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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观点 

一级市场：周内利率债和同业存单总发行量显著恢复，净融资额为负。二

级市场：国债和国开债收益率短端下行、长端微升为主，利率债和同业存

单成交量恢复至节前水平。资金利率：50 亿元逆回购再现，不同期限各品

种资金利率下行为主。实体经济：消费需求等经济主要分项稳步恢复，商

品房和土地成交缩量。通货膨胀：12 月 CPI 和 PPI 数据微超预期，周内

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价格小幅上行为主。全球国债：海外国债收益率涨跌

互现，美国 10Y 国债收益率突破 1%，报 1.13%。汇率、贵金属和原油：

美元指数在 90 关口拉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破 6.5 整数关口。 

本周观点：我们认为当前债市短线盘整，10Y 国债收益率正在围绕 3.15%

平台震荡。展望 2021 全年，我们认为走势的最主导因素仍将是“疫情和

疫苗进展”，次主导因素是“中美形势”，顶层设计重点是“十四五”规划

和“一带一路”战略。市场节奏的潜在超预期因素需要重点追踪“疫情和

疫苗”，可能突发因素需要重点追踪“中美关系”，对各类具体政策的理解

应紧紧围绕“十四五”规划和“一带一路”战略展开。如疫情和疫苗进展

符合预期，则全年债市收益率中枢有望走出“Λ型”走势；如疫情和疫苗

进展不及预期，则全年利率债市收益率有概率进一步走出“熊平转牛平偏

牛陡”走势。全年收益预计更多来自于对交易节奏、品种结构和预期差的

把握。 

同时，本周作为元旦后首周，有涉及全年经济工作、金融工作、货币和财

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政策面表述需要学习和关注。 

⚫ 风险提示 

疫情发展超预期；改革进度不及预期；经济数据超预期；不确定性风险等。 

开好局起好步，稳字当头，10Y 美债升破 1% 

――利率债周报 

 
分析师：朱林宁                     SAC NO：S1150519060001               2021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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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第 1 周，2021 年 1 月 4 日（一）-2021 年 1 月 10 日（日） 

⚫ 一级市场：周内利率债和同业存单总发行量显著恢复，净

融资额为负 

上周，是元旦假期后第一个交易周，利率债一级市场总发行量回升，超过 2020

年 12 月底约 2500 亿元的周均水平。利率债总发行额 3759 亿元，前值 879 亿元，

净融资额-33 亿元，前值 579 亿元。结构上看： 

国债发行 2000 亿元，前值 0 亿元，净融资-532 亿元，前值-301 亿元； 

地方政府债发行 225 亿元，前值 879 亿元，净融资 225 亿元，前值 879 亿元； 

政策银行债发行 1534 亿元，前值 0 亿元，净融资 274 亿元，前值 0 亿元。  

另外，同业存单方面，周发行亦从底部回升，但显著低于 2020 年 12 月约 4000

亿元的周均水平。同业存单发行 1755 亿元，前值 1351 亿元，净融资 247 亿元，

前值-296 亿元。 

⚫ 二级市场：国债和国开债收益率短端下行、长端微升为主，

利率债和同业存单成交量恢复至节前水平 

上周收益率方面，国债和国开债不同期限走势分化，国债短端下行、长端微升，

国开债短端下行、中长端涨跌互现。其中，国债 1Y 变动约-11.7BP，3Y 变动约

-4.1BP，5Y 变动约-0.4BP，7Y 变动约-1.7BP，10Y 变动约 0.3BP；国开债 1Y

变动约-8.7BP，3Y 变动约 1.2BP，5Y 变动约 0.8BP，7Y 变动约-0.7BP，10Y

变动约 0.3BP。 

现券成交方面，二级市场利率债现券成交量回升较好。周成交报 22854 亿元，前

周（元旦假期不完整周）报 12539 亿元，2020 年 12 月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12

月 21 日至 27 日）报 20926 亿元。 

另外，同业存单方面，二级市场现券成交回升同样较好。周成交报 7403 亿元，

前周（元旦假期不完整周）报 4738 亿元，2020 年 12 月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12

月 21 日至 27 日）报 7091 亿元。 



qVyUdWmWuYpPpO6McMaQpNpPsQoPfQqQnMjMoPtQ9PnNzQwMmNrRwMnP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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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方面，上周价格小幅波动，成交量恢复至 12 月周均水平。10Y 和 5Y 收

盘价，分别报 97.94 和 99.86，前值 98.00 和 99.81；10Y 和 5Y 成交量，分别报

26.11 和 10.29 万手，前值 19.44 和 7.94 万手。  

⚫ 资金利率：50 亿元逆回购再现，不同期限各品种资金利

率下行为主 

央行方面，上周央行通过 7D 逆回购等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资金 4650 亿元，前值

净投放 900 亿元。我们注意到，央行周内开展了 50 亿元规模逆回购，这是自 2016

年 12 月 23 日以来的首次 50 元规模逆回购。 

资金利率方面，由于前期年末流动性偏充裕，周内各品种资金利率基本稳定，继

续下行居多。其中，Shibor 隔夜利率报收 0.97%，前值 1.09%，疫情爆发前 2.44%；

R007 报收 1.96%，前值 2.59%，疫情爆发前 4.96%；DR007 报收 1.98%，前值

2.46%，春节前 2.54%。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整体下行为主，幅度在 30-40BP 左右。 

⚫ 实体经济：消费需求等经济主要分项稳步恢复，商品房和

土地成交缩量 

周内，统计局称 2020 年 12 月份各地区各部门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同时受特殊天气以及成本上升影响，CPI 由降转

涨；国内需求稳定恢复，加之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带动工业品价格

继续上行。 

六大发电集团日均发电煤耗，以 2020 年 2 月 3 日疫情爆发后的两周低位为起点，

在连续六周回升和四周窄幅波动后基本恢复至往年同期水平。2020 年 7 月 6 日

报 62.67 万吨，前周均值 62.58 万吨。我们关注到之后相关数据延迟更新，提示

关注后续发展。 

高炉开工率，以 2020 年 2 月 3 日疫情爆发后的三周低位为起点，在连续八周保

持回升后基本恢复至往年同期水平。上周开工率小幅下行，报 66.85%，前值

67.54%。 

商品房成交，以 2020 年 2 月 3 日疫情爆发后的当周低位为起点，在连续七周保

持回升后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期水平。上周 30 大中城市周成交面积报约 374 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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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前值约 496 万平方米。土地成交周内下行，周成交约 1614 万平方米，前

值约 2207 万平方米。 

⚫ 通货膨胀：12 月 CPI 和 PPI 数据微超预期，周内农产品

和工业原材料价格小幅上行为主 

1 月 11 日，统计局发布最新宏观数据显示，我国 2020 年 12 月 CPI 同比涨 0.2%，

预期涨 0.1%，前值降 0.5%；2020 年 12 月 PPI 同比降 0.4%，预期降 0.7%，前

值降 1.5%。 

周内农产品价格小幅上行为主。其中，猪肉均价小幅上行，报 46.26 元/公斤，前

值 45.40 元/公斤，2020 年 2 月 3 日疫情爆发后首个交易周报约 47.2 元/公斤；

鸡蛋均价小幅上行，报 8.61 元/公斤，前值 8.45 元/公斤，2020 年 2 月 3 日疫情

爆发后首个交易周报约 8.7 元/公斤。  

工业原材料价格整体稳中有升，主要品种小幅上行居多。其中，钢材价格小幅上

行，水泥价格窄幅下行，动力煤价格小幅上行，原油期货价格小幅上行。 

⚫ 全球国债：海外国债收益率涨跌互现，美国 10Y 国债收

益率突破 1%，报 1.13% 

主要受财政刺激、通胀和复苏等预期因素影响，上周美国 10Y 国债收益率继续上

行并有加速倾向，带动全球部分国家和地区收益率回升；主要受疫情和经济压力

等因素影响，上周部分国家和地区国债收益率继续低位小幅下行；同时受两方因

素影响，上周亦有德国等小幅分国家和地区国债收益率走平。 

监测 19 个国家和地区中，10 家上行，主要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欧元区、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巴西等；6 家小幅下行，主要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

牙等；3 家持平，包括德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其中，美国 10Y 国债收益率显著

上行，突破 1%整数关口，报 1.13%，前值 0.93%，2020 年 2 月 3 日疫情爆发后

首个交易周约为 1.8%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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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率、贵金属和原油：美元指数在 90 关口拉锯，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升破 6.5 整数关口 

主要受疫情持续扩散和前期联储超量宽松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 2020 年以来整

体呈下行态势，上周围绕 90 整数关口拉锯，报 90.07，前值 89.96，2020 年 2

月 3 日疫情爆发后首个交易周约为 97 水平。人民币兑美元继续升值，汇率即期

和中间价分别报 6.47 和 6.47，前值 6.54 和 6.52，2020 年 2 月 3 日疫情爆发后

首个交易周约为 6.9 和 6.9 水平。 

贵金属价格方面，黄金价格在疫情中期上触 2000 整数关口后持续盘整，上周继

续在 1900 关口震荡，收盘小幅下行。伦敦金现和纽约期金分别报收 1862.90 和

1838.2 美元/盎司，前值分别为 1877.60 和 1892.7 美元/盎司，2020 年 2 月 3 日

疫情爆发后首个交易周约为 1575 和 1576 美元/盎司水平。 

原油价格方面，主要受美元走势、经济预期和产油国供给等因素影响，布伦特和

WTI 原油期货价格低位回升，分别报收 55.99 和 52.24 美元/桶，前值分别为 51.80

和 48.52 美元/桶，2020 年 2 月 3 日疫情爆发后首个交易周约为 54 和 50 美元/

桶水平。  

⚫ 本周观点：短线震荡，全年节奏主要围绕“疫情和疫苗”、

“中美关系”、“十四五”规划和“一带一路”战略展开 

我们认为当前债市短线盘整，10Y 国债收益率正在围绕 3.15%平台震荡。展望

2021 全年，我们认为走势的最主导因素仍将是“疫情和疫苗进展”，次主导因素

是“中美形势”，顶层设计重点是“十四五”规划和“一带一路”战略。市场节奏

的潜在超预期因素需要重点追踪“疫情和疫苗”，可能突发因素需要重点追踪“中

美关系”，对各类具体政策的理解应紧紧围绕“十四五”规划和“一带一路”战略

展开。如疫情和疫苗进展符合预期，则全年债市收益率中枢有望走出“Λ型”走

势；如疫情和疫苗进展不及预期，则全年利率债市收益率有概率进一步走出“熊

平转牛平偏牛陡”走势。全年收益预计更多来自于对交易节奏、品种结构和预期

差的把握。 

同时，本周作为元旦后首周，有涉及全年经济工作、金融工作、货币和财政工作

的一系列重要政策面表述需要学习和关注： 



                                                              利率债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6 of 10 

1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讲话。习近平强调，进入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

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

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

代化的路径选择。要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

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

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周内，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召开。人民银行金融工作目标在继续保持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

作用、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前期表述的同时，较 2020 年有进一步动态，主

要有：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加

快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

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稳步扩

大金融双向开放；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 

周内，央行行长易纲接受央视采访。对于 2021 年人民银行如何实施好稳健的货

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易纲表示，“2021 年货币政策要‘稳’

字当头，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在总量方面，综合运用各种货币

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

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在结构方面，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加大对

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重点任务的金融支持。同时，深化利率汇率市

场化改革，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对于疫情期间特

殊的、阶段性的政策在完成使命后将退出，如何避免政策退出的叠加效应？易纲

表示，“中国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也没有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是少数实施

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一直以来也没有‘大水漫灌’，因此，对于中国

的货币政策而言，退出问题较小。” 

周内，财政部部长刘昆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

更可持续”进行解读。刘昆表示，“财政政策‘提质增效’，主要是从优化结构和

加强管理着眼，进一步完善政策实施机制，向内挖潜，切实提升政策效能和资金

效益。一方面，将建立实施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另

一方面，注重节用裕民，更加突出绩效导向。‘更可持续’，主要是支出规模和政

策力度要保持基本稳定，为今后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政策空间。合理确定赤字

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保持适度支出强度，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利率债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7 of 10 

⚫ 风险提示 

疫情发展超预期；改革进度不及预期；经济数据超预期；不确定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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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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