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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利率市场

1、本周操作观点。
本周资金将继续保持平衡偏松状态，市场的目光将聚集在周二的正回购操作
上。操作量、期限、利率等都会给市场带来重大影响，相比上周，本周市场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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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确的方向。一旦 28 天正回购操作利率下降，那么将明显压低债券和 IRS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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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面保持平稳偏松，债券和 IRS 利率受正回购影响，利率下降概率较大，但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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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或直接等在低位支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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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过这是市场短期反应，正回购到底影响如何还需综合其他因素分析。总之，
度有限。手上的债券可以持有，看能否跌破之前低点。IRS 可以少量收取固定利

资金方面，本周会继续保持平衡至宽松的状态。所有焦点都集中在周二的正
回购操作上。继上周 14 天正回购中标利率较之前下调 10bp 后，市场对 28 天正回
购利率的下降充满期待，并将此理解为央行稳定回购利率的手段。首先，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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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影响，如果 28 天正回购真的降至 3.9%，那无疑符合市场预期，收益率回落。
如果持平，则没有什么影响，R007 的高低更关键。如果停发 28 天，也算利好，
毕竟资金冻结期限短了。总体来说略微利好市场。第二，简单分析央行的想法。

更多报告请访问我行网站：
http://www.cgbchina.com.cn/C
hannel/18100459

之前 R014 太高，资金供给充足，央行意图通过正回购利率进行指导，而不是通过
开盘做价。但量上又做了好久不见的净回笼。说明央行既想压力融资利率，又不
想资金太宽松。目标是好的，不过要实现貌似有难度。我们认为，正回购利率可
以看做二级市场融资利率的底部，降了是底部下移，而更关键的是顶部，也就是
逆回购利率。目前逆回购还看不到影子，所以正回购利率能否真能合理引导回购
利率，效果尚需观察。毕竟在数量调控上，央行不想放松。我们对本周资金面的
判断是平衡偏松，正回购利率一旦下降，会帮助资金面保持宽松。R007 有望回落。
债券方面，利率债受资金宽松的印象，继续小幅下降。当然背后有正回购“利
好”的推动。不过我们认为，上周的利率下降已经预期到本周正回购利率下降，
当兑现时，利率未必有更大降幅。7 月上旬的一波快熊，把收益率曲线打得很陡，
目前 3 年短端利率已经接近前低点，需求仍然旺盛，根源就在于对资金面的宽松
预期。显然现在的希望都寄托在调低 28 天正回购利率上。实际资金面并没有什么
利好。并且在调低利率的同时，总量控制上很可能继续净回笼。所以上周五的行
情已经部分反映了利好预期，对净回笼的量尚无过多考虑，这或许是本周的一个
利空点，要提防。总之，目前的利率水平，接近前低点，需要更多利好刺激，我
们建议持有手上的债券头寸，一旦预期落地，可以考虑卖出。即使没有调低利率，
宽松的资金面能缓解利率上涨压力。
IRS 目前受到 R007 较高的影响，回落幅度较小，不过市场依然保持利率下行
的大方向。现在 repo IRS 的利率相对均衡，并已经预期到资金利率会有下降。
Repo 1y 在 3.8%的位置盘整许久，一直不能有效突破。而且看 repo 1*5 的点差，
目前已经 45bp，也说明资金宽松的预期已经大部分得到反应。之前我们预测 R007
能下降至 3.7%，现在看来还有距离，那么 IRS 短端的下降看起来就更加没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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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看下周的话，大概率的 28 天正回购利率下降会刺激 IRS 下降，当然幅度
有限。我们更看重央行在总量上的控制，资金如果不宽松，靠公开市场的干预，
很难将 R007 压在低位。本周我们认为可以小量收取固定利率，以应对正回购和
R007 回落的影响，不过随后一旦情绪有变，则立刻转为支付固定，因为我们一直
认为目前 IRS 利率易上难下。
2、上周市场回顾：
上周的市场起起伏伏，没什么方向。在资金宽松的背景下，公开市场操作的
一些变动造成收益率快速波动，不过幅度不大。资金虽然宽松，而且有 R007 开
盘做价，但后续成交总会逐渐推高利率，可见供需结构性的失衡，导致机构对短
期资金需求旺盛，而长期资金由于利率较高，供给充足。由此，也引出央行通过
14 天逆回购进行调整
债券方面，上周波动为主，降幅不大。资金和基本面等没有什么消息，主要
冲击来自公开市场操作变动。总体上，债券利率在下降至接近之前低点的位置时，
开始反复震荡，继续下降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刺激。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对基本面
好转的预期趋于一致，所以金融债、国债等曲线都比之前陡峭。我们认为现在利
率下降空间还没打开，正回购操作或许是打开下方无风险利率空间的第一步，接
下来看下周 28 天正回购是否操作和中标利率吧。
IRS repo 上周波动幅度较大，但最终利率基本持平，repo 1*5 继续拉宽至
45bp 左右。其实上文说过，资金面是比较宽的，但 R007 总是低开高走，阻碍了
IRS 下降空间。当然，repo 1y 在 3.8%，R007 在 4.0%附近，已经倒挂。过去两次
资金宽松时（5 月、6 月）
，repo 1y 都高于 R007 约 30bp，这也是历史均值。所以
即使 R007 下降，IRS 下降空间也有限。如上文所述，下周的正回购操作很关键。
总体来看，上周资金保持平衡，正回购变动造成市场波动，回购利率偏高阻
碍了债券和 IRS 下降空间。利率波动幅度不大，市场缺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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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端国债收益率小幅下降

国开债收益率曲线整体小幅下降

数据来源：Wind 广发银行

银行间 AAA 票据收益率变动不大

长端期限资金利率相对下移

数据来源：Wind 广发银行

Repo IRS 利率曲线小幅向下平移

数据来源：Wind 广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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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利率互换市场
1、本周操作观点：
2 年期互换利率在上周仍旧没有持续突破 0.70 的高位，由于非农数据不佳，
目前已经下跌到 0.6810。虽然下周并没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公布，但是我们认
为目前的利率水平还是偏低的，上涨的概率更大，建议在此处支付固定收取浮动，
等再上升 1.5BP 后可继续加仓，预计本周应该能突破 0.70，如到 0.75 可以建议
止盈操作，收取固定支付浮动。
2、上周市场回顾：
上周互换曲线各期限利率先上后下，最终互换曲线略微变陡：短端有小幅下
跌，长端则有一定的上涨，1Y +其中 0.11BP，2Y -1.06BP，3Y -0.67BP，5Y +0.82BP，
7Y +2.70BP，10Y +4.45BP，30Y +5.55BP。周三二季度 GDP 环比 4.0%，远超预期
3.0%导致市场利率迅速攀高，随后美联储发表 7 月 FOMC 声明，基本符合市场预
期，言论也偏中性，利率出现一定的回调。周四晚上公布的当周首次申请失业金
人数不及预期，导致很多机构在非农数据发布之前止盈，利率又进一步的回落。
周五非农就业人口为 20.9 万不及预期 23 万，利率又开始暴跌。总体来说，上周
的各期限利率犹如过山车，最终整周的变化幅度不大。二季度 GDP 由于一季度的
GDP 基数较低，所以数据看起来很好，不过非农数据的公布却不理想，表明目前
劳动力市场并不如市场所预期的那么强劲。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经济数据好坏参半：二季度的 GDP 初值环比、核心 PCE
物价指数和 Markit 服务业 PMI 都是要好于预期，但是 7 月的就业数据，无论是
非农就业人口、ADP 就业人数还是当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和续请失业金人数均
不及预期。具体数据如下：二季度实际 GDP 初值环比+4.0%，远超预期的 3%，其
中库存变化贡献了 1.66 个百分点；二季度 GDP 平减指数初值+2.0%，预期+1.8%；
二季度核心 PCE 物价指数初值环比+2.0%，为 2012 年一季度来最高，预期+1.9%；
二季度个人消费支出（PCE）初值环比+2.5%，预期+1.9%；7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初值 60.9，预期 59.8；7 月 ISM 制造业指数为 57.1，创 2011 年 4 月以来最高，
预期为 56.0；7 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90.9，创近七年新高，远超预期的 85.4，
为三月连涨；虽然非农就业人口连续 6 个月增幅在 20 万人以上，但是 7 月非农
就业人口+20.9 万人不及预期+23.0 万；7 月 ADP 就业人数+21.8 万，预期+23.0
万；7 月劳动力参与率为 62.9%，前值 62.8%，依然很疲软；7 月失业率 6.2%，预
期 6.1%；7 月私营部门就业人口+19.8 万人，预期+22.7 万人； 7 月 26 日当周首
次申请失业金人数 30.2 万人，预期 30.0 万人，四周均值 29.7 万人，创 2006 年
4 月份以来新低；7 月 19 日当周续请失业金人数 253.9 万人，预期 249.2 万人；7
月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0.0%，预期+0.2%；美国 7 月平均每小时工资同比+2.0%，
预期+2.2%；7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81.8，创 3 月份以来新低，预期
82.0；6 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环比-1.1%，预期+0.5%；7 月芝加哥 PMI 52.6，创
2013 年 6 月以来新低，预期 63.0。
美联储 7 月 FOMC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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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0-0.25%，保持不变；缩减每月购债规模至 250
亿美元；将从 8 月开始，每月购买 100 亿美元 MBS 和 150 亿美元美国国债。此次
政策决定的投票结果是 9：1，费城联储主席普罗索持异议。
通胀持续处于 2%下方的几率有些下降；失业率下降，但劳工市场一系列指数
表明劳工资源未充分利用；利率将在 QE 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在低
位；重申预计经济将保持温和扩张趋势，就业市场逐步改善，前景风险大致平衡。
重申在 QE 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保持高度宽松货币政策仍是合适的；通胀已经向
“接近于”长期目标的水平发展（6 月声明称其“低于”目标水平）
；如果经济前
景稳定，将继续以慎重的步伐削减 QE；即使就业和通胀接近目标水平，仍可能长
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低于正常水准；住房市场复苏依旧缓慢，个人消费有所上升。
外围因素方面，欧洲经济处于缓慢复苏中，中国经济目前逐步触底回升，英
国经济则逐渐回顾正常水平，地缘政治事件仍不断发生。欧元区 7 月 Markit 制
造业 PMI 终值 51.8，预期 51.9；7 月 CPI 初值年率+0.4%，为 2009 年以来最低；
欧元区 6 月失业率 11.5%，创 2012 年 9 月份以来新低。中国 7 月汇丰制造业 PMI
终值 51.7，预期 52.0，创 18 个月新高； 2014 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 10.57 万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4146 亿元，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英国 6 月 M4 货币供应同
比增速加快，信贷投放疲软。地缘政治方面，以色列军队重启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军袭击了加沙地带 70 个目标，加沙南部地带至少 25 人因以色列炮击死亡；
美欧宣布对俄最严厉制裁，瞄准最核心的金融、军事和能源业领域；俄罗斯经济
增长预期降至近乎零，制裁将使俄罗斯经济更加疲软；俄罗斯正与国际社会逐渐
隔离，这将影响其长期建立起来的经济。

数据来源：Bloomberg 广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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