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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观点










利率方面，本周银行间回购利率先升后降，无 MLF 投放，央行净投放 6210 亿。债券收益率高位震荡，10 年国开创新高，一度升到 4,72%，截止本
周五收于 4.70%。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上移。10 月金融数据低于预期，特别是贷款规模和 M2 增速都与市场估计有较为显著的差距。但社会融资特别
是非标融资韧性较强，贷款规模和 M2 的增速削减难以用融资需求降低来解释，更加可能的原因是信贷额度限制。10 月经济数据全面回落，但除消
费回落超预期之外，投资与工业生产回落均与市场预期一致，表明市场对于房地产调控政策和环保限产的影响估计是大体准确的，但对政策向消
费的传导作用认识相对不足，房屋销售的回落对地产相关消费的负面作用可能被低估。全年经济前高后低的态势已基本形成，从十九大报告的口
径来看，监管对经济适度回落的容忍度较高，因此即使基本能够确定四季度经济增速回落，也很难期待有刺激经济回升的政策出现，这也会进一
步加强经济适度回落的可信度。
信用方面，本周资金面紧平衡，信用债显著调整，各期限等级信用债收益率均显著上升，高等级表现优于中低等级。信用利差整体走阔，地产、
化工等行业利差小幅收敛，纺服、建材等行业有所走阔。本周信用债二级市场成交较为低迷，且普遍高估值。目前信用债市场处于价跌量缩的行
情中，周五出台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金融去杠杆的措施将一直在持续，本次的征求意见稿更多是
总体的纲领性要求，未来银监会、证监会等具体执行部门将可能有更加细节的要求进行配合。从短期看，虽然市场有所预期，但金融去杠杆持续、
加上货币政策偏紧，后续仍有更多的监管细则出台，对债券市场仍有负面影响，风险偏好回落，低等级信用债等将首当其冲，信用债利差面临走
扩压力。
转债及债基方面，中证转债指数下跌 1.32%，同期上证综指下跌 1.45%，转债指数跌幅小于股指，逆转了此前连续四周跑输股指的局面。14 宝钢
EB 随正股上涨 6.68%，连续两周涨幅最大；久其转债随正股下跌 6.06%，跌幅最大；平均转股溢价率为 31.24%，较上周继续有所回升。本周纯债
债券基金净值下跌，混合型债券基金净值下跌。货币基金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下降至 3.88%。分级 A 本周下跌明显，周平均成交量略有反弹。
股票方面，本周市场热点是 17 日晚传闻已久的资管新规终告落地，“一行三会一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拟通过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征求意见稿为首次横跨各类机构的纲领性文件，涵盖资管业务
的方方面面。和今年 2 月底发布的内审稿相比，此次征求意见稿作了较大修订，重点增加了对资金池的整治，对刚性兑付的定义。提高了私
募产品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严格期限错配的定义，禁止开放式产品投资股权类资产。总体来看，随着非保本理财明确表外化、净值化，
未来将转变为纯粹的资管产品，考虑到转型调整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理财发行规模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但从中长期看，随着国民
财富存量的持续提高，对多元投资渠道的需求仍会为资产管理行业提供较大空间。此次资管新规的设计不论是从集中度的安排还是净值化管
理，甚至是风险提示、信息披露，未来整个行业对投资管理人的能力要求会进一步提高，行业分化会进一步加剧。行业指数中，本周银行逆
转上周跌势，周涨幅居前，非银金融、房地产位列涨幅二三，综合、有色金属和商业贸易跌幅靠前。概念指数中，沪股通 50 指数涨幅领先，
次新股指数、移动转售指数、锂电池指数跌幅较大。建议关注确定性增长、价值低估的板块，继续布局中期确定性增长行业（新机制、新技
术、新格局），同时关注北上资金加速入场和年底估值切换。
定增方面，10 月竞价型的项目的折价率维持在历史高位，达到 14%。审核速度方面，要受十一和中秋长假影响，10 月过审和过会项目数量均有所
下降。

海外市场
美国：美国 11 月 11 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
人数 24.9 万，预期 23.5 万，前值 23.9 万。
美国 10 月 CPI 环比 0.1%，预期 0.1%，前值
0.5%。同比 2%，预期 2%，前值 2.2%。
欧洲：欧元区 10 月 CPI 同比终值 1.4%，预期
1.4%，初值 1.5%。英国 10 月失业金申请人数
+0.11 万，前值由 +0.17 万修正为 +0.26 万。
英国 10 月失业率 2.3%，前值 2.3%。
国债： 10 年美债下行 5 个 bp 至 2.35%；德债
维持在 0.43%。

国内资金面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美国/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公开市场方面，本周有 3400 亿逆回购到期，
MLF 没有投放。央行本周开启 1.15 万亿逆回
购。本周基础货币净投放 6210 亿。

回购利率

货币投放

国债收益率

金融债收益率

利率品
- 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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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bp

10y

4.70%

10.99bp

定存

2.26%

-2.21bp

Shibor

0.28%

-2.21bp

- 金融债

- 5 年浮息债

国债期货

基差

企业债收益率变动(变动，左，bp)

短融中票收益率变动(变动，左，bp)

本周利率债（包括地方政府债）一级市场发行
2634 亿，到期 535 亿，净融资 2099 亿。金融
债一级市场认购倍数尚可。现券市场收益率上
行。国债期货主力合约 T1712 结算价较上周下
跌-0.17%，基差缩小至 0.06。

信用品-银行间
下周一级市场新发行信用债 34 只，发行量
282.3 亿。本周信用债新债供给较上周有所下
降，共 1343.08 亿元，净融资 792.61 亿元。
具体来看，本周中票和公司债的净融资规模保
持在正值区间，而短融、企业债、城投债的净
融资为负。本周共有 14 只债券取消或推迟发
行，规模为 107 亿元，较上周规模上升。债券
二级市场疲弱的表现对一级市场的融资成本
造成负面影响。后续需要持续关注低等级债券
取消发行的压力，以及对其具体企业造成的现
金流影响。

本周资金面紧平衡，信用债显著调整，各期限等级信用债收益率均显著上升 10bp 以上，高等级表现优于中低等级。信用利差整体走阔，地产、
化工等行业利差小幅收敛，纺服、建材等行业有所走阔。

信用品-交易所
用利差多数走阔，有色金属行业利差收敛显著，而 AAA 级房地产行业利差继续走阔，但 AA+级、AA 级房地产行业利差有所收窄

本周资金面紧平衡， GC001 小升 3.685%，
GC007 小升在 4.04%。本周活跃券估值较上周
回升，成交量低迷。个券中表现较为活跃的是
09 中核债 2、17 哈密国投债和 15 黔南投资债，
16 山煤 02、16 正威 01 和 16 瑞泥 01。

转债及正股表现

中证转债指数下跌 1.32%，同期上证综指下跌
1.45%，转债指数跌幅小于股指，逆转了此前
连续四周跑输股指的局面。14 宝钢 EB 随正股
上涨 6.68%，连续两周涨幅最大；久其转债随
正股下跌 6.06%，跌幅最大；平均转股溢价率
为 31.24%，较上周继续有所回升。本周多数正
股下跌，因此多数转债也随正股下跌。关注即
将发行的嘉澳转债、水晶转债、久立转 2、宝
信转债、济川转债、时达转债和金禾转债。

权益基金
本周权益基金净值下跌为主，主动股票型和偏
股混合型基金周回报中位数-2.02%,灵活配置
型基金周回报中位数-0.46%。本周市场分化明
显，重仓金融地产的基金收益较好，如华安策
略优选和工银瑞信金融地产；而重仓军工、TMT
等成长行业和中小创的基金收益相对较差。本
周海外市场中欧美股市略有调整，QDII 权益基
金周回报中位数 0.06%，收益较好的是投资科
技互联网行业的 QDII 基金。
基金发行方面，本周基金发行热度持续，共有
24 只基金开始募集，权益型基金占 14 只。本
周有 14 只基金，其中权益型基金占 9 只。受
到广泛关注的东方红睿玺三年定开最终募集
规模 19.79 亿。另外本周成立的国泰聚优价值

权益基金本周表现

本周开始募集基金情况

灵活配置型基金募集规模较大，达 31.56 亿。

债券基金
本周纯债基金下跌为主，开放式纯债基金周回
报中位数-0.09%,其中净值表现最好是鹏华产
业债。本周混合型债券基金净值普遍下跌，一
级债基周回报中位数-0.15%，收益最好的是泰
达宏利聚利；二级债基周回报中位数-0.37%，
收益最好的是汇添富可转债 A/C。货币基金平
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下降至 3.88%。
分级 A 本周下跌明显，成交量有所上升，隐含
收益率上升至 5.04%，溢价率下降至-1.47%。
分级 B 平均溢价率上升明显，日均成交量微降。

分级 A 成交量与走势

货币基金历史七日年化

股票

上证综指
上证 50
中证 500
中小板指
创业板指
深证成指
大盘指数
小盘指数
高市盈率指数
低市盈率指数
高市净率指数
低市净率指数

最近一周
综合指数
1.8%
2.2%
3.3%
4.0%
3.7%
3.8%
风格指数
2.9%
2.8%
3.7%
2.8%
3.0%
1.0%

2017 年累计
10.6%
25.2%
6.0%
24.7%
-3.1%
14.4%
27.3%
-6.0%
-14.5%
24.7%
-2.5%
13.5%

最近一周
2017 年累计
行业指数表现前三、后三
银行
2.9%
14.2%
非银金融
1.8%
27.7%
房地产
0.2%
-0.5%
商业贸易
-6.1%
-12.0%
有色金属
-6.8%
10.7%
综合
-7.3%
-17.2%
概念指数表现前三、后三
沪股通 50 指数
0.5%
22.5%
一线龙头指数
0.0%
35.6%
3D 打印指数
-1.4%
-6.7%
锂电池指数
-9.0%
13.7%
移动转售指数
-9.5%
-8.1%
次新股指数
-13.8%
-33.0%

本周回顾：
本周市场热点是 17 日晚传闻已久的资管新规终告落地，
“一行三会一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拟通过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征求意见稿为首次横跨各类机构的纲领性文件，涵盖资管业务的方方面面。和
今年 2 月底发布的内审稿相比，此次征求意见稿作了较大修订，重点增加了对资金池的整治，对刚性兑付的定义。提高了私募产品合格投资者的
认定标准。严格期限错配的定义，禁止开放式产品投资股权类资产。总体来看，随着非保本理财明确表外化、净值化，未来将转变为纯粹的资管
产品，考虑到转型调整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理财发行规模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但从中长期看，随着国民财富存量的持续提高，对多元
投资渠道的需求仍会为资产管理行业提供较大空间。此次资管新规的设计不论是从集中度的安排还是净值化管理，甚至是风险提示、信息披露，
未来整个行业对投资管理人的能力要求会进一步提高，行业分化会进一步加剧。
宏观方面，10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6632 亿元，前值 1.27 万亿元；新增社融 1.04 万亿元，前值 1.82 万亿元。10 月，M1 同比增长 13%，前值
14%；M2 同比增长 8.8%，前值 9.2%。总体看 10 月金融数据低于预期，贷款规模和 M2 增速均与市场估计有较为显著的差距。但社会融资尤其是
非标融资韧性较强。2017 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6.8%，与二季度持平，较去年同期提高 3.6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累计工业产能利用率
为 76.6%，同比提高 3.5 个百分点，为近 5 年来最高水平。10 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 21.51 亿元，环比增加 20.98%，四大行 10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2106 亿元，10 月末人民币贷款总额 42.7 万亿元。
国际方面，欧元区三季度 GDP 季环比修正 0.6%，同比修正 2.5%，符合预期，通胀仍旧低迷，核心通胀率暂未显示出令人信服的上涨趋势，

预计总体通胀率今年底明年初会上升。今年以来全球范围内有超过 1450 家企业进行 IPO，是 2007 年以来 IPO 市场最为火热的一年，募集总额超
过 1700 亿美元，仅次于 2006 年和 2007 年，近三分之二的 IPO 企业来自亚太地区。美国 10 月核心 CPI 同比 1.8%创 4 月份来最大涨幅，预期 1.7%，
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 12 月份加息。英国央行表示英国脱欧不一定意味着央行会采取低利率，其影响较为模糊，考虑到高于目标的通胀
水平和闲置产能的减少，英国本月加息的举动是正确的，通胀压力与未来利率之间的均衡风险并不显著。沃尔玛第三财季调整 EPS 为 1 美元，预
期 0.98 美元，整体营收 1232 美元为 8 年新高，全美同店销售（剔除燃料）增长 2.7%，营收与销售增长均超预期。
市场方面，上证综指周跌 1.45%报 3382.91 点，深证综指周跌 4.16%报 1954.3 点；创业版指周跌 3.51%报 1833.9 点。两市日均成交 5717 亿
元，较上周涨 10.1%，截止 11 月 16 日两融余额 10402.06 亿元，较上周上升 172.56 亿元。本周沪深双跌，中小板指周跌 3.3%。风格指数中，大
盘指数微涨 0.7%，小盘指数、高市净率指数跌幅逾 4%。行业指数中，银行逆转上周跌势，周涨幅居前，非银金融、房地产位列涨幅二三，综合、
有色金属和商业贸易跌幅靠前。概念指数中，沪股通 50 指数涨幅领先，次新股指数、移动转售指数、锂电池指数跌幅较大。建议关注确定性增
长、价值低估的板块，继续布局中期确定性增长行业（新机制、新技术、新格局），同时关注北上资金加速入场和年底估值切换。
下周展望：
下周关注土俄伊三国总统商谈叙利亚问题；第 13 届亚欧外长会议；吉布提总统、法国外长先后访华；
“复兴号”扩大开行；郑商所两项规则
修订案实施；美国感恩节。
本周市场热点是 17 日晚传闻已久的资管新规终告落地，
“一行三会一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拟通过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征求意见稿为首次横跨各类机构的纲领性文件，涵盖资管业务的方方面面。和
今年 2 月底发布的内审稿相比，此次征求意见稿作了较大修订，重点增加了对资金池的整治，对刚性兑付的定义。提高了私募产品合格投资者的
认定标准。严格期限错配的定义，禁止开放式产品投资股权类资产。总体来看，随着非保本理财明确表外化、净值化，未来将转变为纯粹的资管
产品，考虑到转型调整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理财发行规模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但从中长期看，随着国民财富存量的持续提高，对多元
投资渠道的需求仍会为资产管理行业提供较大空间。此次资管新规的设计不论是从集中度的安排还是净值化管理，甚至是风险提示、信息披露，
未来整个行业对投资管理人的能力要求会进一步提高，行业分化会进一步加剧。行业指数中，银行逆转上周跌势，周涨幅居前，非银金融、房地
产位列涨幅二三，综合、有色金属和商业贸易跌幅靠前。概念指数中，沪股通 50 指数涨幅领先，次新股指数、移动转售指数、锂电池指数跌幅
较大。建议关注确定性增长、价值低估的板块，继续布局中期确定性增长行业（新机制、新技术、新格局），同时关注北上资金加速入场和年底
估值切换。

定增
定增方面，10 月竞价型的项目的折价率维持在历史高位，达到 14%。审核速度方面，要受十一和中秋长假影响，10 月过审和过会项目数量均有所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