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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信用风险周报 
（2021/6/28－2021/7/2） 

一、本周信用等级调整1情况 

本周，债券市场有 6 家发行人主体级别发生上调，1 家发行人主体展望发生上调；24 家发

行人主体级别发生下调，10 家发行人评级展望发生下调，详细信息见表 1、表 2。 

表1  发行人主体级别/展望上调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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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租赁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A/稳定 2021/6/29 AA+/稳定 2020/6/28 

南充发展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1/6/29 AA/稳定 2020/9/4 

景德镇陶文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A+/稳定 2021/6/28 AA/稳定 2021/1/21 

湖南金阳新城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A+/稳定 2021/6/28 AA/稳定 2021/2/1 

承德市国控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1/6/28 AA/稳定 2020/8/10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BBB-/-- 2021/6/30 BB/-- 2020/7/28 

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正面 2021/6/29 AA+/稳定 2020/8/17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Wind 

 

表2  发行人主体级别/展望下调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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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广电河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A/稳定 2021/6/28 AA+/稳定 2020/9/8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稳定 2021/6/29 AA+/负面 2020/6/29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A/稳定 2021/6/29 AA+/稳定 2020/11/10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稳定 2021/6/28 AA+/-- 2020/11/26 

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稳定 2021/6/29 AA+/稳定 2020/6/19 

遵义市播州区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负面 2021/6/29 AA/负面 2020/7/9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负面 2021/6/28 AA/-- 2021/2/7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稳定 2021/6/28 AA/稳定 2020/8/27 

河南宏光正商置业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 2021/6/29 AA/稳定 2020/6/19 

安顺市西秀区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负面 2021/6/29 AA/稳定 2020/6/29 

安顺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资信 AA-/稳定 2021/6/28 AA/稳定 2020/6/24 

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负面 2021/6/28 AA/稳定 2020/6/24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稳定 2021/6/28 AA-/负面 2020/6/21 

平凉文化旅游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证鹏元 A+/稳定 2021/6/29 AA-/负面 20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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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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负面 2021/6/28 AA/稳定 2020/6/24 

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负面 2021/6/28 AA-/-- 2020/12/15 

中国葛洲坝集团绿园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稳定 2021/6/28 AA/稳定 2020/6/24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远东资信 A/稳定 2021/6/29 AA-/稳定 2020/3/6 

东营市亚通石化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负面 2021/6/28 AA-/负面 2020/6/30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负面 2021/6/28 AA-/负面 2020/6/30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负面 2021/6/30 A+/负面 2021/6/16 

树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BBB+/负面 2021/6/29 A/负面 2021/5/14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BBB/负面 2021/7/2 AA/负面 2021/6/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BBB-/负面 2021/6/29 AA-/负面 2020/6/24 

云南省滇中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负面 2021/6/28 AA+/稳定 2020/8/5 

威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负面 2021/6/28 AA+/稳定 2021/2/3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负面 2021/6/28 AA+/稳定 2020/6/28 

遵义市红花岗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负面 2021/6/29 AA/稳定 2020/8/28 

重庆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负面 2021/6/29 AA/稳定 2020/6/24 

重庆鸿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A/负面 2021/6/29 AA/稳定 2020/7/24 

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负面 2021/6/28 AA/稳定 2020/6/23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A/负面 2021/6/30 AA/稳定 2020/6/30 

北京鸿坤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负面 2021/6/28 AA/稳定 2020/6/24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负面 2021/6/30 AA-/稳定 2020/6/28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Wind 

 

二、本周其他评级行动2 

本周，信用评级机构通过发布评级观察公告/跟踪评级报告将 2 家发行人列入评级观察名

单，发布 12 次公告终止发行人主体/债项评级，发布 21 次推迟评级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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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评级观察 2021/6/29 大公国际 

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与相关债项 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评级观察 2021/6/30 大公国际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无锡沪宁城铁惠山站区投资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28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对“2016 年

沪宁城铁惠山站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债券（16

惠山棚改项目债/PR 惠棚改）”终止评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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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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晟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28 大公国际 
大公关于终止宁夏晟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

相关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福建省晋江市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28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终止“福建省晋江市工业园区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2020 年绿色债券信用评级”的公告 

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终止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

期）信用评级的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29 大公国际 
大公关于终止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深圳深国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29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16 莱蒙

01”信用等级的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29 大公国际 
大公关于终止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

相关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浙商创投股

份有限公司主体及“19 浙投 01”信用等级的公告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云南祥鹏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及“17 祥鹏 MTN001”和

“17 祥鹏 01”信用等级的公告 

南京建工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南京建工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 

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16 平潭交

投债/PR 平交投”信用等级的公告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1/6/29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中国泛海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 

中民投租赁控股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中民投租赁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发行的 18 中租一与 18 中租二跟踪评级报

告》的公告 

沅江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8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延迟披露沅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债券 2021 年定期跟踪评级报

告的公告 

临汾市尧都区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2018 年临汾市尧都区

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的公告 

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8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海

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15 海航机场债/15 机

场债”2021 年度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武胜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8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武

胜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主体及“17 武胜债/PR 武胜

债”2021 年度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贵州东湖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8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延迟披露贵州东湖新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及相关债券 2021 年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

公告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发行的公开发行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的公告 

保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9 大公国际 
大公关于延迟披露保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

债项 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9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9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2015 年海航基础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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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9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发行的公开发行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20 川交投债 01/20 川交

01”2021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黔东南州凯宏城市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9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黔

东南州凯宏城市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及“16凯宏专项债/PR凯宏债”2021年度定期

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9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延迟披露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及相关债券 2021年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贵州六盘水攀登开发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9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延迟披露贵州六盘水攀登开发投资

贸易有限公司及相关债券 2021 年定期跟踪评级报

告的公告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宁夏晟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9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宁

夏晟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18 晟晏 G1”

2021 年度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29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湘潭九

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

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30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跟踪评级

报告（2021）的公告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30 大公国际 

大公关于延迟披露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的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1/6/30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