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预期与政策预期双双弱化，债市全线冲高 

——债市周评（22 年 7 月 25 日-7 月 29 日） 

主要观点： 

七月末资金面宽松延续，周一至周四隔夜加权价格在 1.1%附近徘徊，跨月当天主要资

金利率翘尾。R001 较 7 月 22 日上涨 17.01bps 收于 1.44%，R007 加权价格上行 13.66bps 收于

1.70%。本周银行体系资金面超宽松态势或与月末财政投放以及前期地方专项债募集资金陆

续拨付到位有关，资金供给充足大幅拉低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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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局会议为政策定调，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用好用足存量政策。财政

政策注重用好用足包括专项债在内的存量政策，货币政策要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支撑宽信

用进程，用好政策性银行新增信贷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在房地产问题上，强调因城施

策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经济增速不再强调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而是力

争实现最好的结果。三季度需密切关注各项存量政策落地情况及相关经济数据反映的政策实

效。 

利率债方面，经济预期转弱叠加资产荒，本周债券收益率曲线全面下移，国债与国开债

双双呈现“牛陡”行情。本周利率债发行总量 3331.5 亿元，其中发行国债 1257 亿元、政金

债 1307.50 亿元、地方债 767 亿元，各券种发行量较上周均有所回落，利率债净供给出现下

降。资金面极度宽松，短端资产呈现拥挤态势，推动短债收益率下行。 

信用债方面，政治局会议首次强调用足用好地方专项债务限额，无风险利率继续下行，

短端信用债利差被动走阔，长端信用债表现亮眼，城投债仍受追捧。 

一级方面，净融资情况较上周明显改善。本周发行 264 支非金融信用债，金额合计 2479

亿元，净增量为 101 亿元，发行量环比抬升 2%，带动净增转正。其中城投发行量在 1055 亿

元，净增量为 251 亿元。二级方面，1 年期信用利差走阔，3 年期信用利差表现分化，其中

3 年期 AA+城投债受市场追捧，5 年期信用利差收窄。1 年期 AAA 城投债信用利差 27bp、3

年期 AAA、AA+城投债信用利差 22bp、48bp、5 年期 AAA 城投债信用利差 46bp，分别较上

周变化：+0.88bp、-0.6bp、-3.59bp、-0.23bp。 

展望后市，债市收益率下行仍有动能，或向下突破底部阻力位。目前多头情绪较高，考

虑“资产荒”延续、后续弱势经济面与宽松资金面并存，建议结合自身风险偏好、风控要求、

持有期限择机把握投资机会，其中信用债方面，城投债短久期下沉策略仍可持续。 



一、资金面宽松态势加剧，月末效应引领主要资金价格翘尾 

本周 R001 加权价格大幅走低，周一至周四 R001 加权价格在 1.1%附近徘徊，周三、周

四盘中一度跌破 1.0%，周五由于月末效应带动，上涨收于 1.44%，全周资金面尽显宽松之态。

在机构跨月需求加持下，R007 加权价格较 7 月 22 日上行 13.66bps，收于 1.70%。R014 由于

需求不强，加权价格较 7 月 22 日下行 10.63bps，收于 1.67%，整体而言，机构跨月平盘压力

不大。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共投放资金 160 亿元，周一、周二均开展 50 亿元 7 天逆回购

操作，周三至周五每日进行 20 亿元 7 天逆回购操作，全周 7 天逆回购共到期 280 亿元，央

行实现资金净回笼 120 亿元，操作价格 2.1%，与往期持平。周五，央行开展了央行票据互换

操作，操作量 50 亿元，期限 3 个月，费率 0.10%，总量与往期持平。本周同业存单发行 4285

亿（前值 4219 亿），净融资-399 亿（前值-1065 亿）。3A 评级主要期限存单利率均创下年内

新低，3M 收益率下降 9.7bps 至 1.62%，6M 收益率下降 6.03bps 至 1.81%，1Y 收益率下降

11bps 至 2.05%。存单利率下行的核心逻辑是实体融资需求较弱导致金融体系出现资产荒，

另外资金利率偏低、流动性收紧的预期消散也催发存单利率下行。 

外围方面，周四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决定加息 75bp，以应对高企

的通胀率。同日，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二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初值-0.9%，预期

0.4%，前值-1.6%，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显示美国经济的列车已然“向衰退驶去”。本

周美元指数先升后降，周二升至 107.24 是对加息临近的预期反映，而后逐渐回落，周五收于

105.84，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忧虑显现。随着加息深化，利率已回升至 2.5%，后续加息道

路越来越窄，下半年美国经济将面临通胀与衰退并存的双重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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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银行体系资金面超宽松态势或与月末财政支出转存款以及前期地方专项债募集资

金陆续拨付到位有关，流动性极端宽松下，机构融出行为激增，资金供给大幅增加拉低价格。

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成交量周一成交量达 6.83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周二至周四均保持

在 5 万亿元以上，周五回落至 4 万亿元左右水平，量大价低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淤积堰塞。

近期，央行频繁微量调整公开市场操作量是在已知市场流动性充分宽裕下的谨慎操作，试图

以精细化操作来引导资金利率以相对平缓、温和的节奏回归政策利率。 

资金面极端宽松的时候已经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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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大量资金淤

积在货币市场上空转。 

图 1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走势图（7.18-7.29） 

 

图 2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成交量（7.18-7.29） 

 

二、增量政策与增速目标预期双双弱化，经济修复更看存量政策 

周四政治局会议与前期国常会相关表述一脉相承，要求“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疫情防控的优先级在语序上依旧最高。但相较于 4 月政治局会议，本次会议在

宏观逆周期调控力度并未加码，弱化了增量政策预期，更加强调对已有政策的执行，要求宏

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具体来看，财政政策强调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

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货币政策方面，维持宽货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

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用好政策性银行新增信贷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支撑宽信用在基

建领域发力；在房地产问题上，强调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

交楼、稳民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治局会议在经济目标的完成上表述温和，要求“巩固



经济回升向好趋势，力争实现最好的结果”，“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

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不再一味强调目标，更加注重务实地走好稳经济的路子，推出

大规模增量措施已无必要。 

存量政策方面，二季度不少新的增量政策还未完全落地，周五央行《二季度金融机构贷

款投向统计报告》对此也有印证，二季度基建贷款意外偏弱，仅新增 7600 亿元，比去年同

期少增 819 亿元，基建发力还未到位。二季度余留的增量政策包括 8000 亿政策性银行新增

信贷、3000 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3000 亿铁路建设债券和新增 1420 亿的留抵退税，还

未全部落地，仍有较大的实施空间。在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方面，根据财政部公开数据，

2022 年专项债务限额 21.82 万亿元，截至 6 月末，专项债务余额 20.26 万亿元，今年还有上

限为 1.56 万亿元专项债余额可以动用，仍有发行空间。此外，不少已落地政策传导需要时

间，如专项债上半年基本发行完毕，但不少仍待使用，形成实物工作量还需时间。因此，三

季度需密切关注各项存量政策落地以及相关经济数据反映的政策实效。 

三、经济复苏预期转弱叠加资产荒，收益率加速下探 

本周利率债发行总量 3331.5 亿元，其中发行国债 1257 亿元、政金债 1307.50 亿元、地方

债 767 亿元，上周分别发行 3101.70 亿元、1367.6 亿元、941.67 亿元，各券种发行量均有所回

落，利率债净供给出现下降。二级市场方面，本周债券收益率曲线全面下移，国债与国开债

双双呈现“牛陡”行情，国债与国开债短端下行幅度大于长端。对比 7 月 22 日，1 年期国债

下行 4.13bps，3 年期国债下行 5.34bps，5 年期国债下行 6.65bps，10 年期国债下行 3.1bps；1

年期国开下行 10.48bps，3 年期国开下行 5.74bps，5 年期国开下行 5.28bps，10 年期国开下行

7bps。活跃券方面，10 年国开债活跃券 220210 收益率由上周五的 3.0425%下行 3.25bps 至

3.01%；10 年国债活跃券 220010 收益率由上周五的 2.7825%下行 2.75bps 至 2.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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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缺口极小，商业银行资产荒持续时

间或超预期。从长端来看，市场交易的更多是对经济面的预期。周三公布的工业企业利润数

据，2022 年 1-6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长 1.0%，6 月当月同比增长 0.8%，小幅

修复，未超预期。周四政治局会议定调，压缩增量财政政策想象空间，经济目标完成表述温

和，市场对经济弱复苏以及经济增速目标难完成形成共识，债市当日由空转多，收益率应声

直下。周五央行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报告中显示房地产贷款投放依旧低迷，且各地房地



产风险化解方案还未具体落地实施，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存忧，债市收益率继续向下。 

展望后市，目前多头情绪较高，考虑后续弱势经济面与宽松资金面并存，收益率下行仍

有动能，或向下突破底部阻力位。周日统计局公布 7 月中采 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0%，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以下，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

出指数分别为 53.8%和 52.5%，虽连续两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但较上月分别下降 0.9 和 1.6 个

百分点。利多因素：（1）7 月 PMI 公布，经济景气水平回落；（2）宽货币持续，流动性维系

宽松；（3）下半年增量财政政策基本落空，完成经济目标表述温和；（4）疫情多点散发，外

溢风险仍存。利空因素：（1）8 月及以后专项债资金形成实物工作量的宽信用环节有望加快，

消耗商业银行超储，利空资金面；（2）各地房地产纾困方案有望逐步出台、落地实施，帮助

房地产行业化解风险；（3）迫近低位止盈情绪同步酝酿。 

图 3 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均下行（07-29 对比 07-22） 

 

图 4 各期限国开债收益率均下行（07-29 对比 07-22） 

 

 



四、无风险利率下行带动信用债收益率下探，市场热度持续分化 

一级市场发行方面：净融资较上周扭负为正，城投债净增明显。 

发行量来看：本周发行 264 支非金融信用债，金额合计 2479 亿元，净增量为 101 亿元，

发行量环比抬升 2%，带动净增转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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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亿元和 222 亿元)、3-5 年 AAA 评级(337 亿

元和 131 亿元)、1-3 年 AA 及以下评级(227 亿元和 102 亿元)和 3-5 年 AA 及以下评级(39 亿元

和 23 亿元)。行业上，城投发行量在 1055 亿元，净增量为 251 亿元，地产债的发行和净增量

分别为 59 亿元和-4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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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p、8bp 和-14bp；AA+评级 1年期以内、1-3 年和 3-5 年分别较上周变化-32bp、

96bp 和 3bp，1-3 年抬升较多主要是弱区域或债务较重城投发行较多；AA 及以下评级 1 年及

以内、1-3 年分别变化-14bp 和 3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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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綦江东开小微债(5 年)、22 双桥经开 MTN001(3+2 年)均发行在 7%。 

发行收益率和发行上限利差来看：评级利差多数走扩，1 年以下 AA+、AA 及以下评级

分别走扩 25bp 和 35bp，1-3 年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变化-9bp、9bp 和 40bp，3-

5 年 AAA、AA+评级分别变化 5bp 和-6bp。 

二级市场成交方面：收益率普遍下行，中高等级短久期信用利差走阔，期限与等级利差

涨跌互现。 

成交收益率来看， 1 年及以下 AAA、AA+评级分别变化-3bp、-5bp；1-3 年 AAA、AA+

评级分别下行 6bp、4bp，3-5 年 AAA、AA+评级分别变化-3bp、-4bp。  

成交量来看，本周成交量环比抬升 1%，成交量约 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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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其中 1 年及以下、1-3 年占比分别为 44%和 47%。银行二级

资本债成交量环比下降 7%，约 1702 亿元，其中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占比 66%、

20%和 13%，国有大行占比继续抬升；评级上以 AAA 评级为主，占比 92%；行权期限集中

在 1-5 年间，1-3 年、3-5 年分别占比 36%和 61%。 

信用利差来看，中高等级短久期信用利差走阔。1 年期 AAA、AA+、AA 主体中债中短

期票据信用利差分别为：28.05bp、38.8bp、52.8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4.64bp、3.64bp、



6.64bp；3 年期 AAA、AA+、AA 主体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分别为：21.86bp、40.71bp、

65.71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0.66bp、1.35bp、-1.65bp；5 年期 AAA、AA+、AA 主体中债

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分别为：35.98bp、58.89bp、109.89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3.15bp、

-6.16bp、-3.16bp。其中城投：1 年期 AAA、AA+、AA 主体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别为：27.67bp、

35.31bp、43.31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0.88bp、0.88bp、-0.12bp；3 年期 AAA、AA+、AA

主体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别为：22.82bp、32.77bp、48.27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0.6bp、-3.59bp、

-1.59bp；5 年期 AAA、AA+、AA 主体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别为：46.85bp、57.87bp、90.37bp，

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0.23bp、-3.23bp、-2.23bp。 

图 6 今年以来城投债信用利差（2022.1.1-202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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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53.24bp、36.23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0.56bp、-2.03bp；AA+主体 3Y/1Y、5Y/3Y 中

短期票据期限利差分别为：61.34bp、40.29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2.45bp、-7.05bp；AAA

主体 3Y/1Y、5Y/3Y 城投债期限利差分别为：54.58bp、46.14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3.26bp、

0.83bp；AA+主体 3Y/1Y、5Y/3Y 城投债期限利差分别为：56.89bp、47.21bp，较上周收盘分

别变化：0.27bp、0.82bp。 



等级利差看，各等级内涨跌互现。1 年期 AA/AA+、AA+/AAA 中短期票据等级利差分

别为：14bp、10.75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3bp、-1bp；3 年期 AA/AA+、AA+/AAA 中短

期票据等级利差分别为：25bp、18.85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3bp、2.01bp；5 年期 AA/AA+、

AA+/AAA 中短期票据等级利差分别为：51bp、22.91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3bp、-3.01bp。

1 年期 AA/AA+、AA+/AAA 城投债等级利差分别为：7.64bp、8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

0bp、-1bp；3 年期 AA/AA+、AA+/AAA 城投债等级利差分别为：9.95bp、15.5bp，较上周收

盘分别变化：-2.99bp、2bp；5 年期 AA/AA+、AA+/AAA 城投债等级利差分别为：11.02bp、

32.5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3bp、1bp。 

城投债方面分省来看，公募债中，AAA 评级江苏、广东成交笔数在 85 笔及以上，其余

成交较活跃的省市还有北京、上海、山东、河南、浙江、福建、天津和江西等，其中除天津、

河南和上海外，收益率均有所下行；AA+评级江苏、浙江、湖南、福建和安徽成交活跃度居

前，除福建和湖南外收益率均有所下行；AA 及以下江苏收益率有所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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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 7bp、38bp 和 9bp；1-3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

1bp、-5bp 和-26p；3-5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行 5bp、9bp 和 5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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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p、-23bp 和 10bp，；

3-5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7bp、22bp 和-9bp，其中股份行上行较多主要

是久期拉长所致。 

成交偏离估值分布来看，本周低于估值 5bp 以上成交的笔数较上周下降 28%，高于估值

5bp 及以上的笔数环比抬升 27%，分化情况变化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