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好下暗含隐忧，债市冲高止盈，信用表现分化 

摘要 

本周资金延续宽松态势。周初为应对税期走款央行逆回购净投放略有提高，其后延续 30

亿低量投放，公开市场逆回购净投放 130亿元。DR001、DR007仍维持低位，分别收于 1.19%、

1.48%。本周同业存单平均发行利率较上周的 2.14%进一步下行约 6BP 至 2.08%，利率债本

周总发行量 5400.97 亿元，较上周有所增加。 

经济面情况，（1）LPR 维持不变，目前在实际贷款利率较低以及居民对地产信心不足的

背景下，LPR 调降的紧迫性并不高，但后续仍有一定调降空间；（2）总理关于“不会为过高

增长目标而出台超大规模刺激措施、超发货币、预支未来”、“要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

争取全年经济发展达到较好水平”的讲话或暗示了 5.5%的目标可能下修，当前保持就业与

物价的稳定是更加紧迫的任务；（3）欧洲央行超预期加息，海外加息潮下需求或不断收缩，

对我国经济和市场有一定利空影响。 

利率债方面，国债收益率呈“V”型走势，国开债收益曲线期限结构呈现“牛平”态势。

受资金宽松、LPR 不变、地产危机蔓延和增长目标或下修的预期的影响，本周债市前四天收

益率延续了上周的下行态势，而周五出于对后续政策的担忧出现了一波止盈回调。对比 7 月

15 日，3 年、5 年国债收益率分别下行 0.3bp、0.5bp，1 年、10 年国债收益率分别上行 2.0bp、

0.1bp；1 年、3 年、5 年、10 年国开债收益率分别下行 1.1bp、2.5bp、1.6bp、5.4bp。从活跃

券看，220210 收益率下行 1.00bp 至 3.0425%；220010 收益率下行 0.25bp 至 2.7825%。展望

后续我们认为多头因素仍将稍强于空头，债市会走出窄幅震荡下行的态势。 

信用面情况，本周房地产断贷余波发酵，政府态度稳字当头，市场信用分层愈加明显，

信用利差持续收窄，短久期债表现持续亮眼。（1）等级利差方面，信用债等级利差表现分化，

3 年期城投债 AAA 与 AA+等级利差走扩，从周初约 12BP 扩张至 13BP，仍存空间；（2）期

限利差方面，当前信用债期限利差整体陡峭，从配置角度看，在负债端稳定、估值波动空间

较大前提下，可以延续高等级适度拉久期策略；（3）产业债方面，各等级各行业信用利差大

多收窄，各企业类型信用利差亦有所收窄。其中地产债方面，行业风险释放或未结束，仍需

谨慎对待民企地产债；（4）城投债方面，本周各等级各地区城投债信用利差大多收窄。当前

市场下，城投再融资能力重于偿债能力，重点跟踪政府态度和市场情绪的边际变化；可以对

高等级城投债适度拉久期或对风险相对可控地区短久期下沉增厚收益。 

展望后市，需综合考虑不良信用事件余波，政府强信用态度变动影响。虽然我们看到部

分省份银行债权、非标、票据舆情不断，最后的结果都是情绪有限发酵后慢慢平息，当下城

投债依然是首选。后续建议城投债短久期下沉策略或各类信用债的高等级拉久期策略。 



一、市场动态 

（一）资金面 

本周公开市场资金净投放 130 亿元，OMO 利率维持 2.10%不变。周一、二央行分别投

放 120 亿和 70 亿逆回购，主要是应对税期走款对资金面的扰动，而周三四五继续延续 30 亿

的低量投放，说明当前市场流动性还是保持充裕状态，实际的确如此，截至 7 月 22 日，资

金利率继续维持低位，DR001 加权平均利率收于 1.19%，较 7 月 15 日下行 2.5BP ，R001 加

权平均利率为 1.27%，较 7 月 15 日下行约 1.4BP；R007 加权平均利率收于 1.57%，较 7 月

15 日下行约 2BP，而 DR007 加权平均利率收于 1.48%，较 7 月 15 日下行约 7.8BP。当前银

行间市场资金偏充裕，资金利率维持低位，持续性的低量逆回购显示出央行对于当前充裕的

流动性保持谨慎，短期上看“量”的宽松工具可能性较小，关注点应落在“价”上。而在银

行净息差承压及 6 月信贷数据边际修复影响下，7 月 LPR 并未调降，后续货币政策的重心

及走向需要重点关注经济修复的斜率以及“宽信用”进程，若地产问题持续发酵，后续 LPR

或有调降空间。 

（二）一级发行情况 

同业存单方面，本周同业存单净融资规模为-2,128.40 亿元，发行总额达 4,263.30 亿元，

平均发行利率为 2.08%，较上周的 2.14%进一步下行约 6BP，到期量为 4551.20 亿元。未来

三周，将分别有 4,138.30 亿元、2,552.80 亿元、5,199.30 亿元的同业存单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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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97 亿元，较上

图表 1. 14d 内资金利率仍然维持低位（07.22 对比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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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 4328.95 亿元增加 1070.02 亿元，其中国债发行 3101.70 亿元（上周发行 2364.30 亿元），

地方政府债发行 941.67 亿元（上周为 569.45 亿元），政金债发行 1357.60 亿元（上周 1395.20

亿元），本周净融资 1812.17 亿元（上周为-388.96 亿元）。 

（三）二级市场情况 

国债收益率呈“V”型走势，国开债收益曲线期限结构呈现“牛平”态势。对比 7 月 15

日，1 年期国债上行 2.0BP，3 年期国债下行 1.9BP，5 年期国债下行 0.5BP，10 年期国债上

行 0.13BP；1 年期国开下行 1.09BP，3 年期国开下行 2.5BP，5 年期国开下行 1.6BP，10 年

期国开下行 5.4BP。从活跃券看，10 年国开债活跃券 220210 收益率由上周五的 3.0525%下

行 1.00bp 至 3.0425%； 10 年国债活跃券 220010 收益率由上周五的 2.7850%下行 0.25bp 至

2.7825%。 

本周国开债收益率延续了上周的下行趋势，而国债呈现“V”型态势。从短端看主要关

注资金面的情况，银行间市场资金充裕叠加资产荒，R001 成交量持续创新高，机构通过拆

借隔夜资金加大杠杆套利的行为较多，对短债收益率形成下行压力；从长端看更多的是交易

经济预期，一方面，7 月 20 日总理讲话着重“稳就业稳物价”而“不会为了过高增长目标

而出台超大规模刺激措施、超发货币、预支未来”，由此市场开始交易下修 GDP 增长目标的

预期，此外，有关地产断供潮蔓延至地产供应商的报道也对债市形成进一步的利好；另一方

面，未来两周将是数据真空期，仅有 PMI 数据公布，虽然本周国常会未提新的增量政策，

但地产断供潮的走势尚不明确，若持续发酵可能会使得决策层加大刺激力度，这种预期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长端利率的下行。 

 

图表 2. 各期限国债到期收益率均下行（07.22 对比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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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各期限国开债到期收益率均下行（07.22 对比 07.15） 



二、经济面 

（一）LPR 维持不变，后续或有调降空间 

受地产冲击影响，近期 LPR 调降预期有所发酵，但 7 月 20 日发布的 1 年期和 5 年期

LPR 维持不变，打消了短期内“价宽”的预期。我们认为，当前形势下 LPR 调降的紧迫性

并不高，主要在于：（1）LPR 虽未降，但实际贷款利率已经大幅降低，企业端看，6 月份新

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已降至 4.16%，其比上年同期低 34 个基点，居民端看，在“房住不炒”、

支持刚需的政策引导下，多地首套房利率已经在 5年期LPR基础上再下调20基点至 4.25%；

（2）从地产端看，5 年期 LPR 若调降更多是为了提振房地产贷款的增量，而对存量的影响

有滞后性，然而 6 月社融数据边际转好表现亮眼，总量结构均有改善，因此此时再次调降的

必要性不大。此外，受地产断供潮影响，当前居民对地产信心持续受挫，此时再度调降 LPR

可能并无法起到对增量的积极作用，反而会进一步压缩银行存贷款利差，加大经营压力。对

债市而言，当前债市已经为 7 月社融数据转差预期进行定价，然而实际情况如何还需要让

“子弹再飞一会”，若地产形势持续恶化，我们判断在其它保地产政策的基础上，三季度 5

年期 LPR 报价还有一定下调空间。 

（二）以稳当头，就业和物价优先级更高 

7 月 19 日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视频特别对话会强调，发

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推动经济运行尽快回归正常轨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主要支撑是就业稳物价稳。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针对性，继续着力帮扶市场主体纾解困

难，留住经济发展的“青山”。宏观政策既精准有力又合理适度，不会为过高增长目标而出

台超大规模刺激措施、超发货币、预支未来。要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争取全年经济发

展达到较好水平。稳增长一揽子政策措施还有相当大发挥效能的空间，增值税留抵退税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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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超过 1.8 万亿元，政策持续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实际退税规模；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实际使

用，新出台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运用，将会形成有效投资更多实物工作量并拉动就

业和消费。 

此番讲话或暗示了 5.5%的目标可能下修，保持就业与物价的稳定是更加重要的任务。

当前就业和物价形势比较严峻。就业方面，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7%，高于去

年同期 0.5 个百分点，16—24 岁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6 月份达到 19.3%，今年破千万的高

校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就业压力突出。物价方面，上半年分月看，CPI 同

比前低后高，6 月 CPI 上涨 2.5%，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猪肉价格的

拖累效应正在进一步减轻，叠加能源食品价格持续维持高位，下半年“猪油共振”可能会使

CPI 承压。7 月 22 日，国常会再提“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优先保障稳就业、稳物价目

标实现”，也说明了当前稳定就业和物价的优先级。 

（三）通胀“高烧”不退，欧洲央行超预期加息 

7 月 19 日，欧元区 6 月 CPI 公布，同比达 8.6%，创历史最高水平。 7 月 21 日，欧洲

央行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将三大关键利率上调 50 个基点，这也是欧洲央行 11 年来首次加

息，加息幅度超市场普遍预期的 25 基点。此外，欧洲央行还公布了一项传输保护工具（TPI），

这是一项新的债券购买计划，旨在确保其货币政策立场平稳地传递到所有欧元区国家，帮助

负债较多的欧元区国家，并防止欧元区内部出现金融分裂。 

在地缘冲突的影响下，欧洲面临能源和食品价格不断飙升的困境中，这也是欧元区 CPI

不断续创新高的重要原因。此次加息是欧洲央行面临高通胀下的不得已之举，然而供给端的

问题无法通过影响需求端的政策来彻底解决，虽然通过加息抑制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降低通胀，但是代价是可能使经济陷入衰退。目前来看，美国和欧洲央行的目标还是将控制

通胀放在首位，如果通胀率仍持续“高烧”，预计之后会采取更激进的举措。海外主要经济

题加息潮下需求或不断收缩，我国出口面临冲击，对经济和市场有一定利空影响。 

三、信用债 

（一）本周二级市场成交分析 

从成交量看，受房地产断贷停工潮与经济不利数据影响，本周信用债市场热度减弱，中

介统计实际成交量较上周环比下降 10%，累计成交 8088 亿元。 

从评级看，本周高评级债券交投持续活跃，其中 AAA 评级成交占比 67%，AA+评级占

比 22%。从企业性质看，国企信用债交易热情未受影响，成交量占比 94%；从行业看，城投

债占比较大，交易量占比 37%。受地产断贷潮发酵等不利消息影响，地产板块情绪较弱，成

交量降至 5%。从剩余期限看，短久期策略热度不减，本周 3 年以内信用债成交占比达 93%，



其中 1 年及以下、1 年以上 3 年及以下信用债占比分别为 47%和 46%。受外围不利因素影

响，市场投资情绪倾向保守，永续债成交量环比下降 23%至 570 亿元，同时银行二级资本债

成交量达 1836 亿元，环比抬升 13%。其中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占比 62%、23%

与 16%，且国有大行上升明显。 

从成交收益率看，本周信用债收益率稳步走低。1 年及以下 AAA、AA+和 AA 及以下

评级分别下行 5bp、1bp 和 10bp；1 年以上 3 年及以下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下

行 12bp、12bp 和 3bp，3 年以上 5 年及以下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下行 12bp、

8bp 和 22bp。 

城投债方面，整体表现分化。分省来看，公募债中，AAA 评级广东、江苏成交笔数在

75 笔及以上，其余成交较活跃的省市还有山东、河南、北京、天津、上海、江西和浙江等，

其中除江苏、江西和上海外，收益率均有所下行；AA+评级江苏、浙江、山东和安徽成交活

跃度居前，除山东外收益率均有所下行；AA 及以下江苏及浙江收益率有所下行。私募债中，

AAA 评级江苏收益率有所下行；AA+评级江苏、浙江、河南、江西和山东成交活跃度居前，

除江苏浙江外，收益率均有所下行；AA 评级江苏收益率有所上行。 

银行二级资本债及永续债方面，二级资本债收益率整体下行，1 年及以下国有大行、股

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行 17bp、20bp 和 80bp；1 年以上 3 年及以下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

农商行分别下行 44bp、124bp 和 1bp，其中国有大行和股份行下行较多。主要是久期有所压

缩；3 年以上 5 年及以下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行 6bp、8bp 和 9bp。银行永续

债收益率也整体下行，1 年以上 3 年及以下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行 10bp、

12bp 和 8bp，3 年以上 5 年及以下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下行 9bp、33bp 和

44bp，其中股份行下行较多主要是久期有所压缩导致。 

短融方面，以 6 个月期限内超短债成交为主，周初央行加大 OMO 投放量，收益率下行

尤快，电力和交运行业成交量较大，后半周短融交投活跃度有所下降。按中债估值来看，3

个月期限 AAA 短融收益率收盘在 1.83%，下行 7bps，6 个月期限 AAA 短融收益率收盘在

1.97%，下行 7bps，1YAAA 短融收益率收盘在 2.22%，下行 8bps。6 个月至 1 年期期限利差

在 24bps，下降 1bps。 

中票方面，3 年期内中票交投保持活跃，3Y 以上交投量周内见涨，由于周中利率债收

益率不断下探，带动债市整体买盘积极，电力、交运和地产行业受到追捧。按中债估值来看，

3 年期 AAA 估值 2.76%，下行 7bps，5 年期 AAA 估值 3.14%，下行 9bps。期限利差方面，

3 年以上 5 年及以下利差为 38bps，走窄 2bps。信用利差方面，3 年期 AAA 信用债(相较同

期限国开债)信用利差走窄 4bps 至 23bps，5 年期 AAA 信用利差下降 7bps 至 39bps。 



成交偏离估值分布来看，根据中介成交数据统计，本周低于估值 5bp 以上成交的笔数较

上周抬升 13%，高于估值 5bp 及以上的笔数环比抬升 12%，分化情况加剧。 

（二）本周一级市场发行分析 

发行量来看，本周发行 281 支非金融信用债，金额合计 2435 亿元，净增量为-564 亿元，

发行量环比抬升 6%，因到期量增幅更大，净偿还量反而抬升 204%。取消发行方面，本周合

计取消发行 3 支债券，计划发行金额约 20.9 亿元。结构上，评级和期限方面，AA+评级贡

献多数发行和净增，发行和净增前四位的分别是 1 年以上 3 年 AA+评级（352 亿元和 183 亿

元）、3 年以上 5 年及以下 AA+评级（53 亿元和 19 亿元）、1 年以上 3 年 AAA 评级（587 亿

元和 14 亿元）和 1 年及以下 AA 及以下评级（50 亿元和 3 亿元）。行业上（按 Wind 行业），

城投发行量在 1003 亿元，净增量为-26 亿元，地产债的发行和净增量分别为 91 亿元和 24 亿

元。 

发行收益率方面（按照评级和期限划分，选取中位数）：根据 DM 统计，各评级期限发

行利率有所分化。AAA 评级 1 年期以内、1 年以上 3 年和 3 年以上 5 年及以下分别较上周

变化 1bp、0bp 和-6bp；AA+评级 1 年期以内、1 年以上 3 年和 3 年以上 5 年及以下分别较

上周变化-6bp、-4bp 和 5bp；AA 及以下评级 1 年及以内、1 年以上 3 年分别上行 65bp 和

62bp。个券方面，部分民企发行利率相对较高，比如 22 富兴 MTN001（3 年）发行在 6.8%、

22 恒逸 CP006（1 年）发行在 6.45%。 

发行收益率和发行上限利差来看（按照评级和期限划分，选取中位数）：根据 DM 统计， 

1 年以下 AA+、AA 及以下评级分别走扩 12bp 和 65bp，1 年以上 3 年 AAA、AA+和 AA 及

以下评级分别变化 3bp、-13bp 和-27bp，3 年以上 5 年及以下 AAA、AA+评级分别走扩 33bp

和 17bp。 

四、后续展望 

利率债方面，短期内资金面仍然宽松无忧，叠加 LPR 维持不变、地产危机可能蔓延以

及增长目标或下修的预期的影响，本周债市前四天收益率延续了上周的下行态势，而周五出

现了一波止盈回调，或是出于对国常会中可能会提出新的增量政策的担忧，而此次国常会仍

是强调过往存量政策的执行，并未提及新的增量政策，这是对下周市场的一个利好因素。当

前债市的主线更多是在于对经济复苏前景的不明确， “宽货币”与“宽信用”的多空交织。

展望下周，我们认为当前多头因素稍强于空头，债市会走出窄幅震荡下行的态势。 

信用债方面，本周信用债走势稳定，各期限收益率均有下行。由于资金面始终充裕，理

财、基金等重要买方的资金亦充足，持券人惜售债券，买盘涌入带动收益率不断走低，走出

了短端强势牛陡，带动长端牛平的形态。目前看来，基本面仍然承压，资金主动收紧的概率



并不大。但是基本面边际改善的刺激政策预期仍在，长端的调整风险较短端更大。 

同时，境内流动性保持宽松，支撑“资产荒”持续发酵，当前中高等级、中短久期总体

信用利差再次压缩到历史极低位置，利差保护空间可能不足，套息加杠杆策略需适度，否则

未来可能面临一定的解杠杆压力；在“资产荒”可能延续的情况下，考虑到当前城投债破刚

兑预期不强，重仓城投债短期无忧。展望后市，虽然我们看到部分省份银行债权、非标、票

据舆情不断，最后的结果都是情绪有限发酵后慢慢平息，虽然当下城投债性价比一般，但是

其他资产难言更佳，当下城投债依然是首选。后续建议城投债短久期下沉策略或各类信用债

的高等级拉久期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