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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垃圾债遭抛售的根源及影响

美国垃圾债遭遇抛售潮的主要原因

虽然美国垃圾债体量远不及投资级企业债规

模，但垃圾债市场仍牵动着投资者的神经。2017

年 11 月中旬，美国垃圾债市场就掀起了大面积抛

售潮，BB 级企业债收益率一度从 4.1% 左右蹿升

至 4.44%，与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也从

177bp 走扩至 206bp。垃圾债与无风险债券利差的

走高，意味着投资者正在逃出垃圾债市场，风险规

避情绪升温。

美国的企业债可以分为投资级与高收益级。其

中，投资级企业债一般是指BBB级（含）以上的债券，

即企业信用较好，偿付能力较高；高收益级企业债

（即通常意义上的垃圾债）则是指信用评级在BBB

级以下公司发行的债券。从规模来看，美国企业债

发行在经历 2008 年金融危机下挫后重新进入稳步

增长通道，且以发行投资级债券为主。

本轮垃圾债抛售始于 SPDR 彭博巴克莱高收

益债 ETF 与安硕 iBoxx 高收益公司债 ETF（两者

为美国垃圾债市场资产规模最大的 ETF）的双双下

挫。2017 年 11 月 10 日，SPDR 遭遇五年来最大

的赎回潮，赎回规模高达 12亿美元。截至同年 11

月 14 日，两大基金公司双双创下 3月以来的收盘

新低并跌破 200日线（见图 1、图 2）。

以安硕 iBoxx 高收益公司债 ETF为例，其中通

讯、能源、消费品、金融是配置的主要板块，比例

合计高达75%左右。本轮美国垃圾债抛售原因有三：

其一，本次垃圾债的抛售始于通讯行业，而且电信、

医疗保险以及零售行业的盈利状况出现显著恶化；

其二，2017 年 11 月 8日《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

人士消息表示，参议院正在考虑延迟 1年下调企业

税，即 2019 年可能才会将企业税率从 35%调减到

20%。该消息对于美国发行垃圾债的多数小企业构

成明显利空，抛售此类债券规避违约风险实属情理

之中。其三，2017 年 11 月 10 日的数据显示，美

国能源署原油库存远高于预期，11月 14 日，其在

原油月报中显著下调了 2018 年的全球原油需求增

量预期，认为供过于求的局面仍会在 2018 年一季

度持续，当日油价深跌 2.6%。

摘要 ：2017 年 11 月中旬，美国垃圾债市场掀起大面积抛售潮，后期虽已企稳，但仍对市

场情绪起伏影响较大。本文分析了本轮垃圾债市场抛售对其他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探

讨了垃圾债与国债及股市之间的联系，并预测了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未来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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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仅是短时间内消息面的聚集引发了

垃圾债恐慌抛售潮，一些长期层面的消息也在当时

不断发酵，如特朗普税改最终版本的不确定性、美

联储 12 月份加息在即、货币政策逐步正常化背景

下流动性抽离债市的预期叠加等，都是引爆此轮垃

圾债抛售的导火索。

其他金融市场与垃圾债的密切联系

金融市场关注垃圾债，主要源于其收益率的高

低与股市、利率债均有一定的联动性，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一）垃圾债收益率的上升一般是股市回调的

前瞻信号

从前几轮危机来看，垃圾债收益率对美股的

确有很好的引领效果。2000 年互联网泡沫危机、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及 2015 年大宗商品熊市开启之

前，垃圾债收益率均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见图 3）。

本轮垃圾债抛售引人关注的原因也与上述逻辑

密不可分。垃圾债收益率在短短 7天内从 4.11%上

涨至 4.44%，然而美股仍然连创新高。不仅道指一

路上探，据德银研究，标普 500指数已经 256个交

易日没有出现 3%～ 5%幅度的回调了。因此，与

其说市场关注垃圾债收益率的上行，不如说在等待

美股是否会迎来新一轮的回调。

（二）美国垃圾债的抛售实际上反映了市场对

于流动性抽离债市的担忧

图 1  安硕 iboxx 美元高收益公司债 ETF 价格表现

数据来源：Bloomberg，莫尼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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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PDR 彭博巴克莱高收益债券 ETF 价格表现

数据来源：Bloomberg，莫尼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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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美国垃圾债与国债收益率（单位 ：%）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莫尼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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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垃圾债收益率上升是股市回调的前瞻信号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莫尼塔研究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1997               2001               2005               2009                2013               2017

BB

%
20

15

10

5

0

债 券



77CHINABOND 2018. February

全 球 视 点

债券市场的神经是敏感而脆弱的，垃圾债与

国债存在明显的联动性。当流动性对于整个债券市

场都相对较紧时，国债收益率与企业债收益率都会

上涨，只是国债收益率的上涨通常领先于企业债收

益率。2016 年下半年，美国国债收益率整体上移，

但企业债上移尚不明显，本轮垃圾债抛售或许就是

对之前美债收益率上行的滞后反应。可以明显看到

市场目前对于债市流动性收紧与 2018 年美债收益

率上行充满担忧。

然而笔者认为：第一，垃圾债抛售时有发生

（2017 年 3 月与 8 月均有过垃圾债抛售潮），但这

并不意味着流动性拐点的到来。将视角拉长一些可

以看到，垃圾债与国债的收益率差目前仍处于低位，

与次贷危机时的历史高点仍有一段距离（见图 4）；

第二，各国央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后，市场风险偏

好的确上升了不少，投资者更愿意并且更大胆地投

资于高收益资产如垃圾债等市场。但是，随着全球

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脚步逐步迈开且渐趋同步，市场

风险偏好必将大不如前，垃圾债市场的风险亦会逐

步增加。

垃圾债抛售对美国国债的影响

美国本轮垃圾债抛售并非是独立走出的行情，

而是与 2017 年 11月中旬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行接

近同步发生，这也引发了市场对美债收益率后续上

行的担忧。

笔者认为，垃圾债收益率的确能为分析美债

提供一个视角，这主要是考虑到垃圾债收益率与美

债收益率间的联动性，而且这种联动性可能在进一

步增加。从债券存量来看，美国债券市场存量已达

39.36 万亿美元，其中，企业债券未偿金额由 2008

年的 5.42 万亿美元稳步增加至 2016 年的 8.44 万

亿美元（见图 5）。从债券成交量来看，以 2008 年

为分水岭，低利率的货币环境使得企业债的日均成

交量中枢明显上移。企业债存量与增量的增加，进

一步加大了垃圾债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联动的可能

性。因此，美国垃圾债市场的抛售可能是市场对流

动性拐点的一个暗示，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市

场对美债收益率上行的担忧。

未来美债收益率的上行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欧日央行何时收紧流动性；二是特朗普刺激计

划能否顺利推行；三是新兴市场有多少亮点可寻。

首先，时隔一年来看，欧日央行并未如 2017

年初所期待的那样收紧流动性、跟随美联储加息步

伐，欧日与美国货币政策仍存在一定分化。日本

央行在 2017 年 11 月公布的利率决议中表示，仍

图 5  美国企业债券未偿总额稳步增加（单位 ：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莫尼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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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美日、美德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仍居高位（单位 ：%）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莫尼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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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政策利率 -0.1% 不变，维持 10 年期国债收

益率目标在 0% 不变；欧洲央行也同时宣布，维

持三大利率不变，同时维持将延长购债进程 9 个

月，且 2018 年 1月起每月购债规模削减至 300 亿

欧元。欧日央行实质

上仍希望通过宽松的

货币政策来支撑经济。

日本方面，安倍连任

使得宽松货币政策得

以延续，而欧洲通胀

低迷或将拖累欧央行

正常化的步伐。此外，

2017 年 11 月 中 旬，

10 年期美德国债利

差为 194bp，美日国

债利差为 232bp，与

年初相比利差并未出

现明显收窄（见图 6）。

因此，套利资金为了

追逐高利差，仍会从欧洲和日本流入美国，进而压

低美债的上行空间。但 2018 年，随着欧洲、日本

央行逐步缩减购债规模，美债收益率大概率会出现

小幅上行。事实上，无论是海外投资者对美国国债

的持有占比还是持有量的同比增速，均已呈现衰减

之势。

其次，特朗普刺激经济计划的推行频频受阻也

制约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目前来看，特朗普医改

已被否决，“1万亿基建计划”也因其放弃组建基建

委员会而挫伤市场信心，基建投资或许在 2018 年

才可能加码发力，但受制于财政赤字，前景仍充满

变数。若再加之税改效果不及预期，则美债收益率

走高的空间又会被进一步压缩。

三是新兴市场“吸金”能力较强。2016 年，

新兴市场已经经历一

番 深 度 调 整。2017

年 11 月中旬大宗商

品价格触底反弹使

MSCI（美国指数编

制公司）新兴市场指

数 回 升 11.6%， 而

MSCI 全球指数仅回

升 8.2%。某种程度

上来说，新兴经济体

的韧性更强了，虽然

有可能出现阶段性震

荡，但大概率不会再

现 2013 年削减恐慌

的 情 形。 据 IMF 预

测，未来五年内新兴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将是

3%～ 5%，高出发达经济体 3%左右。因此，新兴

市场对资金的分流也可能抬升美债收益率的上行。

2018 年年初，美债收益率可能会在税改通过

后上行，但幅度可控。而在金融环境尚且宽松、企

业债收益率与历史高点仍有很大距离的背景下，预

计此轮美国垃圾债抛售潮不会形成趋势。但仍需警

惕垃圾债对市场情绪的影响，毕竟不同市场之间的

“防火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固，恐慌情绪很可

能在短时间内蔓延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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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环境尚且宽松、企业债收益率

与历史高点仍有很大距离的背景下，预

计此轮美国垃圾债抛售潮不会形成趋势。

但仍需警惕垃圾债对市场情绪的影响，

毕竟不同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坚固，恐慌情绪很可能在短

时间内蔓延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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