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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要和央行作对，在别人恐慌时要贪婪——安信固收周观点 

我们在上期周报中指出，在经济二次探底期间，如果融入的资

金更多流入金融市场而非实体经济，伴随而至的可能是通胀的上行

和实际经济增速的二次下沉，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府政策放松

的节奏和力度，形成大类资产配臵的垃圾时间。目前中国似乎正在

经历这一情况。而央行公布的 5 月存款性机构报表为我们提供了更

多的证据。 

结合美国 2010 年四季度至 2011 年三季度的经验，在上期周报

中，我们提出的观点是，经济二次探底中的大类资产配臵垃圾时间

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债券会率先重回牛市通道，股票市场会在

随后探明底部，借鉴 1996 年底股票市场回撤的经验，大盘下跌幅

度在 30%左右。由于全球经济整体回暖的大趋势未变，大宗商品价

格回升也会早于国内股市。上周大类资产表现基本验证了我们的判

断。 
 

■市场观察：股市市场大幅反弹，货币市场利率涨跌不一 

周五 A 股市场继续大幅反弹，主板与创业板股票全线涨停。

货币市场利率与债券市场利率涨跌不一。可转债随正股全线上涨，

国债期货上涨，美元兑人民币小幅上涨。 

 

■备忘录： 

1、7 月 10 日，希腊改革提议：将 2015 年基本预算盈余占 GDP 比

重目标设定在 1%，2016 年设定在 2%；将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重

新审视基本预算盈余目标。  

2、7 月 10 日，外媒称，希腊方面表示，将谋求融资，申请欧洲稳

定机制（ESM）贷款将被用于在 2018 年 6 月底之前偿还总额为 535

亿欧元的贷款。希腊呼吁欧盟在 2020 年之后对希腊债务进行重组。 

3、7 月 11 日，美联储主席耶伦称，在 2015 年稍晚的某个时间点开

始加息合适，预料之外的局势发展恐怕会推迟 FOMC 首次加息的

时间。 

4、7 月 11 日，相关部门正酝酿 2000 亿贷款输血地方融资平台。中

国相关部门或将启动一项额度为 2000 亿元的贷款支持计划，支持

地方融资平台的存量在建项目，以防止一些大型基建投资因缺钱而

停工，进而导致经济下滑加速。 

 

■风险提示：有重要因素未列入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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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月金融机构负债同比增速快速上升——5 月金融机构债务

数据综述 

我们在上期周报中指出，在经济二次探底期间，如果融入的资金更多流入金融市场

而非实体经济，伴随而至的可能是通胀的上行和实际经济增速的二次下沉，这会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政府政策放松的节奏和力度，形成大类资产配臵的垃圾时间。目前中国似乎

正在经历这一情况。而央行公布的 5 月存款性机构报表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结合美国 2010 年四季度至 2011 年三季度的经验，在上期周报中，我们提出的观点是，

经济二次探底中的大类资产配臵垃圾时间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债券会率先重回牛市

通道，股票市场会在随后探明底部，借鉴 1996 年底股票市场回撤的经验，大盘下跌幅度

在 30%左右。由于全球经济整体回暖的大趋势未变，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也会早于国内股

市。上周大类资产表现基本验证了我们的判断。 

（1）上周收益率整体下行。 

资金利率大幅下行，R007 累计下行 40 个基点； 

利率债短端小幅下行，1 年国开收益率累计下行 1 个基点； 

利率债长端大幅下行，10 年国开收益率累计下行 10 个基点，10 年国债收益率累计下行 8

基点； 

信用债方面，5 年 AA 城投、5 年 AA 中票、5 年 AA-中票收益率累计下行幅度均在 10 个

基点以上； 

期限利差收窄，10 年国开与 1 年国开利差录得 124 个基点； 

信用利差收窄，5 年 AA 中票与 5 年国债利差录得 210 个基点； 

5 年国债期累计上涨 0.66%。 

（2）永远不要和央行作对。 

在近期的日报、路演、策略会中，我们一直试图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解读 5 月份长债收益

率的上行和 6 月股票市场的大幅调整。我们在上期周报中指出，在经济二次探底期间，

如果融入的资金更多流入金融市场而非实体经济，伴随而至的可能是通胀的上行和实际

经济增速的二次下沉，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府政策放松的节奏和力度，形成大类资

产配臵的垃圾时间。目前中国似乎正在经历这一情况。 

而央行公布的 5 月存款性机构报表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第一，5 月基础货币净回笼 5500 亿元，5 月末基础货币同比增长 5.0%，较前值 7.4%明显

回落； 

第二，5 月银行超储率 2.8%，较前值 3.3%明显回落； 

第三，广义基础货币同比增速出现明显上行，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5 月末 M2 同比增长

10.8%（前值 10.1%），按照公布 M2 数据直接计算的结果显示 5 月末 M2 同比增长 10.6%

（前值 9.6%），我们自己计算的货币供给在 5 月末同比增长 11.6%（前值 11.3%）； 

第四，在金融机构的带动下，5 月社会总负债同比增长 15.6%，较前值 14.3%明显回升。 

详细分析请见上周的四篇日报。 

（3）最坏的时候正在过去，在别人恐慌时贪婪。 

结合美国 2010 年四季度至 2011 年三季度的经验，在上期周报中，我们提出的观点是，

经济二次探底中的大类资产配臵垃圾时间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债券会率先重回牛市

通道，股票市场会在随后探明底部，借鉴 1996 年底股票市场回撤的经验，大盘下跌幅度

在 30%左右。由于全球经济整体回暖的大趋势未变，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也会早于国内股

市。上周大类资产表现基本验证了我们的判断。 

第一，债券，收益率整体大幅下行，国债期货大幅上涨。周三（7 月 8 日），债市场出现

了非常剧烈的波动，现券和期货价格先上后下，我们了解的信息显示主要是部分被动抛

售、止盈盘以及情绪干扰所致。周四、周五现券收益率的小幅上行或于股票市场报复反

弹有关。我们认为，这都并不会影响收益率整体下行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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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宗商品，7 月 8 日晚间，在国际油价的带动下，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反弹。我们

认为，此前大宗商品的全面下跌主要来自市场对于全球经济的担忧明显增强，避险情绪

激增，转而抛出各类资产买入美元。我们跟踪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整体回暖的大趋势

未变（详见我们的月度全球经济数据综述），大宗商品上涨的趋势也不会轻易转向，悲观

情绪最强的时刻已经过去。 

具体来看，悲观情绪的爆发主要来自于以下几方面担忧： 

①美国经济出现超预期恶化。美联储在 6 月议息会议中预期 2015 年GDP增速 1.8%-2.0%，

较 3 月时的 2.3%-2.7%明显下调；如果 2015 年美国经济增速不足 2%（低于 2012 年以来

的水平），或将意味着美国经历 2011 年之后的又一次经济探底，对全球的负面影响颇大。

不过，我们跟踪的数据显示，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很小，我们认为美国今年经济增速会

在 2.5%左右，不会低于 2014 年 2.4%的水平（详见我们的月度美国经济数据综述）。 

②欧元区方面，希腊公投结果显示，“反对”票数占 61.31%，债务危机恶化及退殴风险

增加，给欧元区的经济复苏蒙上阴影。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不过希腊经济规模有限，

无论结果如何对全球冲击或有限。值得欣慰的是，希腊已经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改革方案，

局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③新兴经济体表现重回弱势。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兴市场表现乏善可陈拖累，摩

根大通 6 月全球全行业 PMI 产出指数连跌三个月，6 月降至 53.1，创五个月低。而一旦

美国较新兴市场经济表现更为强劲，可能引发资金大举流入美国，加剧新兴市场的压力，

4 月份的确出现大量资金回流美国的迹象，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的进展。 

④中国股灾。总体来看，我们监测的数据显示，股灾对中国银行系统的冲击有限，境内

流动性整体保持充裕，收益率下行。此外，4 月以来，企业盈利二次恶化最黑暗的时刻

已经基本结束；李克强总理近期也在多个场合表示 5、6 月份以来中国经济积极因素正在

增加。 

第三，股市，7 月 9 日，中国股市出现“全盘涨停”的盛况，恐慌情绪一扫而光。但后

续股市大幅上涨还需要基本面和盈利改善的支持。 

（4）上周专题报告 

2015-7-6，《阳光总在风雨后，兼论两种资产配臵垃圾时间的形成机制——安信固收周观

点》； 

2015-7-7，《你的报表出卖了你的心——兼论央行 5 月净回笼基础货币 5500 亿》； 

2015-7-8，《当资金在金融系统里空转——兼论 5 月银行超储率大幅下降》； 

2015-7-9，《两张表概览中国债务——5 月中国债务综述》； 

2015-7-10，《5 月金融机构负债同比增速快速上升——5 月金融机构债务数据综述》。 

（5）风险提示：有重要因素未列入分析框架。 

2. 市场观察 

2.1. 货币市场利率涨跌不一。 

周五货币市场利率涨跌互现。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上行 1.4BP 至 1.20%；7 天

期利率则下行 1.5BP，收于 2.51%。银行间同业拆借 1 天期利率上行 1.3BP 至 1.22%；7 天

期拆借利率下行 2.9BP，收于 2.60%。 

2.2. 债券市场利率整体上行。 

周五债券市场利率债收益率曲线整体上行。国债收益率曲线中长端上行 4-5BP，金融

债曲线整体上行 4-6BP。国债 0.75 年期曲线上行 25BP 至 2.34%； 3 年期曲线日终上行 1BP

至 2.82%；5 年期曲线上行 1BP 至 3.12%;7 年期利率曲线日终上行 3BP 至 3.47%,10 年期利

率日终曲线上行 5BP 至 3.49%。国开债收益率曲线各期限上行明显。3 年期国开债利率日

终上行 2BP 至 3.48%； 7 年期曲线上行 4BP 至 4.07%。中长端方面，10 年期曲线日终上

行 6BP 至 3.98%。非国开金融债 10 年期上行 5BP 至 4.11%。 

信用债收益率曲线各期限涨跌互现。中短期AAA曲线6个月及1年期限分别下行 7BP

和 3BP 至 3.06%和 3.27%；中短期超 AAA 曲线 2 年期下行 1BP 至 3.65%。铁道债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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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 4 年期则上行 4BP 至 4.08%。 

2.3. 国债期货价格下跌，成交量持续下滑。 

周五主力合约 TF1509 收盘价为 96.905，较前日下跌 0.170；结算价 96.930，较前日下

跌 0.190。全日成交量 6768 手，持仓小幅增加至 17955 手。 

2.4. A 股市场延续昨日涨势，可转债整体上涨。 

周五 A 股市场再度迎来暴涨，所有版块全线飘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 4.54%收

于 3877.80 点。深证成指日终上涨 4.59%至 12038.15 点。中小板指上涨 4.22%至 8001.47 点。

创业板指上涨 4.11%收于 2535.89 点。申万一级行业板块无一下跌，其中涨幅居前的行业

为国防军工、家用电器和建筑装饰，分别上涨 8.48%、7.60%和 7.39%。 

9 只可转债，4 只上涨。其中格力转债、电气转债和 14 宝钢 EB 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20.35%、9.70%和 3.19%。 

2.5.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上涨。 

周五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收于 6.1153，较前日小幅上涨 2BP。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收于 6.2092，较前日上涨 4BP。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收于 6.2166，NDF1 月远期收于 6.1230。 

3. 备忘录 

1、7 月 10 日，希腊改革提议：将 2015 年基本预算盈余占 GDP 比重目标设定在 1%，

2016 年设定在 2%；将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重新审视基本预算盈余目标；提议的内容包括

向餐饮业征收 23%的增值税，酒店业增值税设定为 13%，将在 2016 年年底前消除岛屿增

值税优惠政策，将针对船运公司增税，将上调奢侈品税，并立即对电视广告征税；在 2019

年 12 月前逐步取消为所有领取养老金的人员提供的退休人员社会团结救济金（EKAS）；

养老金方面零亏损滚转条款（deficit clause）将被推迟至 2015 年 10 月份，届时养老金改

革立法工作将会到位；将在 2016 年节省占 GDP 比重达 1%的养老金结余，并将控制提前

退休；关于劳资双方代表谈判新系统的立法工作将在 2015 年第四季度准备就绪；将促进

区域性机场、希腊国家铁路公司 Trainose、比雷埃夫斯港口、塞萨洛尼基港口和 Hellinikon

港口的私有化招标。 

将把希腊电信公司 OTE 剩余国有股份转移到私有化机构。希腊议会投票通过政府的

救助提案。 

2、7 月 10 日，外媒称，希腊方面表示，将谋求融资，申请欧洲稳定机制（ESM）贷

款将被用于在 2018 年 6 月底之前偿还总额为 535 亿欧元的贷款。希腊呼吁欧盟在 2020

年之后对希腊债务进行重组。 

3、7 月 11 日，美联储主席耶伦称，在 2015 年稍晚的某个时间点开始加息合适，预

料之外的局势发展恐怕会推迟 FOMC 首次加息的时间。 

4、7 月 11 日，相关部门正酝酿 2000 亿贷款输血地方融资平台。中国相关部门或将

启动一项额度为 2000 亿元的贷款支持计划，支持地方融资平台的存量在建项目，以防止

一些大型基建投资因缺钱而停工，进而导致经济下滑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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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买入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5%以上； 

增持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5%至 15%； 

中性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5%至 15%； 

卖出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5%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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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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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益定期报告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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