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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收益 北京路演点评 

2018 年 06 月 12 日 

从走访路演中感受债券市场在等待什么？ 
 

证券分析师： 董德志 021-60933158 dongdz@guosen.com.cn 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证书编码：S0980513100001 
 

事项： 

2018 年 6 月上旬，国信证券宏观与固收团队走访了北京区机构投资者，根据客户反馈的一些要点，整理路演纪要如下 

摘要： 

1、从机构投资者的走访情况来看，我们把当前的市场格局与市场投资者心态总结为：牛市格局中的熊市心态； 

2、相比于年初走访，投资者心态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a、对待货币政策的态度认识上，年初走访中，大家

探讨的是“货币政策基调是中性呢还是紧缩呢？”这种争论探讨。目前大家探讨的是“货币政策基调是中性呢还是宽松

呢？”这种探讨；b、对实际操作方向上，年初走访中，大家探讨的是“波段呢还是减仓呢？”这种争论探讨。目前大

家探讨的是“加仓持有呢还是波段呢？”这种探讨。 

3、从我们走访下来的情况来看，以公募基金为代表，平均的久期水平可能不超过 1.5，仓位与杠杆水平则更是在低位（仓

位与杠杆水平的不高，也许和委外收缩背景下，机构的规模难以扩张有关） 

4、那么从机构反馈的情况来看，制约短期内行情的因素是什么呢？比较集中的反馈有两个，可以分别归纳为内因和外

因。内因：我们是看到了经济前瞻性信号—信用增速的收缩，但是信用的收缩还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生产数据中，即当

前所见的中观生产数据依然向好，宏观同比指标依然偏强。前瞻性金融信号和同步性实体经济信号的背离让市场投资者

在犹豫；外因：美国的加息进程演进，以及可预期的美债收益率走高，会否对国内利率的下降形成制约，这也让部分投

资者犹豫。 

5、信用扩张数据的变化影响的是经济的名义增速，而非单纯影响实际生产增速。即货币量的伸缩要么会体现在价格数

据的变化上，要么会体现在生产量数据上，传导会有先后，但是最终表现为影响名义经济增速； 

6、无论从信用增速拐点领先于名义增速拐点，还是从信用增速拐点领先于实际增速而言，这种传导都没有失效，而且

从历史时滞周期来看，大概率上名义增速的最高点和实际增速的最高点已然过去，名义增速的回落更为明显一些，实际

增速的回落相对不明显一些，但是趋势应该是下行的； 

7、传统上，当实体经济数据（特别是生产数据）显著回落时，才有可能激发政策管理层的关注，进而引发降准、降息

等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宽松行为，利率则基于这种货币政策的显著宽松，债券市场具有了“水”牛特征，而促成收益率的

显著下行； 

8、最重要的是融资需求的变化，其增速的持续回落，第一保证了货币政策面不会收紧（剩下的无非是货币政策平和松

两种选择），第二则保证了需求层面在不断萎缩，由需求所造成的利率回落并非是基于“放水”因素而产生的“水”，其

本质是更为健康的； 

9、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融资的需求是否在持续回落，这样，无论是那种情况，利率都可以下行，差异只是速度，而非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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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了部分机构投资者的走访路演，与此同时也是债券市场横盘的时期，从机构投资者的走访情况来看，

我们把当前的市场格局与市场投资者心态总结为：牛市格局中的熊市心态。 

毫无疑问，2018 年即将走过半年，这半年债券市场走出了小牛市格局（我们暂不论牛市大小，一般情况下，习惯上将百

点的利率下降称为大牛市，将 50 点以内的利率下降称为小牛市格局），但是投资者心态的变化是滞后于市场格局变化的，

不少投资者依然以熊市心态来对待当前债券市场变化。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市场心态永远是落后于市场现实的。 

相比于年初走访，投资者心态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 

1、对待货币政策的态度认识上，年初走访中，大家探讨的是“货币政策基调是中性呢还是紧缩呢？”这种争论探讨。目

前大家探讨的是“货币政策基调是中性呢还是宽松呢？”这种探讨； 

2、对实际操作方向上，年初走访中，大家探讨的是“波段呢还是减仓呢？”这种争论探讨。目前大家探讨的是“加仓持

有呢还是波段呢？”这种探讨。 

总体来看，投资者的心态和思维正在从紧张向舒缓方向变化，虽然程度有限，因为思想可以开放探讨，但是行为是非常

诚实的。从我们走访下来的情况来看，以公募基金为代表，平均的久期水平可能不超过 1.5，仓位与杠杆水平则更是在低

位（仓位与杠杆水平的不高，也许和委外收缩背景下，机构的规模难以扩张有关）。 

此外，从多数机构的反馈来看，如果从中期角度而言，多数人是看好债券市场的，我所理解的中期大概是 6 个月左右的

时期。如果从短期角度而言，多数人是犹豫徘徊的，多数会以波段操作的思路来对待短期市场，我所理解的短期是 1-3

个月内时间段的。 

那么从机构反馈的情况来看，制约短期内行情的因素是什么呢？比较集中的反馈有两个，可以分别归纳为内因和外因。 

内因：我们是看到了经济前瞻性信号—信用增速的收缩，但是信用的收缩还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生产数据中，即当前所

见的中观生产数据依然向好，宏观同比指标依然偏强。前瞻性金融信号和同步性实体经济信号的背离让市场投资者在犹

豫； 

外因：美国的加息进程演进，以及可预期的美债收益率走高，会否对国内利率的下降形成制约，这也让部分投资者犹豫。 

但是多数投资者也理解内因居于主导，对于外因那个担忧虽然可以忧虑，但是并不是主导矛盾，因此最终的核心矛盾焦

点就集中在内因上：信用收缩已见，实体生产何时会受到传导制约？ 

首先，我们想说明的一个因果关系是：信用扩张数据的变化影响的是经济的名义增速，而非单纯影响实际生产增速。即

货币量的伸缩要么会体现在价格数据的变化上，要么会体现在生产量数据上，传导会有先后，但是最终表现为影响名义

经济增速。 

本轮信用收缩始自 2017 年三季度，按照社会融资总量增速来衡量，高点出现在 2017 年 7 月份，其后是缓慢下行，加速

下行始自 2017 年 11 月份，至今年 4 月份已经有 5 个月时间了。 

与此同时，最全口径的名义 GDP 增速显著下行发生在 2018 年一季度（一季度 10.2%的名义 GDP 增速比之前下降了 1

个百分点），但是实际 GDP 增速没有出现回落，依然是 6.8%，主要收缩的部分在于 GDP 缩减指数这一价格指数。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7 年三季度以来的信用收缩切实传导到了实体同步数据中，只不过当前反应最先的是价格类同步指

标，而非生产类同步指标。信用前瞻传导性依然存在，没有变异。 

从历史数据的比对来看，信用收缩拐点后必然会出现名义经济增速的拐点，但是两个拐点的时滞并不稳定，短则 1-2 个

月，长则 6-8 个月。我们用“工业增加值增速+0.8*CPI+0.2*PPI”来大致衡量名义经济增速的变化轨迹（这种衡量方式

我们在以前曾多次介绍过，不在赘述），用社会融资总量的余额同比增速来代表信用扩张节奏的变化，形成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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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社融增速与拟合的名义经济增速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上述阴影部分就是信用拐点和名义增长率拐点的先后关系，逻辑传导上一定成立，但是时滞并不稳定。如下表整理结果： 

图 2：社融增速与拟合的名义经济增速拐点的先后关系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可以看出，这次传导从数据层面来看，和以往历史周期也没有什么变异的成份，2017 年 7 月，社融增速达到最高点，2018

年 1 月份名义生产增速达到最高点，相距 6 个月，基本符合以往的时滞范围。 

投资者当前考虑的是信用拐点和实际生产数据之间的时滞关系，那我们剔除掉价格因素，单纯比较社融增速和实际工业

生产增速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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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社融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其实可以看到，社融增速与实际生产增速的拐点基本与前面相仿，只不过在个别时期略有时间点的差异，比如形成的如

下表格显示： 

图 4：社融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拐点的先后关系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由于 2017 年以来，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呈现“心电图”般的波动，也让我们很难去估算哪个点是最高点，这给宏观

研究周期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但是从 2017 年下半年以来的波动来看，大概可以认为 2018 年的 1-2 月份的 7.2%增速似

乎是一个可见的最高点。 

总体来看，无论从信用增速拐点领先于名义增速拐点，还是从信用增速拐点领先于实际增速而言，这种传导都没有失效，

而且从历史时滞周期来看，大概率上名义增速的最高点和实际增速的最高点已然过去，名义增速的回落更为明显一些，

实际增速的回落相对不明显一些，但是趋势应该是下行的。 

因此我们还是认为：信用增速的下行是前瞻性的阶段，至今他已经影响了名义经济增速，但是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价格指

标的影响上，对于实际生产增速影响效应还不明显，我们也认为信用增速也影响了实际生产增速，虽然此时并不明显，

但是相信这种影响传导效应会越来越明显。 

这是基本面的传导关系判断。前瞻性指标—信用的收缩已经促成了前期的利率下行，那为什么投资者还要停留犹豫于此，

在等待实体生产数据的回落呢？我想，这可能是基于历史上传统的债券“水”牛因素的判断。 

传统上，当实体经济数据（特别是生产数据）显著回落时，才有可能激发政策管理层的关注，进而引发降准、降息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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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货币政策宽松行为，利率则基于这种货币政策的显著宽松，债券市场具有了“水”牛特征，而促成收益率的显著

下行。 

以前的债券牛市几乎都是这么形成的：融资需求曲线（社融增速）的收缩与资金供给曲线（货币政策中的降准、降息）

的放松同时存在着，利率会快速、显著的回落。 

但是从本质而言，利率是一个价格，是融资需求曲线和资金供给曲线共同作用而来的。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假设：社

融所代表的融资需求在不断降低，但是实际增长数据并没有显著回落，即无法引发货币政策显著放松，那么利率就不动

了吗？显然不是，当货币政策稳定运行，资金供给曲线是平的，但是只要融资需求持续降低，则利率也是在不断下行的，

即便速度不那么快，但是方向是很确定的。毕竟与利率这种价格最相关的是融资的需求，而非 GDP 的增速。 

所以最重要的是融资需求的变化，其增速的持续回落，第一保证了货币政策面不会收紧（剩下的无非是货币政策平和松

两种选择），第二则保证了需求层面在不断萎缩，由需求所造成的利率回落并非是基于“放水”因素而产生的“水”，其

本质是更为健康的。 

当然这只是一种情景假设，但是完全可以成立。所以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融资的需求是否在持续回落，这样，无论是那

种情况，利率都可以下行，差异只是速度，而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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