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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转债大涨逾17%

周一， 停牌逾两个月的

电气转债演绎王者归来，复

牌首日上涨逾17%， 因盘中

涨幅过大甚至一度遭临时停

牌。 当天其他转债则多数泛

绿，但抗跌性强于正股。市场

人士指出， 考虑到资产注入

利好和补涨预期， 预计电气

转债将继续上涨。

昨日A股市场延续小幅

反弹态势，个股涨多跌少。转

债市场上， 昨日复牌的电气

转债独领风骚， 个券表现强

于正股。截至收盘，电气转债

大涨17.33%，对应正股亦涨

停报收。 与此同时， 格力转

债、 歌尔转债、14宝钢EB、

15国盛EB分别下跌1.52%、

1.41% 、1.19%和 0.15% ，对

应正股则分别下跌2.45%、

2.03%、1.23%和0.14%，转债

抗跌性明显； 此外，15天集

EB和15清控EB分别上涨

0.68%和0.03%,对应正股天

士力大涨7.56%、 国金证券

微跌0.65%。

市场人士指出， 电气转

债停牌期间， 上证指数和相

关行业指数涨幅较大， 且不

断有中外核电协议签署和相

关概念发酵， 预计电气转债

复牌后向150元一线突破问

题不大。整体市场方面，年底

前股市难言乐观， 短期内转

债或跟随股市继续调整，上

下空间较有限。（王姣）

■ 交易员札记

高等级信用债上演补涨行情

□潍坊农信 代长城

周一， 市场资金面平稳

宽松，利率债转入震荡，中高

等级信用债表现抢眼， 收益

率出现大幅下行。

昨日国债收益率有所

上行，政策性金融债收益率

则整体小幅回落。 现券方

面，5年国债15国债19成交

平 均 价 2.862% ， 上 行

1.7BP。 政策债中，5年国开

债 150208 成 交 平 均 价

3.0225%，下行0.8BP；10年

国开 150210 平均成交价

3.418%，下行0.6BP。

信用债方面， 成交集中

在中长期高等级品种上，收

益率下行幅度较大。 如剩余

5.72年的15三峡MTN002成

交在 3.60% ， 较估值下行

10BP；剩余6.75年15中电投

MTN004成交在3.76%，较

估值下行10BP。

昨日中长期中高等级信

用债收益率下行只是价值回

归，并不出乎意料。中高等级

信用债绝对收益率较高，违

约风险较低， 在利率债收益

率先期持续走低情况下，中

高等级信用债有补涨需求。

预计信用债收益率仍有下行

空间， 尤其是AAA以上

（含） 高等级信用债其违约

风险非常低， 信用利差有进

一步缩窄的可能。

国泰君安：

信用债有望阶段走稳

信用事件仍然多发，但

从实质风险程度和量级的

角度，对市场的边际影响有

所弱化。 发改委进一步简化

企业债申报程序等，进一步

强化政策托底意图，缓解系

统性风险担忧。 折算率调整

以及

IPO

的影响相当有限，

年末资金面的波动很可能

小于以往。 在不发生新的重

大信用事件的情况下，信用

债有望阶段性走稳。

海通证券：

年末大概率震荡

对利率债而言，

12

月既

有

IPO

启动、美国加息、宽松

边际减弱等风险， 也有地方

债供给冲击有限、 市场风险

偏好降低的利好， 预计仍将

大概率震荡。 经济增速换挡

和居民财富转移的大背景

下，坚持认为债市长牛，

12

月

若利率回调至较高点是布局

良机。

招商证券：

配置短久期中高等级

目前信用债的估值分

化会进一步拉大，信用利差

特别是等级利差将延续走

阔的趋势。 预计机构投资者

在风险、 收益和杠杆之间，

将更多考虑信用风险和杠

杆补偿，建议在择券上首先

突出流动性和杠杆能力，短

久期中高等级为主。

华创证券：

长端利率存调整压力

目前

10

年国债接近

10

月

底水平， 但

10

年和

1

年国债利

差反而回落到

50bp

， 较

10

月

底更低。我们认为货币继续宽

松的可能性非常小，短端利率

很难再进一步下行。在短期利

率无法进一步下行的情况下，

长期利率接近前期底部后存

调整压力。（王姣 整理）

■ 观点链接

上海证券10日将发行13亿短融

上海证券 7日发布公

告，将于12月10日公开招标

发行13亿元短期融资券。

上海证券10日将发行

该公司今年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期限91天，发行金额13

亿元， 将通过招标方式公开

发行，采取固定利率，发行利

率通过招标系统招标决定。

12月10日为招标日，12月11

日缴款并起息，12月14日起

上市流通，2016年3月11日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遇节

假日顺延）。

截至目前， 上海证券待

偿还短融余额为0亿元，该

公司短融最高发行余额为

27亿元。

10月以来，A股行情有

所回暖，券商客户融资余额

回升，资金需求上升促使券

商发债活动逐渐走出低谷。

据统计，11月全月共发行

证券公司短融15支， 面值

总额188亿元，创下半年以

来新高。 市场人士指出，因

前段时间发行放缓而存量

券陆续到期，目前证券公司

短融发行额度充足，在客户

融资需求回升的支撑下，券

商金融债供给可能继续恢

复。 （张勤峰）

高位震荡 期债难脱盘局

□本报记者 王辉

周一，国债期货市场探底回升，延续了

11月末以来的高位震荡走势。 分析人士表

示，目前债市预期仍偏乐观，不过下周美联

储议息及年尾因素短期会限制进一步走

强。 短期内，国债期货市场或维持高位震荡

走势。

期债创近一月新高

平稳度过10只新股发行之后， 周一银

行间资金面保持整体宽裕，利率债市场回归

震荡。 当日国债期货市场5年及10年期品种

主力合约则双双小幅上涨。

周一，5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F1603

收报100.115元，涨0.075元或0.07%；全天成

交31934手，与前一交易日基本持平；持仓

则增加188手至19659手。 10年期国债期货

主力合约T1603收报98.95元，涨0.065元或

0.07%；全天成交15918手，较前一交易日缩

量约一成；持仓则增加155手至22867手。

交易员表示， 美国11月非农数据强劲

巩固美联储加息预期， 但国内债券市场未

遭受明显不利影响， 各方对于债市中长期

看法仍相对乐观。 此外，经过上周新股申购

的小考之后， 主流机构对于年末流动性预

期也更加乐观， 对宏观经济的看法则仍旧

谨慎。 整体来看，由于期债已上升至阶段高

位， 多空双方在短期市场运行方向上的博

弈陷入僵持。

短期或难脱盘局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市场对于本轮债券

牛市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得以延续仍相对

一致。 但美联储下周可能启动首次加息、11

月金融数据的扰动、年末多方获利了结等因

素，也成为限制国债期货短期继续上涨的重

要理由。 综合市场交投情绪来看，短期内国

债期货市场可能保持高位震荡的运行格局。

对于利率债市场中长期的表现，国泰君

安证券认为， 随着一级市场供给明显收缩，

上周利率新债招标需求向好，中小银行年末

配置行情正提前启动。 整体来看， 考虑到

2016年宏观“去增长” 和微观“去产能” 风

险上升，中长期利率债仍然具备收益率下行

的价差空间，而本轮债券市场牛市也可能明

显长于市场预期，中短期内债市难以出现系

统性下行风险。

具体到短期国债期货的投资策略把握

方面，目前市场观点仍有较明显分歧。 申万

期货周一表示， 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

对债券尤其利率债是长期利好。制造业PMI

继续低于荣枯线表明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

观，央行仍需通过降息降准及创新工具等多

种方式稳定经济增长。 在此背景下，预计利

率债仍以上行为主。 期债具体操作上，建议

多单继续持有。 来自方正中期等机构则认

为，下周美联储的议息结果，以及本周将陆

续开始公布11月金融数据，都可能触发期债

出现下行，短期内期债有下行调整的可能。

人民币料震荡偏弱

□本报记者 张勤峰

7日，人民币对美元继续走贬，在岸即

期汇率跌势略微加重，香港离岸人民币盘中

急挫逾300基点，境内外即期汇率价差一度

扩大至超过600基点，人民币贬值预期有所

升温。市场人士指出，美联储议息窗口渐近，

强势美元或继续令人民币承压，而基于国内

经济基本面考虑，人民币亦存在合理适度贬

值的内在需求，不过，防范资本大量流出、推

动人民币国际化等目标，仍约束人民币贬值

程度，预计短期内人民币将维持震荡偏弱走

势，不会出现急剧的贬值。

境内外价差走阔

7日，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中间价设于6.3985元， 较4日下调

134基点，创近一个月最大跌幅，以此向4日

的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收盘价看齐。 12

月4日，人民币兑美元在岸即期汇率出现大

幅波动，尾盘收在6.4020元，跌48基点。

7日，美元于亚市维持上行势头，加上中

间价遭大幅下调，致当天人民币在岸即期汇

率继续走贬，人民币兑美元即期询价交易收

在6.4082元，全天跌62基点，跌幅小幅扩大。

昨日香港市场上，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

率于亚市及欧市早盘持续走低，截至北京时

间17时，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最低跌破6.47

元至6.4746元，较前收盘价跌287基点；与此

同时，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与在岸即期汇率

的价差一度扩大至645基点。

维持震荡偏弱走势

美元走强令短期人民币汇率蒙受下行

压力。 自11月初以来，在岸人民币汇率结束

了阶段性的反弹，重新走入下行通道，至今，

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累计已贬值907基

点，跌幅约1.4%。 美元指数则从10月中旬以

来持续走强， 本月初一度升破100点关口。

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一方面美元在经济增

长与货币周期上的相对优势，支持美元对人

民币升值的势头；另一方面，美元升息预期

渐浓背景下，担忧资本外流的情绪亦令人民

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

中国央行7日公布数据显示，11月末

外汇储备余额环比意外大降872亿美元至

3.4383万亿美元， 为2013年2月末以来最

低。 剔除价格调整的影响，有市场人士猜

测，央行入市稳定人民币汇率，可能是当

月外汇储备再次出现明显减少的一个主

要原因。在今年8、9月，人民币汇率大幅波

动的时期，外汇储备也曾出现过单月超过

400亿美元的减少，最多时8月份一个月就

减少了939亿美元。 最新外汇储备数据的

发布， 也直接造成7日离岸人民币汇率的

跳水行情。

市场人士指出， 美联储议息窗口渐近，

美元将启动升息进程基本已成市场共识，关

注点正转向美联储政策紧缩的节奏和力度。

而考虑到其他主要经济体仍在为稳增长做

努力，谈及收紧货币政策尚早，美元维持中

期强势也是大概率事件。强势美元或继续令

人民币承压， 而从国内经济基本面考虑，人

民币存在合理适度贬值的内在需求。 当然，

为防范资本大额流出、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等，人民币贬值势头仍将受到约束，预计短

期内人民币将维持震荡偏弱走势，不会出现

急剧的贬值。

年底流动性基本无虞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周一（12月7日），货币市场资金供给

充裕，资金面几无波澜。 IPO重启后首批新

股发行对流动性扰动有限，资金面表现好于

预期。 市场人士指出，虽第二批新股发行在

即， 预估冻结资金总量上升叠加美联储议

息、 年末等因素可能致资金面波动加大，但

结合近期央行维稳动作来看，年底流动性基

本无虞。

资金利率持稳

周一，银行间市场资金面风平浪静。 质

押式回购市场上， 从存款类机构行情来看，

隔夜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持稳于1.77%，自10

月27日以来， 该利率已连续六周稳定在

1.77%上下不超过2bp的范围内；当天7天回

购利率加权值亦持稳于2.31%，14天品种则

小跌2bp至2.61%。交易员称，周一资金需求

仍集中在7天及以内品种，隔夜资金供需均

衡，7天资金供给相对较多，整体上，资金供

给充裕，市场情绪乐观。

周一交易所回购市场上，首批新股申购

扰动正式解除， 短期回购利率保持低位运

行，上交所隔夜利率加权值收报1.809%，较

前加权值再跌10bp，14天利率加权值则上

涨20bp至2.50%。

昨日，创业板股票中科创达申购资金解

冻， 至此，IPO重启后首批10只新股未中签

申购预缴款已全部退回。 回顾本批新股发

行，累计冻结资金逾2.4万亿元，对短期流动

性造成一定影响， 但影响程度和范围有限，

持续时间较短，短期流动性状况明显好于先

前预期。

流动性投放可期

值得注意的是，从发行日程上看，本月

新股发行仍较为密集， 首批10只新股申购

资金还未完全退回， 第二批10家企业已发

布招股书，并将于本周五（12月11日）和

下周一（12月14日）密集展开网上网下发

行。有机构表示，第二批新股申购资金冻结

高峰将出现在12月14日， 预计会超过3万

亿元。

市场人士指出， 由于发行时点更为集

中，且更加接近年底，备受关注的美联储12

月议息也将在下周进行， 多重因素影响下，

第二批新股发行对短期流动性的影响可能

会有所加大。 周一上交所回购市场，跨下周

新股发行期的14天回购利率出现20bp的上

涨，一定程度上即反应了第二批新股发行的

影响。

此外， 央行7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11

月末外汇储备为3.4383万亿美元， 创2013

年2月末以来最低，预期为3.4925万亿美元，

环比10月减少872亿美元。 有交易员猜测，

月内央行外汇买卖，是影响外汇储备余额的

一个重要原因，而当月外汇占款增量可能也

不会太乐观。 面对强烈的美联储升息预期，

资本流动依然构成短期流动性的最大不确

定因素。

不过，有交易员表示，央行保持本币流

动性合理充裕的态度鲜明，先前下调SLF并

新开展MLF、 提高公开市场逆回购交易规

模已释放维稳信号， 面对短期多种不利因

素， 预计央行将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投放力

度。 有央行流动性政策做保证，年底流动性

基本无虞。

债券实质违约又添新案例

信用利差加速分化

□本报记者 王姣

山水水泥、 云煤化等信用事件尚未完

全平息， 年内又一起违约事件再次出现。

12月7日，四川圣达集团确认“12圣达债”

未能按期足额付息及兑付回售债券本金，

由此成为今年以来债券市场实质违约的第

八例。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经济仍未回暖，

制造业等企业基本面持续疲软， 同时政策

层面打破刚兑和清理“僵尸企业” 和“绝

对过剩产能” 的决心较强，高危债券外部

支持程度下降， 而违约担忧加剧致高危行

业再融资难度加大，债券违约将呈常态化，

防范信用风险应成为信用债投资主基调，

筛选排雷尤为重要。

年内第八起信用债违约

四川圣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圣达

集团” ）7日公告称，公司债券“12圣达债”

应于2015年12月5日付息及兑付回售债券

本金。 受外部经营环境及金融环境的影响，

圣达集团的生产经营业务受到冲击， 同时

资金流动性受到限制， 未能按期足额付息

及兑付回售债券本金。 该债券发行总额3亿

元，于2012年12月5日发行，期限6年，附第

三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

人回售选择权。 据资信机构披露，该期债券

全部投资者已行使提前回售权利。

海通证券点评称， 受制动鼓和生铁业

务亏损影响， 圣达集团和子公司均已出现

贷款违约和欠息，金额高达5.14亿元，资金

链十分紧张，偿债依赖外部支持；公司已筹

划资产重组，且政府部门也介入，但最终仍

违约，显示政府保刚兑的难度加大。

业内人士指出，近来信用事件频出，除

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外， 也受到了年末

企业现金流压力上升的影响， 短期债务偿

付负担积聚， 银行囿于对信用风险的担忧

而减少信贷投放， 进一步加速了企业债券

违约的爆发。

除圣达债违约外，12月已出现多起主体

评级下调事件。 据中金公司数据，仅上周就

单独公告11项评级调整，全部为负面评级行

动，包括9家非城投企业和2家城投企业。

南京银行补充称， 通过对评级下调和

上调企业分析， 在个券选择上应注意规避

周期性、产能过剩行业。由于评级调整具有

滞后性，料2016年二、三季度评级调整高

峰期上游行业调整次数或将井喷。

信用风险加速爆发

在实体经济延续疲弱态势、 重点发债

行业即将步入长周期去产能的背景下，业

内人士认为，未来债券违约或常态化，防范

信用风险应为信用债投资主基调。

从基本面来看， 瑞银证券宏观团队预

测2016年A股上市公司利润增速将从今年

的4%降至-1%。“明年有可能会发生严重

信用违约事件或不良贷款快速攀升， 使得

金融系统受到债务违约的风险冲击。 ”

而在上周举行的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

上，政府高层表示，要下决心淘汰一批“旧

动能” ， 要对“僵尸企业” 、“绝对过剩产

能” 的企业狠下刀子。 光大证券认为，煤

炭、钢铁等行业或首当其冲，成为改革的切

入点。这类行业仍处于下行周期，企业面临

非常大的经营和财务困境， 到期债务偿付

严重依赖外部支持。 政府传递出的政策风

向或使得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风险进

一步加剧，筛选排雷尤为重要。

综合来看，招商证券认为，未来信用债

可能面临三方面的负面冲击： 首先是估值

和流动性方面的影响， 比如个券连续亏损

导致暂停上市、 当年盈转亏或者亏损面扩

大引致评级下调、 因上述因素引致的交易

所折算系数调整。其次是目前经济环境下，

类似于中钢、云煤化、桂有色等因宏观经济

不景气所引致的个券还本付息压力， 以及

山水等在自发整合与兼并重组进程中引致

的或有违约。最后是经济下沉、产业债担保

增信能力下降与资产重组背景下的城投平

台负面事件。

中金公司进一步指出，近期负面信用事

件还在不断暴露，银行不良贷款情况也在进

一步恶化。 展望明年，违约风险将会继续发

酵，评级间分化必然加大，过低的低等级信

用利差需要重估反映其实际风险水平。

信用利差加速分化

随着前期调整逐渐结束， 近期信用债

收益率再度下行， 但由于信用事件此起彼

伏，市场对于低等级品种较为谨慎，近期低

等级品种走势明显弱于高等级品种。 市场

人士指出，当前临近年末，市场情绪逐渐趋

于保守，而除了违约风险，因评级调整等信

用事件造成的估值冲击， 以及流动性较低

等因素同样会制约低等级债表现， 因此预

计高、低等级信用利差的分化仍将继续。

据国泰君安数据， 上周二级市场上的

信用债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下行， 信用利差

1年期高评级品种收窄2-5bp，低评级品种

走扩1bp，3年期高评级收窄4-6bp， 低评

级走扩6-7bp，5年期收窄6-16bp。

目前信用利差仍保护不足。 中金公司

指出，目前评级AA+及以上的信用利差都

在历史1/4分位数以下，AA评级信用利差

在历史中位数附近。

业内人士预计，信用债的估值分化会

进一步拉大，信用利差特别是等级利差将

延续走阔的趋势。 申万宏源指出，随着债

券负面事件的增加，预计随后的2-3年内，

中国信用债估值将愈来愈多的反映信用

风险定价因素。 实际上，从今年AA-及以

下品种信用利差一直维持高位即可看出

端倪，预计明年AA品种和部分行业AA+

品种中也将根据资质的不同出现较大的

估值差异。

平安证券同时表示， 年内过剩产业信

用风险有所增加， 信用利差分化格局加速

形成。 过剩产能部门的信用违约风险将不

断提高， 即便最终出于就业和社会稳定考

虑，政府对违约进行兜底，也不会改变信用

利差持续分化趋势。 高等级信用债受机构

配置需求追逐而利差不断缩窄； 低等级信

用债却不得不承受高风险溢价推动的信用

利差走阔。

由于违约频发， 低等级信用债成为投

资者最不看好的债券品种， 不过高等级信

用债取代利率债成为市场最看好的债券品

种。海通证券最新调研结果显示，看好高等

级信用债者的占比由上期的45%大幅升至

65%， 或由于信用债调整后信用利差重新

拉大， 且违约频发使得投资者追逐相对安

全的高等级债券。

甘肃银行

10日将发32亿二级资本债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日发布公告称， 定于12月

10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债

券发行系统公开招标发行该

行2015年二级资本债券。

本期二级资本债为10年

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5年末

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同时附有减记条款， 发行规

模为不超过32亿元， 采用固

定利率形势， 票面利率将通

过招标系统招标决定， 单利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

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不含利

率跳升机制及其他赎回激

励， 票面利率不与发行人自

身评级挂钩， 也不随评级变

化而调整。时间安排上，招标

日为12月10日，缴款日、起息

日为12月11日。 根据联合资

信的评级结果， 发行人主体

信用级别为AA，本期债券信

用级别为AA-。

据Wind统计， 截至12

月7日， 今年以来已完成发

行的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

44只， 发行总额2006.64亿

元。 尽管发行债券数量多于

上年同期， 但由于少了大行

高额供给， 发行总额要明显

少于上年同期的3237.50亿

元。 （张勤峰）

短融中票信用利差与历史水平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