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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摘要 

 

监测期内发布 7月通胀数据和社融数据，数据显示 CPI涨幅扩大，PPI平稳

回落，通胀阶段性压力增大；社融数据显示 7月社融总量走弱、结构欠佳，实体

有效融资需求不足。政策层面，监测期央行发布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继续

强调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本周资金面继续保持宽松，央行持续 20 亿缩

量操作，净投放规模为零，同时市场对于央行将边际收敛资金面的预期上升带动

本周资金利率小幅回升，短端利率中枢随之抬升，而长端利率由于受到长期基本

面回暖放缓的预期影响，本周波动较小，保持在 2.74%附近波动。 

本周债市政策方面，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第 3号——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自律监管措施实施标准（试行）》，以规

范自律监管标准，提升监管透明度。新产品方面，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明确保险

公司可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自 2022 年 9 月 9 日起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拓

宽保险公司资本补充渠道，支持服务实体经济。 

本期，债券一级市场发行数量与上周持平，发行规模较上周大幅下降，其中，

利率债、同业存单发行规模环比下降幅度较大，信用债发行规模环比小幅下降。

创新产品方面，今年以来，绿色、科技创新类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大幅上涨，体现

出债券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精准和质效。本周绿色债券、科创票据、短期公司债、

可持续挂钩债券发行规模环比下降幅度较大，科创票据、碳中和债发行数量环比

由负转正。 

信用风险方面，本周债券市场无主体评级调整情况；6 只债券违约或展期，

涉及房地产开发、消费信贷、电影与娱乐行业；无新增违约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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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及利率动态 

1.1  CPI 同比涨幅有所扩大，PPI 继续回落，结构性通胀压力加大 

监测期，统计局发布 CPI 及 PPI 相关数据。数据显示，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好，价格

传导逐步畅通，结构性通胀压力加大。具体来看，7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2.7%，PPI 同比上

涨 4.2%，环比一升一降。CPI 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其中食品类增速加快，是拉动 CPI 上涨主

要动力，鲜菜、水果、畜肉、食用油等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猪价价格同比增速由负转正，

对 CPI 拉动效应显著，但前期国家对猪肉囤积惜售行为进行了治理，猪肉价格增速较市场预

期略低。非食品类中，机票、住宿、娱乐等服务价格在暑期需求带动下保持上行，能源价格

大幅回调，对缓解通胀压力较为显著。PPI 同比涨幅继续回落，原油、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回调带动下，生产资料价格降幅同比扩大，煤炭、石油、金属等上游行业价格普遍

回调，而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保持扩张，食品类价格环比上涨，显示上下游价格传导性增强。 

1.2  7 月社融总量走弱、结构欠佳，实体有效融资需求不足；央行强调加大稳

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 

监测期，央行发布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

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搞好跨周期调节，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和

物价稳定、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报告还指出下

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一是保持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二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聚焦重

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突出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三是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

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四是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以我为主兼顾内外平衡；五是不断深

化金融改革，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六是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外置、问责制度

体系，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 

监测期，央行公布 7 月社融数据，显示社融总量走弱、结构欠佳。总量上看，7 月社融

增速为 10.7%，比上月下滑 0.1 个百分点，新增人民币贷款 6790 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 4042

亿元。结构上看，居民短贷再度转为负增、企业中长贷同比少增、票据冲量特征再度显现，

指向消费疲软、地产低迷、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当前经济增长压力仍较大，虽然政策发力前

置，但对实体信心提振并不明显，资金供给虽增加，但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仍然较弱。后

续来看，货币政策或加码以提振融资需求。 

1.3  在央行对流动性边际收敛预期影响下，本周 10Y 国债收益率中枢小幅回升 

本周 1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中枢均有小幅上行，资金利率略有回升。本周债

券市场仍主要受到预期波动的影响，央行保持 20 亿公开市场操作规模，全周净投放规

模为零。本周发布通胀数据显示通胀压力有所加大，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释放

出后续加大对通胀关注的信号，同时 7 月社融数据不及预期，信贷规模大幅下滑而 M2

增速上涨，显示目前银行间流动性仍然充裕但实体经济活跃度依然不足，企业和居民部

门加杠杆意愿不强，基于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市场预计央行或将逐步收敛市场流动性，

下周 MLF或将缩量操作，预期波动下对本周资金利率形成上行拉动，1Y国债收益率中枢

也随之同步上行 6BP，10Y 国债收益率仍受经济增长乏力、回暖缓慢的预期影响，仍保

持在 2.74%附近低位波动。下周重点关注周一即将公布的 7月经济数据及 MLF操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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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债券市场情况 

2.1  上交所发布自律监管规则，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明确保险公司可发行无固

定期限资本债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3 号——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

券自律监管措施实施标准（试行）》发布，以规范自律监管标准，提升监管透明度。同

时，上交所还发布了听证、复核等自律管理相关办法，提升自律管理实施效率。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明确保险公司可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自 2022 年 9 月 9 日起实施，

有利于进一步拓宽保险公司资本补充渠道，支持服务实体经济。 

2.2  本周债券发行数量环比持平，发行规模环比大幅下降 

今年以来，各类债券的整体发行数量同比有所下降，发行规模同比小幅上升；其中，

利率债受地方政府债发行节奏前置影响，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均大幅增长，而同业存单

和信用债同比呈现收缩态势。本周，债券一级市场发行数量与上周持平，发行规模较上

周大幅下降；其中，利率债和同业存单的发行数量和规模环比均大幅下降，同业存单的

发行规模降幅超过 50%，信用债的发行数量环比大幅增长，发行规模环比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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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4,848.10 416 1,799.50 377 3,484.64 825 10,132.24 

环比 -23.81% -11.59% -13.51% -50.68% 24.83% -5.49% 0.00% -20.96% 

同比 -11.11% 40.53% -30.32% -55.13% -22.27% -22.06% -26.21% -15.08% 

今年以来 2,302 146,436.17 16,299 128,447.40 11,452 111,654.17 30,053 386,537.75 

同比 39.68% 22.79% -12.24% -5.33% -8.02% -5.95% -8.02% 3.45%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2.3  科创票据、碳中和债发行数量环比由负转正，绿色债券、科创票据、短期

公司债券发行规模环比下降 

今年以来，绿色、科技创新类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大幅上涨，体现出债券市场支持实体经

济的精准和质效。本周绿色债券、科创票据、短期公司债发行规模环比下降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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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债券 9 202.91 50.00% -37.16% -25.00% 166.11% 0.85% 55.36% 

科创票据 8 41.00 33.33% -31.67% - - - - 

短期公司债券 7 79.00 -36.36% -50.69% -46.15% -65.03% -9.42% -18.05%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3 29.00 50.00% 0.00% - - 114.29% 240.81% 

碳中和债 2 86.91 100.00% 334.55% -71.43% 43.65% -36.24% -9.18% 

乡村振兴债券 2 39.00 -33.33% 44.44% -33.33% 21.88% -5.15%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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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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老区债 1 25.00 - - - - 900.00% 841.04% 

可持续挂钩债 1 15.00 -66.67% -68.09% 0.00% 275.00% 50.00% 56.99%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2.4  本周债券市场无主体评级调整情况，有 6 只债券违约或展期，无新增违约

主体 

信用风险方面，本周无主体评级调高或调低的企业；“21 明诚 01”未按时兑付利

息，其他 5只债券展期；本周无新增违约主体。 

表 3  违约或展期债券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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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园集团有限公司 20 奥园 02 2022/8/8 11.80 AAA 广东省 房地产开发 
中外合

资企业 

一般公司

债 

佳兆业集团(深圳)有

限公司 

佳尾 3 次 2022/8/8 0.30 - 广东省 房地产开发 其他 
证监会主

管 ABS 
佳尾 3A3 2022/8/8 3.50 - 广东省 房地产开发 其他 

佳尾 3B3 2022/8/8 1.50 - 广东省 房地产开发 其他 

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 

19 西藏租赁

债 01 
2022/8/9 20.00 AA+ 

西藏自治

区 
消费信贷 

民营企

业 

其它金融

机构债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

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 明诚 01 2022/8/11 3.80 A+ 湖北省 电影与娱乐 

地方国

有企业 
私募债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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