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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信用风险周报 
（2020/06/22－2020/06/28） 

一、本周信用等级调整1情况 

本周，债券市场有 43家发行人主体级别或展望发生上调，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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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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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A/稳定 2020/6/24 AA+/正面 2019/6/26 

南京江宁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A/稳定 2020/6/24 AA+/稳定 2019/10/30 

南昌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A/稳定 2020/6/28 AA+/稳定 2019/6/26 

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公国际 AAA/稳定 2020/6/28 AA+/稳定 2019/6/25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20/1/16 

广东顺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A/稳定 2020/6/22 AA+/稳定 2019/7/18 

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A/稳定 2020/6/24 AA+/稳定 2019/6/24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19/6/19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20/4/28 

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19/6/17 

温州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19/7/2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A/稳定 2020/6/24 AA+/稳定 2020/3/13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A/稳定 2020/6/24 AA+/稳定 2019/11/29 

联合评级 AAA/稳定 2020/6/24 AA+/稳定 2019/6/21 

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AA/稳定 2020/6/24 AA+/稳定 2019/7/31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6/24 AA/稳定 2019/6/13 

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6/24 AA/稳定 2019/7/16 

乌鲁木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6/24 AA/稳定 2019/6/25 

如东县金鑫交通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6/24 AA/稳定 2019/6/27 

六安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6/22 AA/稳定 201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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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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6/28 AA/稳定 2019/6/19 

江苏金坛国发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稳定 2020/6/22 AA/稳定 2019/6/26 

吉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19/11/6 

仪征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19/6/24 

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稳定 2020/6/28 AA/稳定 2019/6/25 

浙江杭州青山湖科技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稳定 2020/6/28 AA/稳定 2019/6/20 

南京汤山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稳定 2020/6/28 AA/稳定 2019/6/21 

嘉兴市南湖投资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稳定 2020/6/28 AA/稳定 2019/6/24 

望城经开区建设开发公司 联合资信 AA+/稳定 2020/6/22 AA/稳定 2020/3/13 

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稳定 2020/6/24 AA/稳定 2019/7/31 

宁德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稳定 2020/6/22 AA/稳定 2019/10/8 

联合评级 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19/10/9 

南京江北新区公用资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稳定 2020/6/22 AA/稳定 2019/7/26 

宜春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20/4/10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A+/稳定 2020/6/22 AA/稳定 2019/6/25 

来安县城市基础设施开发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A/稳定 2020/6/22 AA-/稳定 2019/6/24 

乐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稳定 2020/6/22 AA-/稳定 2019/6/27 

定远县城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19/6/27 

和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证鹏元 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19/6/27 

鹤山市公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19/6/21 

重庆江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6/23 AA-/稳定 2019/6/21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稳定 2020/6/23 A/稳定 2020/3/30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正面 2020/6/23 AA+/稳定 2019/6/13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6/22 AA+/负面 2019/6/24 

广西柳州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稳定 2020/6/22 A+/负面 201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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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协鑫（苏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 2020/6/24 AA+/稳定 2019/6/25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 2020/6/24 AA/稳定 2019/6/2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评级 AA-/负面 2020/6/24 AA/负面 20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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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财金鑫投资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稳定 2020/6/28 AA-/负面 2019/6/27 

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 2020/6/23 AA-/-- 2019/7/29 

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负面 2020/6/23 AA-/负面 2019/8/22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负面 2020/6/24 A+/负面 2019/6/24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B/-- 2020/6/23 A/-- 2020/4/30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稳定 2020/6/22 AA+/正面 2020/2/11 

天长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负面 2020/6/23 AA/稳定 2019/6/17 

宿迁市湖滨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负面 2020/6/24 AA/稳定 2019/6/25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A-/负面 2020/6/28 AA-/稳定 2019/6/21 

注：评级展望列示“--”表示发行人被列入评级观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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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跟踪评级报告将发行人列入评级观察名单，发布 5次公告

终止发行人主体/债项评级，发布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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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南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评级观察 2020/6/23 东方金诚 
苍南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15

苍南国投债 PR苍南债”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评级观察 2020/6/24 中诚信国际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

（2020） 

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评级观察 2020/6/28 中诚信国际 
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湖北中经资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大公国际 
大公关于延迟披露湖北中经资本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及相关债项 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大公国际 
大公关于延迟披露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

债项 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推迟评级 2020/6/22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北

京汽车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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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2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安

徽省华安外经建设（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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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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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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2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陕

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及“15

黄河矿业债/15 黄河债”2020 年度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的公告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山

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19 山东高速债

01/19 山高 01”和“19 山东高速债 02/19 山高

02”2020年度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陕

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16 陕西旅游债/16

陕旅债”2020年度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深

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15 立业债” 

2020 年度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关于延迟披露“15 华联债”跟踪评级

报告的公告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新

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及相

关债项 2020年度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阿克苏信诚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2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阿克苏信诚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2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荆门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瑞金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2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瑞金市城市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

公告 

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2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武汉市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

告的公告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湖南省高速

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老河口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老河口市建设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内江兴元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内江兴元实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盘锦临港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盘锦临港建设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文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文山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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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市信恒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兴义市信恒城

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贵州凯里开元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贵州凯里开元城

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秦皇岛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秦皇岛开发区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四川龙阳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四川龙阳天府

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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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24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咸宁市城市建

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永州市经济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永州市经济

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跟踪评

级报告的公告 

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2014 年蚌埠高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鄂尔多斯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2016 年鄂尔多斯市

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

级报告》的公告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发行的 19海控 02,20海控 03与 20海控

04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推迟评级 2020/6/23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发行的 19海控债 01与 20海控债 01跟

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17 夷陵 01 与 19 夷陵 01

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阳城县阳泰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阳城县阳泰集团实业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北京昌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2014 年北京昌鑫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发行的 13

博投债与 15博投债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黄石磁湖高新科技发展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黄石磁湖高新科技发

展公司及其发行的 16 磁湖高新债 01 与 16 磁湖

高新债 02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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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国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2016 年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国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报告》的公告 

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发行的 18岸资 01与

19岸资 01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湘乡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2016 年湘乡市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的公告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

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重庆市万州三峡平湖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2015 年重庆市万州三峡

平湖有限公司公司债劵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北票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2016 年北票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报告》的公告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2019 年成都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

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福州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福州市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阜阳市安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阜阳市安居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17阜阳棚改项目 NPB01与

18阜阳棚改项目NPB001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发行的 16航空债,18航空 01与 19航空 01

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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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海航债与 15海航债跟踪评级报告》

的公告 

推迟评级 2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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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海航集团可续期债 01 与 16 海航集

团可续期债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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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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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晋开化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2018 年河南晋开化

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绿色债券跟踪评

级》的公告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19 楚天 01 与 20 楚天 01

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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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现代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2017 年简阳市现代

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的公告 

乐清市国有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乐清市国有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发行的 14乐清债与 17乐清停车场债 01

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南通运通港务发展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2017 年南通运通港

务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宁波市北仑区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宁波市北仑区经济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19北仑债 01与 20北

仑债 01跟踪》的公告 

宁波市镇海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2014 年宁波市镇海

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沭阳金源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2015 年沭阳金源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天津环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天津环城城市基础设

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14津环城债与 15津

环城债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2013 年天津住宅建设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武汉港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武汉港航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

告》的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

级报告》的公告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2020 年武汉三镇实业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武汉市硚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2016 年武汉市硚口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宜昌市创元国有控股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公司关于延迟披露《2018 年第一期宜昌

市创元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

告》的公告 

浙江金汇五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浙江金汇五金产业有

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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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中民 G1,18 中民 G1 与 18

中民 G2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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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上海新世纪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发行的 16通用 01,16

通用 02与 18通用 01跟踪评级》的公告 

沛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2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期披露“18 沛经 01”、“19

沛经开”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3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下调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及延迟披露 2020 年度

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中山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出具中山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2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延迟披露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相关债券 2020年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毕节市德溪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延迟披露毕节市德溪建设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及相关债券2020年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毕节市七星关区新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延迟披露毕节市七星关区新宇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债券 2020 年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的公告 

韩城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延迟披露韩城市城市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及相关债券2020年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莆田兴发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4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无法按时出具莆田兴发集团有限公

司及相关债券 2020年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6/28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延迟披露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及相关债券 2020年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6/22 大公国际 
大公关于终止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

级的公告 

辽宁药都发展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6/22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对“2016

年辽宁药都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16 辽宁药

都债/PR药都债）”终止评级的公告 

沈阳市苏家屯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6/23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对“2013

年沈阳市苏家屯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13苏家屯债/PR苏家屯）”终止评级的公告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6/28 联合评级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关于“17 特变 01”和

“17特变 02”终止跟踪评级的通知 

朝阳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6/23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终止 2016 年朝阳市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信用评

级的通知书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