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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信用风险周报 
（2020/06/15－2020/06/19） 

一、本周信用等级调整 1情况 

本周，债券市场有 11 家发行人主体级别发生上调，3 家发行人主体级别或展望发生下

调，详细信息见表 1 至表 2。 

表1.   发行人主体级别上调情况表 

发行人 评级机构 
本次评级结果 上次评级结果 

级别 评级时间 级别 评级时间 

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东方金诚 AAA/稳定 2020/6/15 AA+/稳定 2019/10/21 

苏州新建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AA/稳定 2020/6/18 AA+/稳定 2019/4/28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评级 AAA/稳定 2020/6/16 AA+/稳定 2019/6/20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评级 AAA/稳定 2020/6/19 AA+/稳定 2020/2/28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资信 AAA/稳定 2020/6/18 AA+/稳定 2019/6/25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评级 AAA/稳定 2020/6/16 AA+/稳定 2019/5/15 

上海新世纪 AAA/稳定 2020/6/19 AA+/稳定 2019/12/31 

长沙市望城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中诚信国际 AA+/稳定 2020/6/18 AA/稳定 2019/11/20 

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东方金诚 AA+/稳定 2020/6/18 AA/稳定 2020/2/10 

靖江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稳定 2020/6/19 AA/稳定 2019/6/21 

江阴临港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稳定 2020/6/18 AA/稳定 2019/6/21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评级 AA-/稳定 2020/6/19 A+/稳定 2019/6/14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Wind 
 
 
 
 

表2.   发行人主体级别下调情况表 

发行人 评级机构 
本次评级结果 上次评级结果 

级别 评级时间 级别 评级时间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A/负面 2020/6/15 AA/稳定 2019/6/24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A-/负面 2020/6/18 AA+/稳定 2019/6/13 

 
1 发行人信用等级调整统计不包括非公开发行债券和同业存单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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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万通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评级 AA-/负面 2020/6/19 AA/负面 2019/10/9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Wind 

二、本周其他评级行动 2 

本周，信用评级机构共发布 1 次跟踪评级报告将发行人列入评级观察名单，发布 3 次公告

终止发行人主体/债项评级，发布 14 次延迟披露跟踪评级公告（见表 3）。 

表3.  发行人被列入评级观察名单、终止或推迟评级情况表 

发行人 公告类型 公告日期 评级机构 公告名称 

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评级观察 2020/6/15 大公国际 
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0 年

度跟踪评级报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6/17 联合评级 

联合评级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终止跟踪评级的通知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6/15 联合评级 

联合评级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品种一）

（“17 东兴 02”）终止跟踪评级的通知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6/17 联合评级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关于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15 新光 01”“15 新光 02”终止跟踪评级的

通知 

射洪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6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关于推迟出具射洪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泰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6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关于推迟出具泰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南阳高新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7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关于推迟出具南阳高新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8 大公国际 
大公国际关于延迟披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及相关债项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8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关于延迟披露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及相关债项 2020 年度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

告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2 样本包括列入评级观察名单、推迟或终止评级涉及的公募、私募债券市场所有发行人；评级观察名单不包括信用等级发

生调整且同时被列入评级观察名单的发行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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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湖北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湖北省文化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汉江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汉江国有资本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咸宁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咸宁市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9 大公国际 
大公国际关于延迟披露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及相关债项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南通市港闸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推迟评级 2020/6/19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关于推迟出具南通市港闸区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南漳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19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关于推迟出具南漳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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