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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摘要 

监测期内高频数据显示，10 月以来经济基本面延续弱修复趋势，工业品价

格涨跌互现，其中以基建需求释放拉动为主，房建对工业品需求拉动边际仍然疲

弱。食品价格方面，猪肉价格涨幅扩大，蔬菜价格有所回调。地产销售供需两端

有所改善，但区域性集中拉动特征显著，综合来看内需修复仍处弱势。外需方面，

本周两大集运指数双双环比下跌，欧美集运量下降显著，外需回落趋势依然突出。

政策方面，上周末至本周末，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并胜利

闭幕，会议上针对经济工作重点强调高质量发展，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扩大内需、

提倡安全发展，为未来经济发展奠定新的总基调。市场方面，本周央行结束两个

月来 MLF 缩量操作，等量续作 MLF显示央行对市场的宽松呵护，本周长端利率微

幅上行，下周重点关注三季度经济数据表现，以及大会后各部委释放的新的政策

信号。 

债券发行情况，今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整体发行数量和规模一降一升，其

中，利率债在地方政府债前置发行的拉动下，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均大幅增长，

同业存单和信用债的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均收缩。本周，债券一级市场发行数量

和规模环比显著回升，利率债、同业存单和信用债的发行数量环比均大幅增长，

仅利率债发行规模环比下降。本周绿色债券延续市场良好表现，乡村振兴债发行

量环比增幅最大。 

信用风险方面，本周无主体评级调整情况；5只债券展期，无新增违约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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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及利率动态 

1.1  本周内需延续弱修复走势，仍以基建拉动为主，外需有所回落 

本周高频数据显示，内需修复延续弱修复走势。本周高炉开工率稳中微降，工业品

价格涨跌互现。动力煤价格总体保持稳定，钢铁价格跌幅扩大，水泥价格涨幅有所扩大，

显示目前国内下游需求仍然偏弱，基建继续上行对需求仍有拉动，但房建领域对工业品

需求边际拉动仍然低迷。食品价格方面，本周猪肉价格环比涨幅扩大，蔬菜价格环比微

降，食品价格总体延续上涨趋势。房产销售本周环比略有回升，30城商品房销售面积环

比上涨 14%,但结构上主要由个别城市涨幅扩大拉动。外需方面，本周两大集运指数环比

均有下跌，外需延续回落态势，特别是欧美航线货运量回落显著，带动外需总体回调。

综合来看，本周内需延续弱修复趋势，外需回落特征依然显著，食品通胀阶段性走高，

但国家将释放新一批储备猪肉，预计食品价格可保持平稳，基建仍是内需主要拉动，带

动相关工业品价格回升，但房地产产业链总体回升仍需时间。 

1.2  二十大报告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本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并胜利闭幕。大会选举出新一届

中共中央委员并通过了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大会批准习近平同志代表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决议指出，大会通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是党和

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回顾本次二十大会议全部内容，其中针对经济工作重点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

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次二十大报告将经济发展的总定调由“贯彻

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调整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相较十九大报告经济部分的内容，调整或强调的地方主要有：一是强调“扩大内

需战略”。二是持续弱化经济规模目标，强调经济质量。三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

延续“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的政策定调，发展重心上更强调制造业等领域。

四是对外开放部分更强调要“稳”，粮食安全部分强调“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1.3  本周央行等量续作 MLF，LPR 未做调整，10Y 国债收益率小幅上行 

本周 10Y国债收益率小幅上行 3BP至 2.73%，1Y国债收益率基本保持稳定，资金利

率小幅回升 5BP。资金面来看，本周 MLF 到期 5000 亿元，央行采取平价等量续作，结束

了近两个月来缩量操作，央行一周净回笼资金 190亿元。本周 1年期和 5年期 LPR均维

持不变，显示目前“内外均衡”的政策目标对国内政策总量加码宽松仍有制约。本周统

计局延迟发布三季度数据，但从高频数据看内外需总体处于弱势，对债市仍有支撑。政

策层面，降准落空修正市场宽货币预期，同时本周大会召开，为后续经济工作主线奠定

基调，未来政策加码助力信用面回升仍然可期。下周重点关注三季度官方经济数据的公

布情况，预计三季度经济基本面将延续回暖趋势，同时下周国家各部委或针对大会精神

陆续释放新的政策信号，预计短期内难以突破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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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债券市场情况 

2.1  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圆满完成党的二十大各项任务 

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深入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

告。在过去十年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

大决策部署，金融事业取得重大成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大幅度提升，有力地支持

了脱贫攻坚、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制造业强国等国家重大战略、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物价水平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保持基本稳定，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得到广泛认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

重要成果，金融风险整体收敛，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业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完善现

代金融企业制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提升市场化法治化水平。

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我国金融事业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在于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 

2.2  本周债券发行数量和规模延续上周环比显著回升态势 

今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整体发行数量和规模一降一升，其中，利率债在地方政府

债前置发行的拉动下，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均大幅增长，同业存单和信用债的发行数量

和规模同比均收缩。本周，债券一级市场发行数量和规模环比显著回升，利率债、同业

存单和信用债的发行数量环比均大幅增长，仅利率债发行规模环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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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 69 4,483.00 615 5,576.90 444 6,277.92 1,128 16,337.82 

环比 50.00% -15.70% 22.02% 79.25% 25.07% 19.09% 24.64% 19.25% 

同比 13.11% -15.55% -13.14% -6.16% 3.74% 13.98% -6.00% -2.61% 

今年以来 2,003 137,984.67 20,921 165,583.80 14,465 188,990.74 37,890 496,267.77 

同比 24.26% 22.09% -12.20% -2.60% -12.50% -5.55% -10.12% 2.50%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2.3  绿色债券延续市场良好表现，乡村振兴债发行量环比增幅最大 

本周绿色债券、乡村振兴债、可持续挂钩债、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转型债券、一带一路

债发行数量和规模环比均增长，科创票据、短期公司债券、碳中和债发行数量和规模环比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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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债券 10 259.40 25.00% 30.35% -37.50% 85.46% 3.04% 45.61% 

科创票据 9 62.95 -35.71% -54.38% - - - - 

乡村振兴债 6 46.43 200.00% 608.86% -25.00% -32.22% -12.70%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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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公司债券 5 20.10 -44.44% -70.66% 25.00% -57.68% -7.72% -16.87% 

可持续挂钩债 4 30.00 100.00% 100.00% - - 55.00% 22.73%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2 24.00 -33.33% 54.84% 100.00% 433.33% 157.89% 255.85% 

能源保供特别债 2 40.00 100.00% -80.00% - - - - 

碳中和债 1 10.00 -66.67% -37.50% -80.00% -87.83% -36.04% -23.44% 

县城新型城镇化债 1 7.50 0.00% 150.00% - - 340.00% 258.51% 

创新创业公司债券 1 6.00 - - - - 5.26% -6.46% 

转型债券 1 10.00 - - - - - - 

一带一路债 1 20.00 - - - - 200.00% 222.27%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2.4  本周无主体评级调整情况；5 只债券展期，无新增违约主体 

本周，债券市场无主体评级调整情况；共有 5只债券展期，无债券违约，主要涉及

房地产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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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光控股有

限公司 
19 龙控 01 2022/10/19 13.59 AAA 广东省 房地产服务 其他 

一般公

司债 

2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20 恒大 05 2022/10/19 21.00 AAA 广东省 房地产开发 

民营企

业 

一般公

司债 

3 
深圳市龙光控股有

限公司 
PR 龙债 02 2022/10/17 13.50 AAA 广东省 房地产服务 其他 私募债 

4 
上海世茂建设有限

公司 
15 世茂 02 2022/10/17 5.34 AA+ 上海 

房地产经营

公司 
其他 

一般公

司债 

5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 鸿达 01 2022/10/17 5.30 AA+ 广东省 基础化工 

民营企

业 
私募债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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