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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热点 

近期，中资房企美元债有所回暖。上周随着阳光城近期最后一只即将到期美元债展

期方案获大多数投资人通过，阳光城短期债务交叉违约风险解除，成功“闯关”，

带领房地产板块中资美元债上涨，收益率下行约 131.6bp。而在此前中资房企美元

债价格动荡时点，外资机构持续“逢低”买入，在部分机构看来，中资房企美元债

仍有配置价值。 

资料来源: Bloomberg，兴业证券金融研究院 

上周： 

就Markit iBoxx中资美元债回报指数而言，整体上涨0.88%，房地产企业上涨3.38%；

金融企业上涨 1.38%；非金融企业上涨 0.23%。 

  

资料来源: Bloomberg，久期财经 

11月份以来，房地产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规模已超10月整月，未来内部融

资环境可能延续回暖趋势，预计政府将提供一些监管和金融支持，以减轻这个中国

经济最重要行业之一的不确定性，整体来说违约风险不高，目前房地产中资美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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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水平仍属高点，有望进一步下降；然而长远来看地产行业亦难有较好起色，

相对于投资房地产相关股票而言，债券可能是更优选择。 

二、全球主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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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ind，美元债跟踪 

三、股市动态 
1、新股动态： 

港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HKEx 

 

美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NYSE, NAS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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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SSE, SZSE 

 

2、指数动态： 

 恒生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港股主要指数均下跌，恒生科技跌 1.6%，恒生指数跌 1.1%。 

 港股科技股三季度业绩表现不一，上周整体板块普遍回调，市场情绪再度走低。 

 欧美股市仍处历史高位，短期回调压力逐渐累积，预计海外市场波动将有所加

剧，港股短期料仍将维持区间震荡。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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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股重要指数中，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2%，标普 500 指数上涨 0.3%，道琼斯工

业指数下跌 1.4%，中概股指数下跌 8.2%。 

 美联储官员周中释放“鹰派”言论，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抬升，并推动美

元指数升至近期高位。 

 零售和科技企业财报超预期，盖过了美联储提早收紧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及美

联储官员关于通胀的“鹰派”言论影响。 

 

 上证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上证指数涨 0.6%，科创 50 涨 0.3%，深证成指涨 0.3%，创业板指跌 0.3%。 

 上周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视频会晤，市场预期偏积极； 

 美国际贸易法院就对双面太阳能组件关税问题正式做出了恢复关税豁免权并下

调 201 关税利率的裁决； 

 国常会决定“设立 2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促进绿色低

碳发展”； 

 流动性预期以及业绩真空期，小盘指数整体表现更好 

 

四、债市动态 
1、中资离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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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主要债券定价 

资料来源: Wind 

 

 本月美国零售消费大超预期，CPI 同比大幅上涨，工资上涨抵消了商品价格上

涨带来的负面影响，工资-通胀螺旋出现的可能性增大。 

 目前美联储主席热门人选就是鲍威尔和布雷纳德，后者是大鸽派，明年加息比

预料中可能更缓慢，有利于美股美债同时上涨。 

 

 

2、中国境内债券  

地方利率债发行与到期（亿元） 

资料来源: Wind 

 

 

国债方面，上周发行规模 1933 亿元，净融资-548 亿元；本周暂无已公布发行的国

债，净融资-300 亿元。地方债方面，上周发行规模 1926 亿元，净融资 1587 亿元；

本周已公布的发行规模为 1955 亿元，净融资 1878 亿元；本周政府债净融资 1578 亿

元，较上周增加 540 亿元。政金债方面，上周四招标的 10 年国开债，全场倍数较上

周回落(4.06 vs 4.28)；中标收益率 3.1141，算返费后，低于之前估值 3BP。 

中国平安表示： 

 当前利率临近震荡区间下沿，银行间杠杆率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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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信用”政策蓄势待发，而 货币政策大概率依旧稳健； 

 岁末年初实物工作量形成中，经济有边际好转可能； 

 下一阶段政策是否全面稳增长取决于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而“稳增

长”、“稳信贷”预期先行对债市构成利空。 

 

五、大宗动态 
 原油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美油价格自高位回落。其中美国原油价格周下跌 5.01 美元跌幅 6.21%；布伦特

原油价格周下跌 3.29 美元，跌幅 4.01%。 

油价上周回落，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压力： 

 新一波疫情来袭，这导致欧洲的疫情恶化给油价压力； 

 美联储升息预期导致的美元上涨，而以美元计价的油价承压回落； 

 IEA 和 OPEC 等国际组织认为原油供应过剩的情况可能出现也不利于油价。 

高盛称，在最近几周原油价格下跌后，白宫推动从国家储备中释放石油的努力已经

被市场完全消化。高盛在日期为 11 月 18 日的报告中表示，美国可能会从战略石油

储备中至少出售 2,000 万至 3,000 万桶原油，报告显示其他国家将释放总计 3,000

万桶原油。油价仍然有诸多因素支持，依然看好原油后市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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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价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国内现货铜价周五暴涨两千，国内现货 1#铜均价 71580 元/吨，日均上涨 206

元/吨；此前一周均价 71072 元/吨，与上周相比均价上涨 508 元/吨，环比上涨

0.7%。 

 国内主流下游加工产能集中地区限电几乎完全解除，下游加工企业开工率连续

提升，在各地专项债提速增效情形下，基建投资力度或有所增强。 

 房企融资环境回暖，楼市企稳，市场信心持续恢复，11 月开始，上海、广东、

江苏、浙江四个主要消费地铜社会库存持续下降，市场对内地房地产企业债务

违约的担忧下降。 

高盛称，全球铜现货库存已经处于创纪录低点，年初至今，全球现货市场铜库存量

已下降 34 万吨，并且下半年出现了加速下降。高预计到 2022 年铜价将保持在

12000 美元水平，而当前 LME 铜价为 9400 美元。按照目前铜库存的下降速度，到明

年 2 月，现货库存有可能接近枯竭，这代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短期基本面前景。 

 

黄金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金价维持震荡走低的态势，金价周下跌 19 美元，跌幅 1%。 

金价震荡走低，主要原因为： 

 连续大涨之后，上周金价回落调整压力增大； 

 油价上周走低使得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略有缓和，限制金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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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施压金价； 

 中美两国元首视频会晤使得避险情绪缓和，属金价不利因素。 

花旗表示，金价攀升的驱动力来自于对通胀蹿升的高度忧虑，包括美国创下 31 年最

快通胀率，而新兴市场印度的通胀现象也位居历史高点。此外，美联储暗示不急于

升息、美债殖利率走低，加上美元忽强忽停，皆提振金价。 

 
 

 

 

 

 

 

 

 

 

华国资产免责声明: 

华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竭力提供准确而可靠的信息，但并不保证绝对无误，信息只可作为

参考之用，并不构成要约、招揽或邀请、诱使、任何不论种类或形式之申述或订立任何建

议及推荐，读者务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决定，如因信息令阁下蒙受损失，概

与华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编辑无涉。   

同时，报告所指的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入可跌可升。以往的表现不应作为日

后表现的显示及担保。本报告不构成私人咨询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

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华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发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关内容属 

市场收集意见，并不代表华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立场，华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扮演的角

色是提供一个自由信息分享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