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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摘要 

 

监测期发布的 5月经济数据显示，5月生产需求逐步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

定，主要指标边际改善，国民经济呈现恢复势头。5月仍是生产率先修复，疫情

缓解后产业链供应链修复支持外贸出口回升，对生产形成带动。政策发力拉动下

基建投资回升显著，制造业仍然领跑各投资领域，房地产仍是拖累。本周国常会

部署支持民间投资和推进一举多得项目的措施，更好扩大有效投资带动消费和就

业。利率方面，本周资金利率略有回升，美联储加息 75 个基点等利空因素尚未

对国内长短端国债收益率走势产生明显影响，本周仍保持震荡。下周关注市场对

5月经济数据的反馈以及资金利率进一步变动情况。 

本周，交易商协会发布消息，其推出的科创票据首批 8家主体类科创票据已

成功落地，为进一步拓宽科技创新融资渠道，本周首批 4单用途类科创票据成功

发行。沪深交易所发布《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和《关

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强化可转债交易监管，

对新参与投资者增设“2 年交易经验+10 万元资产量”准入要求，防止过度投机

炒作、维护可转债市场平稳运行。 

今年以来，债券市场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一降一升，其中利率债受地方政府

债发行节奏前置影响发行数量和规模均显著增长，而同业存单和信用债整体呈现

收缩态势。本周，地方政府债集中发行“赶进度”，单周发行 125只，募集资金

超六千亿元，刷新今年以来的单周发行记录。今年以来债券市场提升服务国家重

点领域力度，绿色、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主题债券发行规模明显上涨。本周，

乡村振兴债券发行量环比增长，科创票据发行量环比下降。 

本周，正面调整方面，无企业主体评级调高，18只债券的债项评级调高。负

面调整方面，本周 4 家企业主体评级调低，分别为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3 只可转债的债项评级调低。本周，债券市场共有 2 只债券违约或展期，

环比减少 2只；无新增违约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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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及利率动态 

1.1 5 月生产需求逐步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主要指标边际改善，国民经济

呈现恢复势头 

本周统计局公布 5 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5月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生

产需求逐步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主要指标边际改善，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有所增

多。一是生产供给有所回升。5月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 0.7%，上月为下降 2.9%，其中

制造业由降转升，服务业降幅出现收窄；二是内需有所恢复。5 月社零同比降幅有所收

窄，投资平稳增长，前 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6.2%，增速较 4月略有下降，

高技术投资仍然领跑各领域；三是外贸恢复明显加快。5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

长 9.6%，增速比上月加快 9.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 15.3%，加快 13.4 个百分点；

四是就业改善、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9%，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CPI 涨幅持平，PPI 涨幅继续回落，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然而，数据显示部

分领域修复或仍待提速。一是 5月社融虽总量上升但结构仍未改善；二是房地产投资多

项指标降幅扩大；三是就业形势仍未见明显好转，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9%。

总体来看，5 月经济呈现弱修复势头，6 月，随着一揽子稳增长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

经济运行有望进一步改善。 

1.2 本周国常会部署支持民间投资和推进一举多得项目的措施，更好扩大有效投

资带动消费和就业 

本周国常会重点部署支持民间投资和推进一举多得项目的措施，更好扩大有效投资、

带动消费和就业。会议指出要在“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和国家明确的重点建设

领域，选择一批示范项目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深化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支持民间资

本发展创业投资；鼓励金融机构采用续贷、展期等支持民间投资；抓紧推出面向民间投

资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项目；鼓励民营企业市场化债转股。会议还强调，要引导金融

机构发放长期贷款，对项目主体发行信用债给予市场化增信支持。此外，本次国常会还

部署确定阶段性缓缴中小微企业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加力支持纾困和稳岗；决定开展涉

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等。本周国办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22）20号），在理顺各级政府财权、事权的同时加大兜底基层“三

保”的力度和责任，也为基层投资和财政支出下沉基层做出政策指导。 

1.3 本周资金利率回升，长短端国债收益率微幅震荡 

本周资金利率出现较为明显的回升趋势，DR007和 R007 分别上升 6BP 和 5BP，显示

资金需求有所回暖。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量价皆平，MLF 到期和央行逆回购均实现完

全对冲，央行从资金面上仍然保持流动性充裕。本周美联储加息 75 个基点等诸多利空

因素出台，但长短端国债收益率均无明显变化，仅较上周微升 1BP，我们认为主要原因

有：一是目前国内经济呈现弱修复，市场对于宽信用落地信心不足且对后期货币政策继

续加码仍有期待；二是当前流动性对债市利率仍有支撑；三是海外市场对美国高通胀与

衰退之间的博弈较大，近期美国股债双杀，人民币资产吸引力较强，北向资金自 6月以

来持续净流入对债市形成支撑。汇率方面，受到人民币资产投资及外贸出口强韧性带动，

人民币汇率在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升破 6.7关口，但由于近期美国大幅加息使美元指数

保持强势，人民币汇率仍有贬值压力，三季度双向波动将是常态。下周重点关注 5月经

济数据出台后市场进一步的反应以及资金利率反馈出的市场信贷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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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债券市场情况 

2.1 沪深交易所强化可转债交易监管 

交易商协会 5 月 20 日发布《关于升级推出科创票据相关事宜的通知》以来，首批

8家主体类科创票据已成功落地，6月 14日首批 4单用途类科创票据成功发行。沪深交

易所发布《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和《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

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强化可转债交易监管，对新参与投资者增设“2年

交易经验+10 万元资产量”准入要求，防止过度投机炒作、维护可转债市场平稳运行。 

2.2 地方政府债集中发行“赶进度”，单周发行规模超六千亿元 

今年以来，债券市场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一降一升，其中利率债受地方政府债发行

节奏前置影响发行数量和规模均显著增长，而同业存单和信用债整体呈现收缩态势。本

周，地方政府债集中发行“赶进度”，中央要求各省财政部门前置专项债发行节奏、加

快支出进度，以确保“今年新增专项债券在 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同时“力争在 8

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受此影响，本周地方政府债的发行节奏明显提速，单周发行 125

只，募集资金 6,167.36亿元，刷新今年以来的单周发行记录。 

表 1  债市发行情况（单位：只、亿元、%） 

 
利率债 同业存单 信用债 全市场 

发行数量 发行规模 发行数量 发行规模 发行数量 发行规模 发行数量 发行规模 

本期 149 8,935.96 720 7,638.90 442 5,832.65 1,310 22,402.41 

环比 53.61% 67.43% 37.14% 45.28% 16.01% 69.27% 30.61% 59.55% 

同比 96.05% 66.56% 46.04% 166.70% -1.12% 69.80% 28.94% 92.06% 

今年以来 1,645 100,695.53 12,669 102,653.60 8,429 84,990.66 22,742 288,334.69 

同比 48.06% 13.67% -9.87% -0.58% -7.72% -4.01% -6.42% 2.84%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2.3 主题债券持续发力，乡村振兴债券环比增长 

今年以来债券市场提升服务国家重点领域力度，绿色、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主题债券

发行规模明显上涨。本周，乡村振兴债券发行量环比增长，科创票据发行量环比下降。 

表 2  债市新产品发行情况（单位：只、亿元） 

券种 
本周 环比 同比 今年以来同比 

发行数量 发行规模 发行数量 发行规模 发行数量 发行规模 发行数量 发行规模 

乡村振兴债券 9 122.61 12.50% 138.73% 200.00% 775.78% 5.97% 23.18% 

绿色债券 8 181.98 -27.27% 2.65% -46.67% 54.47% 13.20% 68.68% 

科创票据 7 51.00 -30.00% -20.31% - - - - 

数字经济债券 4 3.00 - - - - - -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3 23.00 - - - - 30.77% 106.47% 

创新创业公司债券 3 18.00 - - 200.00% 80.00% 20.00% 9.89% 

碳中和债 2 30.31 0.00% 51.55% -66.67% -53.59% -23.76% -5.65%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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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周 4 家企业主体评级下调；2 只债券违约或展期，无新增违约主体 

正面调整方面，本周无企业主体评级调高；18只债券债项评级调高，包括 10只证

监会主管 ABS，6只私募债，2只企业债。今年以来，共有 6家企业主体评级调高，96只

债券债项评级调高。负面调整方面，本周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交通投资

有限公司、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家企业主体评级

调低，较上周增加 3 家；3只可转债债项评级调低。本周，债券市场共有 2只债券违约

或展期，环比减少 2 只；无新增违约主体。 

表 3  违约或展期债券明细 

序

号 
违约主体 

违约债券简

称 

违约/展期 

日期 

债券余

额(亿

元) 

发行时

主体评

级 

省份 
所属 Wind

行业 

企业 

性质 

Wind

债券二

级分类 

1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

股份公司 
20 华 EB02 2022/6/13 1.30 AAA 河北省 房地产开发 

民营企

业 

可交换

债 

2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 当代 01 2022/6/16 5.00 AA+ 湖北省 西药 

民营企

业 

一般公

司债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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