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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研究 2021 年 1 月 13 日

短融及超短托管量持续下滑
——2020 年 12 月份债券托管量数据点评

债券托管量概况

截至2020年12月末，中债登和上清所的债券托管量合计为101.66万亿元，相较

于2020年11月末净增0.91万亿元，环比增速上升。其中，中债登托管量环比净

增1.02万亿元，上清所环比净减0.11万亿元。

国债、政金债

1) 国债托管量环比续增。除其他商业银行减持国债以外，其余机构对国债

均保持净增持，全国性商行、城商行、农商及农合行、非法人类产品、境外机

构是本月国债净增主体。存款类机构本月净增3644亿元国债，非法人类产品净

增1549亿元，境外机构本月继续净增持，净增849亿元。

2) 政金债托管量本月表现为净增。除非法人类产品、境外机构净增以外，

其余机构均对政金债净减，但非法人类产品大幅净增3115亿元。

地方债

存款类机构（含信用社）特别是全国性商行是地方债的主要持有人，截至2020

年12月末存款类机构持有量占比87.86%。本月非法人类产品对地方债表现为增

持，净增1594.55亿元，证券公司亦对地方债表现为增持，净增53.8亿元，保

险公司对地方债表现为减持，净减89.61亿元。

信用债

1) 企业债托管量环比上升。本月企业债托管量环比净增39亿元，全国性商

行是增持主体。

2) 中期票据托管量环比上升。非法人类产品为本月的中票增持主体，环比

净增115亿元。

3) 短融和超短托管量环比下滑。非法人类产品净减1450亿元短融和超短，

是本月的减持主体。

4) 截至2020年12月末非公开定向工具存量为2.14万亿元，非法人类产品为

其主要持有人，持有量占比69.20%，其次是存款类金融机构，持有量占比

20.96%。

5) 截至2020年12月末资产支持证券的存量为2.22万亿元，存款类金融机构

为其主要持有人，持有量占比60.72%，其次是非法人类产品，持有量占比

33.22%。

债市杠杆率观察

待购回债券余额继续上升，债市杠杆率环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至 108.54%。本

月质押式回购余额为 5.82 万亿元，环比净增 0.64 万亿元。本月存款类机构质

押式回购余额环比净增增 0.31 万亿元，非法人类产品本月净增 0.27 万亿元。

从杠杆率情况来看，本月非法人类产品杠杆率为 125.22%，环比上升 1.71 个

百分点，证券公司杠杆率为 237.61%，环比上升 2.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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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管量概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中债登和上清所的债券托管量合计为 101.66 万亿元，相较

于 2020 年 11 月末净增 0.91 万亿元，环比增速上升。其中，中债登托管量环比净

增 1.02 万亿元，上清所环比净减 0.11 万亿元。

图 1：中债登、上清所托管量及环比增量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纵轴：万亿元

表 1：主要机构投资者债券托管量环比

国债 地方债 政金债 企业债 中期票据 短融超短融 同业存单

本月 上月 本月 上月 本月 上月 本月 上月 本月 上月 本月 上月 本月 上月

合计 6563 5533 843 (1522) 1819 2362 39 246 182 103 (2782) (1814) 1070 (590)

政策性银行 8 20 (31) (98) (1) 1 0 12 15 85 13 49 (832) (354)

存款金融机构 3644 3223 (892) (1905) (1400) 1602 (5) 105 (111) (277) (1334) (559) (3134) (855)

全国性商行 1496 2031 (1175) (1848) (423) 1041 20 39 (107) (266) (876) (413) (1023) (587)

外资银行 321 322 7 (13) (44) (138) 2 1 17 2 (6) (11) 57 (8)

城商行 1075 437 122 (116) (373) 369 (16) 55 (4) 10 (376) (145) 408 (187)

农商及农合行 554 477 189 55 (296) 359 (9) 9 6 (18) (78) 11 (1370) 76

其他商业银行 (58) (25) (3) (8) (4) (24) 0 0 (5) 0 0 0 (1) (20)

信用社 256 (19) (31) 25 (260) (6) (2) 0 (18) (4) 2 (0) (1205) (128)

非银金融机构 497 607 (31) 73 (157) (187) 9 (23) (66) (7) (90) (56) (290) (72)

保险机构 325 203 (90) 253 (2) 29 5 3 (23) (8) (0) (2) 11 (14)

证券公司 161 313 54 (182) (187) (233) 5 (20) (42) (1) (82) (44) (192) (210)

非法人类产品 1549 695 1595 (692) 3115 786 (174) (130) 115 135 (1450) (1333) 4921 376

境外机构 849 610 3 1 269 150 1 3 48 37 (5) 22 353 90

资料来源：中债登，上清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单位：亿元 注：“本月”为 2020 年 12 月，“上月”为 2020 年 11 月

1.1、国债、政金债

1) 国债托管量环比续增。除其他商业银行减持国债以外，其余机构对国债均保

持净增持，全国性商行、城商行、农商及农合行、非法人类产品、境外机构是本月

国债净增主体。存款类机构本月净增 3644 亿元国债，非法人类产品净增 1549 亿元，

境外机构本月继续净增持，净增 849 亿元。

2) 政金债托管量本月表现为净增。非法人类产品、境外机构大幅加仓政金债，

环比分别净增 3115、269 亿元，其余机构对政金债均表现为减持，存款类金融机构

本月合计净减 1400 亿元政金债，但整体来看政金债本月托管量仍表现为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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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境外机构对国债托管量的环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纵轴：亿元

1.2、地方债

存款类机构（含信用社）特别是全国性商行是地方债的主要持有人，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存款类机构持有量占比 87.86%。本月非法人类产品对地方债表现为增持，

净增 1594.55 亿元，证券公司亦对地方债表现为增持，净增 53.8 亿元，保险公司

对地方债表现为减持，净减 89.61 亿元。

图 3：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地方债持有者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单位：%

1.3、信用债

1) 企业债托管量环比上升。本月企业债托管量环比净增 39 亿元，全国性商行是

增持主体。

2) 中期票据托管量环比上升。非法人类产品为本月的中票增持主体，环比净增

115 亿元。

3) 短融和超短托管量环比继续大幅下滑。非法人机构及存款类金融机构大幅减

仓短融和超短，本月分别减仓 1450、1334 亿元。

4) 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非公开定向工具存量为 2.14 万亿元，非法人类产品为其

主要持有人，持有量占比 69.20%，其次是存款类金融机构，持有量占比 20.96%。

5) 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资产支持证券的存量为 2.22 万亿元，存款类金融机构为

其主要持有人，持有量占比 60.72%，其次是非法人类产品，持有量占比 33.22%。

图 4：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持有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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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单位：%

图 5：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资产支持证券持有者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单位：%

1.4、同业存单

本月同业存单托管量环比净增 1070 亿元，本月外资银行、城商行、保险机构小幅

增持同业存单，非法人类产品大幅增持同业存单 4921 亿元，其余机构则对同业存

单均有不同程度的减持，全国性商行、农商和农合行、信用社为同业存单的减持主

体，本月分别净减 1023、1370、1205 亿元。

2、债市杠杆率观察

待购回债券余额季节性上升，债市杠杆率环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至 108.54%。本月

质押式回购余额为 5.82 万亿元，环比净增 0.64 万亿元。本月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

购余额环比净增增 0.31 万亿元，非法人类产品本月净增 0.27 万亿元。从杠杆率情

况来看，本月非法人类产品杠杆率为 125.22%，环比上升 1.71 个百分点，证券公司

杠杆率为 237.61%，环比上升 2.6 个百分点。

表 2：分机构债市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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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债登，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6：债市杠杆率及待购回债券余额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纵轴：亿元、倍 注：红色柱体为历年同月

3、主要投资机构持债情况

非法人类产品本月大幅增持利率债，减持信用债，整体表现为增持。本月非法人类

产品对利率品和信用品偏好各异，对国债、地方债、政金债等均保持净增，但对企

业债、短融及超短等信用品均表现为减持。此外，非法人类产品本月大幅增持同业

存单。

图 7：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非法人类产品持债环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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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纵轴：亿元

本月证券公司表现为净减持，保险公司表现为净增持。证券公司本月仅增持国债、

地方债和企业债，对其他券种均表现为减持，而保险机构则除小幅减持政金债、中

票、短融和超短，减持地方债以外，本月对其他券种均表现为增持。

图 8：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持债环比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纵轴：亿元

存款类金融机构（含信用社）本月表现为净减持，除大幅增持国债以外，对其他券

种均表现为减持，减持地方债、政金债等利率品，大幅减持同业存单。

图 9：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存款类金融机构持债环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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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纵轴：亿元

城商行本月整体表现为净增，而农商行则表现为净减。城商行本月整体表现为净增，

主要是大幅增持国债、地方债以及同业存单，对于其余券种城商行表现为减持。而

农商行本月仅增持国债、地方债，小幅增持中票，对其余券种均表现为净减。

图 10：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城商行、农商行持债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纵轴：亿元

境外机构本月依然维持净增，大幅增持国债、政金债等利率品和同业存单，小幅增

持企业债、中票等信用品，小幅减持短融和超短。

图 11：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境外机构持债环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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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光大证券研究所 纵轴：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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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 说明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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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
A 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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