端利率继续下行空间有限。中长端品种方面，一方面，国内多地疫情有所反复，

对债市做多情绪仍有一定支撑；另一方面，当前市场止盈情绪较为浓厚，并且从债券价格看，

当前长端利率处于区间震荡的下沿，短期视野下不建议继续追涨。 

  



一、月初资金面宽松态势持续，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普降，存款类机构职业式回购期限

利差不再缩窄。 

8 月 1 日至 8 月 3 日，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隔夜利率大幅走低，由 1.17%下降至 1.02%

并在 1.02%左右徘徊至周终；DR001 与 DR007 利差先升后降，周二到达高点 0.32%后收窄至

0.27%。 

图 1 三季度以来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走势图（7.1 至 8.5） 

   存单方面，国有行 1 年期存单价格跌至 1.91%，较 7 天逆回购倒挂利差走阔至 29BP，资

金面宽松情况持续。商业银行发行同业存单 3649 亿元，较上周降低 653 亿元，本周到期

2553 亿元，净融资 1097 亿元。本周 1M、3M、6M、1Y 期同业存单加权平均发行利率分别

为 1.36%、1.70%、1.90%、2.02%，较上周分别下行 13bp、下行 8bp、下行 4bp、下行

16bp。DR001、DR007 分别报收 1.02%、1.30%，较上周收盘分别下行 26bp、下行 34bp。 



图 2 三季度以来股份制银行各期限同业存单收益率及期限利差走势图（7.1 至 8.5） 

本周银行体系资金面超宽松态势或与央行会议定调相关，会议强调，为保障经济复苏

的良好态势，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由于下半年经济

复苏压力长存，预计未来流动性仍旧保持充裕，但资金价格将向上温和反弹，回归合理宽

松区间。 

外围方面，美国 7 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加息预期再升温。美国 7 月季调后非农就

业人口增加 58.2 万人，创 2022 年 2 月以来最大增幅；预期增加 25.8 万人，大幅好于预期。

非农数据公布后，美国利率期货价格显示，美联储 9 月加息 75bp 的可能性为 62%，而之前

的可能性为 40.5%。美国再次加息，资本虽有流向美国的压力趋势，但在经济衰退的阻力下，

与刺激经济恢复背道而驰的加息政策无法长久维系，资本外流对国内资金面影响有限。 

从国内数据看，7 月进出口数据改善大幅超过市场预期。 海关总署公布 7 月进出口数

据，7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81 万亿元，增长 16.6%。其中，出口 2.25 万亿元，增长 23.9%；

进口 1.56 万亿元，增长 7.4%；贸易顺差 6826.9 亿元，扩大 90.9%；显示外需仍有韧性，但外

围高通胀、高价因素的支撑也较为明显。后续来看，高基数影响将逐渐显现，叠加内需修复

缓慢、外需回落的风险，年内进出口增速或呈边际回落。 

综合看，资金面，在经济复苏压力长存的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预计流动性仍需维持

充裕，但资金价格将向上温和反弹，回归合理宽松区间。货币政策未来的重点将不会是在数

量宽松上进一步加码，而是关注宽货币向宽信用有效传导，避免资金淤积在货币市场上空转。 



二、利率债净融资额环比增加，收益率下行企稳。 

一级市场上，本周共发行利率债 42 只，利率债发行总额 5474 亿元，较上周环比增加

2052 亿元。本周到期利率债 1272 亿元，净融资额 4202 亿元。后续等待发行利率债 3064 亿

元。 

二级市场上，国债收益率全线下行，1 年期国债收益率、2 年期及 5 年期中期国债收益

率、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均较上周分别下行 15bp、7bp、5bp、2bp；国债期限利差走阔，10 年

国债与 1 年国债利差走阔 13bp，10 年国债与 2 年国债利差走阔 5bp。国债期货价格环比上

涨，2 年、5 年及 10 年国债期货价格较 7 月 22 日收盘分别上升 0.11%、0.16%及 0.15%。 

从买卖情绪看，非银机构止盈情绪高涨。根据国际货币的利率债分歧指数，周五银行类

机构全天主力买入，基金类机构全天主力卖出，午后，证券类机构主力卖出。 

从短端看，银行间流动性极度宽松，隔夜质押式回购成交量维持高位，加杠杆套利的行

为较多，短端资产呈现拥挤态势，推动短债收益率下行；7 月底，短端国股银票转贴现收益

率逼近于 0，表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不及预期，商业银行持续时间或超预期。 

图 3 国债 10 年及以内期限收益率均下行（8.5 对比 7.29） 

 



图 4 国开债 10 年及以内期限收益率均下行（8.5 对比 7.29） 

 

三、净融资由负转正，中长端发行利率下行，二级收益率下探，长短端信用利差走阔。 

一级市场发行方面，净融资规模由负转正，中长端利率下行明显。 

发行量来看：本周发行 212 支非金融信用债，金额合计 2003 亿元，净增量为 481 亿元，

发行量环比下降 23%，不过到期量降幅更大，带动净增环比抬升 254%。 

图 5 今年以来净融资额走势（1.1 至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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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评级（624 亿元和 359 亿元）、1 年及以下 AAA 评级（643 亿元和 195 亿元）、1-3

年 AA+评级（210 亿元和 111 亿元）和 3-5 年 AA+评级（55 亿元和 15 亿元）。行业上，城

投净增量持续发力，地产净增量扭负为正；其中城投发行量在 733 亿元，净增量为 163 亿

元；地产发行和净增量分别为 49 亿元和 10 亿元。 



图 6 本周新发行信用债等级情况（8.1 至 8.7） 

发行收益率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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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分别较上周下行 13bp、24bp 和 2bp；AA+评级 1 年期以内、1-3 年和 3-5 年分别较上周变

化 14bp、-60bp 和 25bp，1-3 年下降较多主要因为上周基数较高；AA 及以下评级 1 年及以

内、1-3 年分别下行 70bp 和 57bp。 

个券方面，部分弱区域或债务较重城投发行利率相对较高，比如 22 黔开投债 03（7 年）

发行在 7%、22 贵阳工投 MTN001（3 年）发行在 6%。 

发行收益率和发行上限利差来看：本周 1 年期以下 AAA 评级发行利率上限与实际发行

利率的差值的中位数仍在 0 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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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bp 和-40bp，1-3 年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变化 13bp、-7bp 和

17bp，3-5 年 AAA、AA+评级分别变化 0bp 和 6bp。 

二级市场成交方面，收益率持续下探，短端与长端信用利差走阔，期限利差涨跌互现，

等级利差 AA+/AAA 走阔。 

成交量来看，本周成交量环比下降 6%，成交量约 7674 亿元。结构上，分评级来看：成

交以 AAA 评级为主，占比约 66%，AA+评级占比约 23%。分企业性质来看：国企成交量占

比 95%；分行业来看：城投成交量占比 38%，地产占比仅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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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和 48%；永续债成

交量环比下降 21%，达 535 亿元。银行二级资本债成交量环比抬升 16%，约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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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0%和 21%；评级上以 AAA

评级为主，占比 90%；  

成交收益率来看，收益率继续下行。1 年及以下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下行

7bp、17bp 和 19bp；1-3 年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变化-13bp、-13bp 和 5bp，3-5



年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下行 12bp、9bp 和 50bp。 

信用利差来看，各等级短端与长端信用利差走阔。1 年期 AAA、AA+、AA 中债中短

期票据信用利差分别为：32bp、46bp、57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4bp、7bp、4bp；3 年

期 AAA、AA+、AA 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分别为：18bp、41bp、63bp，较 7 月 29 日分

别变化：-4bp、1bp、-3bp；5 年期 AAA、AA+、AA 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分别为：

41bp、65bp、113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5bp、6bp、3bp。1 年期 AAA、AA+、AA 城投

债信用利差分别为：35bp、43bp、52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8bp、8bp、9bp；3 年期

AAA、AA+、AA 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别为：22bp、33bp、47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

1bp、0bp、-1bp、-2bp；5 年期 AAA、AA+、AA 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别为：47bp、62bp、

89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0bp、4bp、-2bp。 

图 6 今年初以来城投债信用利差（1.1 至 8.7） 

 

期限利差看，各期限内涨跌互现。AAA3 年/1 年、5 年/3 年中短期票据期限利差分别

为：52bp、43bp，较上周收盘变化：-1bp、7bp；AA+3 年/1 年、5 年/3 年中短期票据期限利

差分别为：62bp、44bp，较上周收盘变化：0bp、4bp。AAA3 年/1 年、5 年/3 年城投债期限

利差分别为：53bp、45bp，较上周收盘变化：-2bp、-1bp；AA+3 年/1 年、5 年/3 年城投债

期限利差分别为：56bp、49bp，较上周收盘变化：-1bp、2bp。 



图 7 今年初以来 AAA 级信用债期限利差（1.1 至 8.7） 

等级利差看，AA+/AAA 等级总体利差走阔。1 年期 AA/AA+、AA+/AAA 利差分别

为：11bp、14bp，较上周收盘变化：-3bp、3bp；3 年期 AA/AA+、AA+/AAA 利差分别

为：22bp、23bp，较上周收盘变化：-3bp、4bp；5 年期 AA/AA+、AA+/AAA 利差分别

为：48bp、24bp，较上周收盘变化：-3bp、1bp。1 年期 AA/AA+、AA+/AAA 城投债利差

分别为：8bp、9bp，较上周收盘变化：0bp、1bp；3 年期 AA/AA+、AA+/AAA 城投债利

差分别为：11bp、15bp，较上周收盘变化：1bp、-1bp；5 年期 AA/AA+、AA+/AAA 城投

债利差分别为：15bp、27bp 较上周收盘变化：4bp、-6bp。 

图 8 三季度以来 AA+/AAA 等级 3 年期信用债利差走阔（7.1 至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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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p、22bp 和-15bp；1-3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

行 16bp、9bp 和 30bp；3-5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行 14bp、9bp 和 14bp。银

行永续债收益率也多数下行，1-3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12bp、9bp 和-

35bp，；3-5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行 14bp、13bp 和 12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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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升 70%，高于估值 5bp 及以上的笔数环比下降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