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准符合预期，地产政策再发力，债市博弈加剧 

——债市周评（2022 年 11 月 21 日-11 月 25 日） 

 

摘要: 

本周 LPR 公布，两品种报价均与上月持平，周中央行放出宽松信号，资金面受降准预

期影响，全周价格持续下行。全周资金价格先下后上，DR001 下行 30bp 至 1.02%，R001 下

行 26bp 至 1.15%，DR007 上行 1bp 至 1.73%，R007 上行 3bp 至 1.82%。在政策目标由宽货币

转向宽信用的窗口期，央行仍将呵护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但在小幅降准后，短时间内进一步

宽松可能性较小，资金面回到年中宽松态势可能性较小。 

地产政策再次放出，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出台“十六条”规定保持房地产融资平

稳有序、依法保障住房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受疫情扰动影响，2022 年 1—10 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1—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9768.2 亿元，

同比下降 3.0%，较上月低 0.7%；实现营业收入 111.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6%。 

地产十六条放出，引发市场对宽信用预期情绪，但疫情扰动犹存，加之降准落地，本周

利率债呈现长端“先下后上”、短端“一路向下”的走势差异。截至 11 月 25 日，1 年期国债

收 2.07%，较上周五下行 10.5bp；5 年期国债收 2.61%，较上周五下行 1.5bp；10 年期国债收

2.83%，较上周五上行 0.5bp。1、5、10 年期国开债较上周五分别下行 10bp、3bp、1.5bp。本

周，收益率曲线短端大幅下行，长端小幅上行，呈现牛陡趋势。 

信用利差全线缩窄，期限、等级利差全线持续走阔。一级发行规模略升，地产净增持续

为负，发行利率上行。二级市场方面，收益率多数上行。信用利差全线缩窄，期限、等级利

差全线持续走阔。 

当前债市仍处于高波动时点，市场消息面间的博弈情绪高涨。本周出现重大利好后紧接

重大利空的消息面变化，多头信心被极大挫伤，目前市场已经逐步形成逢高做空，谨慎做多

的一致认识。下一阶段在无重大利好信号的情况下，普遍看空的情绪难以改变，多头的信心

修复也需要一定时间，但市场围绕消息面的高波动是否会持续，仍需观察债市的微观交易结

构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收益率曲线方面，在资金面保持中性，地产政策逐步落地的预期下，

下周国债收益率曲线或转为熊陡。 

  



一、降准公布，资金面小幅宽松，年内流动性环境保持中性偏松。 

本周 LPR 公布，两品种报价均与上月持平，周中央行放出宽松信号，资金面受降准预

期影响，全周价格持续下行。上半周市场仍延续上周宽松的氛围，资金价格持续下行，随着

国常会宽松信号放出，资金面进一步宽松，下半周受逆回购大量净回笼影响，资金价格回调。

全周资金价格先下后上，DR001 下行 30bp 至 1.02%，R001 下行 26bp 至 1.15%，DR007 上行

1bp 至 1.73%，R007 上行 3bp 至 1.82%。公开市场方面，逆回购投放 230 亿元，到期 4010 亿

元，净回笼资金 3780 亿元。 

受资金面宽松影响，本周存单市场收益率小幅下行，1 年期 AAA 存单利率下行 9bp，收

于 2.43%。供给方面，受存单到期规模影响，在资金利率中枢小幅回调情况下，存单再融资

需求保持旺盛。而需求方面，存单的主要需求方广义基金、理财等维持净卖出，农村商业机

构成为本周二级市场最大买入机构类型。但从一级市场认购来看，货币基金与理财仍然是一

级市场主要参与者，主要认购 3M 期限。全周来看，存单共发行 5,877.3 亿元，到期 4542.4 亿

元，净融资 1361.9 亿元。 

降准幅度符合预期，资金面仍将保持中性偏松局面。央行公告称将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

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 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共

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5000 亿元。本周资金面有较强的引导力量，前期是理财赎回的冲击将逐

步消退，周中影响因素则主要来自对降准幅度的博弈，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的净回笼。在政策

目标由宽货币转向宽信用的窗口期，央行仍将呵护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但在小幅降准后，短

时间内进一步宽松可能性较小，资金面回到年中宽松态势可能性较小。下周，月末跨月需求

窗口将开启，资金面预计会有小幅波动。 

图 1 近期资金利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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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要存单持有者近期净买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idata 

图 3 AAA 存单利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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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存单发行与净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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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产政策再次放出，工业企业利润结构持续改善。 

11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工作的通知》，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出台“十六条”规定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

序、依法保障住房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从“十六条”的具体内容来看，本次通知在房地产

开发贷款投放、“保交楼”专项借款计划、房贷展期方面有了更为明确的指引，同时对房地

产企业的风险资产处置、住房租赁金融等方面做了进一步引导。内容中较为引发市场遐想的

是第十三条，其明确说明商业银行如由于疫情影响等客观原因，不能如期满足房地产贷款集

中度管理要求，可在人民银行及银保监会评估后，延长演出其过渡期。此外，第二批 2000 亿

元的商业银行“保交楼”再贷款计划中，也明确了对专项借款在不良、风险分类、和借款主

体方面的特殊性。10 月房地产资金来源数据较上月同比跌幅收窄，房地产贷款分项同比跌

幅收窄 0.6%至-26.6%，但同比跌幅仍大于合计的-24.7%。“十六条”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对

占比较大、融资需求较为迫切的地产宽信用落地的进一步推动，可预见房地产贷款分项有较

为显著的改善，从而带动房地产融资整体回暖。 

受疫情多发影响，2022 年 1—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1—10 月份，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9768.2 亿元，同比下降 3.0%，较上月低 0.7%；实现营业

收入 111.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6%。分经济类型来看，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降幅较大，分别下降 7.6%与 8.1%；国企同比实现利润正增长，增长 1.1%。

分行业类型来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10 倍，较为突出；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92.7%，大幅下降。总体看，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结构继续改善，部分中

下游行业利润回升明显。但也要看到，近期国内疫情散发多发，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工

业企业效益恢复面临较大压力。 

图 5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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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工业企业营收与利润累计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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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空信号往复、债市波动加剧，回归基本面仍是主要趋势。 

一级发行方面（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银行债），本周总发行量 2986 亿元，较上周的

3016 亿元减少 30 亿元。其中国债发行 1921 亿元（上周发行 1512 亿元），地方政府债发行

185 亿元（上周 514 亿元），政金债发行 880 亿元（上周为 990 亿元），本周净融资 1700 亿元

（上周为 1253 亿元）。 

地产十六条放出，引发市场对宽信用预期情绪，但疫情扰动犹存，加之降准落地，本周

利率债呈现长端“先下后上”、短端“一路向下”的走势差异。截至 11 月 25 日，1 年期国债

收 2.07%，较上周五下行 10.5bp；5 年期国债收 2.61%，较上周五下行 1.5bp；10 年期国债收

2.83%，较上周五上行 0.5bp。1、5、10 年期国开债较上周五分别下行 10bp、3bp、1.5bp。周

一，净回笼 20 亿元，11 月 LPR 保持不变，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全国性商业银行信贷工作

座谈会、央行行长发表讲话谈及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支持比较有力，工信部等三部门发文为

2023 年实现“开门稳”，收益率先下后上；周二，净回笼 1700 亿, 但资金面整体宽松，国

有企业资产估值的发言，加之股市反弹，债市收益率震荡上行；周三，净回笼 690 亿元，疫

情防控总体呈现加码的态势，全天收益率震荡下行，晚间国常会提及降准，夜盘收益率进一

步下行；周四，净回笼 1240 亿元，银保监会发布 16 条金融举措，全面支持楼市平稳健康发

展，收益率震荡大幅度上行；周五，净回笼 130 亿元，由于地产政策有进一步放松迹象，今

日呈现震荡上行态势，晚间宣布 12.5 日降准，未超出预期，收益继续上行。 

当前债市仍处于高波动时点，市场消息面间的博弈情绪高涨。本周出现重大利好后紧接

重大利空的消息面变化，多头信心被极大挫伤，目前市场已经逐步形成逢高做空，谨慎做多



的一致认识。下一阶段在无重大利好信号的情况下，普遍看空的情绪难以改变，多头的信心

修复也需要一定时间，但市场围绕消息面的高波动是否会持续，仍需观察债市的微观交易结

构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市场的高波动是带有很强的阶段性的，且高波动并不代表市场中筹

码价格的高度分散，因为市场目前对于追涨杀跌的交易逻辑十分谨慎，往往出现较高波动时

真金白银投入的并不多。中长期来看，市场波动性与对消息面的过度敏感都将回归至历史均

值水平，收益率的走势更应关注“宽货币，宽信用”的过程，以及基本面复苏的节奏。展望

后市，基本面方面应关注地产融资的修复情况、基建项目的开工情况等基本面边际修复变量，

可能会有新的温和政策不断提出，经济修复的预期可能会是相对缓慢且温和的；资金面方面，

官方已经多次表面“稳字当头”的态度，当下经济，仍然是在筑底企稳的阶段，收紧概率较

小；防疫政策的基调与防控模式的调整，仍需要在当下的窗口期进行观察。本周，收益率曲

线短端大幅下行，长端小幅上行，呈现牛陡趋势。在资金面保持中性、地产政策逐步落地的

预期下，下周国债收益率曲线或转为熊陡。 

图 7 国债收益率期限结构 

 

数据来源：wind 

图 8 国开收益率期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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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用债方面 

一级发行规模略升，地产净增持续为负，发行利率上行。二级市场方面，收益率多数上

行。信用利差全线缩窄，期限、等级利差全线持续走阔。 

一级发行量看，本周发行 214 支非金融信用债，金额合计 2156 亿元，净增量为-737 亿

元，其中发行量环比上升 40%，到期量环比上升 22%。 

结构上，评级和期限方面，AAA 评级继续贡献多数净偿还量，发行和净偿还量前四位

的分别是 1 年及以下 AAA 评级（840 亿元和 338 亿元）、3-5 年 AAA 评级（39 亿元和 

156 亿元）、1-3 年 AA+评级（227 亿元和 83 亿元）和 1 年及以下 AA+评级（183 亿元

和 75 亿元）。行业上，城投发行量在 810 亿元，净增量为-115 亿元，地产债的发行和净增

量分别为 71 亿元和 11 亿元。  

图 9 今年以来净融资额走势（2022.1.1 至 2022.11.26） 

 

 



发行收益率方面，各评级期限发行利率持续多数上行。AAA 评级 1 年期以内、1-3 年

和 3-5 年分别较上周变化-15bp、11bp 和 210bp；AA+评级 1 年期以内、1-3 年分别较上周

变化 4bp 和-44bp；AA 及以下评级 1 年及以内、1-3 年分别上行 23bp 和 92bp。 

个券方面，部分弱区域或债务负担较重城投和民企发行利率相对较高，比如 22 振东债 

01（3+4 年）发行在 7%、22 恒逸 CP008（1 年）发行在 6.8%。 

发行收益率和发行上限利差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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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级整体。其余期限评级利差多数走扩，1 年以下 AA+、AA 及

以下评级分别变化 0bp 和 17bp，1-3 年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变化 17bp、8bp 

和-17bp，3-5 年 AAA 保持不变。 

二级市场方面，收益率有所分化。信用利差长端扩张，期限利差全线持续收窄，等级利

差平稳，曲线总体走平。 

信用债本周成交量环比抬升 7%，成交量约 12382 亿元。结构上，分评级来看：成交以 

AAA 评级为主，占比约 58%，AA+评级占比约 29%。分企业性质来看：国企成交量占比 97%；

分行业来看：城投成交量占比 49%，地产占比仅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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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和 44%,1 年以下占比环比

有所抬升；银行二级资本债成交量环比下降 22%，约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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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2%和 13%；评级上以 AAA 评级为主，占比 

92%；行权期限上集中在 1-5 年间，1-3 年、3-5 年分别占比 42%和 47%，1-3 年占比环比

继续抬升。 

图 10 本周新发行信用债主体评级（2022.11.21 至 2022.11.26） 

 

 



成交收益率来看，收益率有所分化。1 年及以下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变

化 0bp、-6bp 和 3bp；1-3 年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变化 1bp、4bp 和-2bp，

3-5 年 AAA、AA+和 AA 及以下评级分别变化 5bp、-13bp 和-100bp。 

信用利差来看，全线收窄。1 年期、3 年期、5 年期 AAA 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36BP、37BP、42BP，较上周收盘分别变化-4BP、-8BP、-3BP，其中 3 年期 AAA 城投债信用

利差为 33BP，较上周变化-7BP。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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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1.26）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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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1.26） 

 

 



期限利差看，全线走阔。AAA 评级 3 年/1 年、5 年/3 年中短期票据期限利差分别为

34BP、24BP，较上周收盘变化 1BP、6BP。 

等级利差看，全线走阔。1 年期 AAA/AA+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20BP，较上周

变化 5BP；3 年期 AAA/AA+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30BP，较上周变化 9BP；5 年期

AAA/AA+中债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为 30BP，较上周变化 6BP。3 年期 AAA/AA+城投债利

差为 23BP，较上周变化 3BP。 

 

图 13 下半年以来 AAA 级期限利差（2022.7.1 至 2022.11.26） 

 

 

图 14 下半年以来 AAA/AA+1 年、3 年与 5 年等级利差情况（2022.7.1 至 2022.11.26） 

 

 



城投债方面，整体表现持平市场。分省来看，公募债中，AAA 评级江苏、广东成交笔

数在 75 笔及以上，其余成交较活跃的省市还有浙江、北京、上海、福建、重庆和湖北等，

除浙江、上海和北京外收益率均有所下行；AA+评级江苏、浙江成交笔数均在 90 笔及以上，

其余成交较活跃的省市还有安徽、湖南、江西、四川和福建，江苏、江西和湖南收益率有所

下行；AA 评级江苏和湖北收益率均有所下行。私募债中，AAA 评级江苏和山东收益率均

未下行；AA+评级浙江、江苏、安徽和湖南成交活跃度居前，浙江、湖南收益率有所下行；

AA 评级江苏收益率有所下行。 

银行二级资本债及永续债方面，二级资本债收益率有所分化。1 年及以下国有大行、股

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5bp、2bp 和-12bp；1-3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

-4bp、13bp 和 4bp，其中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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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农商行分别变化 7bp、-4bp 和-1bp，其中国有大行久期也略有拉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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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 1bp、7bp 和 11bp，其中股份行久期

环比抬升；3-5 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城农商行分别变化 5bp、-8bp 和 25bp，其中国有大

行久期有所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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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抬升 417%，高于估值 5bp 及以上的笔数环比减少 86%。 

 

图 15 下半年以来城投债 AAA/AA+信用等级利差（2022.7.1 至 2022.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