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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信用风险周报 
（2020/07/27－2020/07/31） 

一、本周信用等级调整1情况 

本周，债券市场有 27 家发行人主体级别发生上调，12 家发行人主体级别发生下调，5 家

发行人主体展望发生下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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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A/稳定 2020/7/28 AA+/稳定 2020/4/30 

盐城市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25 

无锡市太湖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25 

温州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A/稳定 2020/7/31 AA+/稳定 2019/6/26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25 

杭州余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26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31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12/20 

中山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20/3/11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20/2/13 

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31 

长沙麓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31 

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7/28 AA/稳定 2019/6/26 

武汉新港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A+/稳定 2020/7/31 AA/稳定 2019/6/28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总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稳定 2020/7/27 AA/稳定 2020/4/26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8/22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A+/稳定 2020/7/27 AA/稳定 2019/6/25 

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31 

南京雨花国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26 

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25 

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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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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公用基础设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6/24 

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25 

河北旅游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稳定 2020/7/27 AA/稳定 2020/3/16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8/9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大公国际 AA/稳定 2020/7/30 AA-/稳定 2019/7/23 

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A/稳定 2020/7/30 AA-/稳定 201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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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AA/-- 2020/7/28 AA+/稳定 2019/7/18 

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稳定 2020/7/27 AA/稳定 2019/7/29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稳定 2020/7/30 AA/稳定 2019/12/10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负面 2020/7/30 AA/稳定 2019/7/30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资信 AA-/负面 2020/7/30 AA/稳定 2019/7/24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评级 AA-/负面 2020/7/30 AA/稳定 2019/6/21 

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 A+/稳定 2020/7/29 AA-/稳定 2019/7/26 

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 2020/7/27 AA/负面 2020/1/14 

吉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负面 2020/7/29 AA-/-- 2020/1/20 

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A-/负面 2020/7/29 AA-/负面 2020/4/8 

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 BBB/负面 2020/7/30 BBB+/负面 2019/7/30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BB/负面 2020/7/28 A/负面 2020/2/20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负面 2020/7/29 AA+/稳定 2019/5/28 

岚桥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负面 2020/7/29 AA/稳定 2019/7/12 

山东晨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负面 2020/7/29 AA/稳定 2019/7/29 

韩城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 AA/负面 2020/7/29 AA/稳定 2019/6/26 

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负面 2020/7/30 AA-/稳定 2019/7/31 

注：评级展望列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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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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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周其他评级行动2 

本周，信用评级机构发布 2 次评级观察公告，发布 12 次公告终止发行人主体/债项评级，

发布 42 次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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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评级观察 2020/7/29 东方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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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评级观察 2020/7/29 上海新世纪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18 鸿达兴业

MTN001与 19鸿达兴业MTN001跟踪评级报告 

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30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终止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

体及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30 大公国际 
大公关于终止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

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30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终止“2016年第一期锦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

信用评级”的公告 

锦州华兴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30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终止“2016年第一期锦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

信用评级”的公告 

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2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终止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主体及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29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终止攀枝花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2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终止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主体及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招商局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2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终止“招商局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优先级资产支

持票据信用评级的公告 

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28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终止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主

体及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28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终止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主体及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凯里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28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终止“凯里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保障性

住房）（第一期）”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荆门市东宝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终止评级 2020/7/27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关于终止“2016年荆门市东宝区城乡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信用评级”的公告 

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1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关于继续延迟披露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17 邹平农商二级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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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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广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1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关于继续延迟披露山东广饶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17 广饶农商二级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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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湘潭九华经济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北京京城机电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美好置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推迟公告 

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中融新大集团有限

公司 2020年评级报告的公告 

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重庆长寿经济

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跟踪评

级报告的公告 

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呼和浩特春华

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

的公告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黄冈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黄冈市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无锡市建设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宁波保税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宁波保税区投

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武汉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陕西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陕西省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武汉地产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沛县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沛县城市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泰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漳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漳州市交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贵州广电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浙江省兴合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武汉车都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武汉车都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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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洪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武汉洪山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北京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北京广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新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新乡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武汉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武汉供销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贵州贵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贵州贵龙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河南伊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 2020 年河南伊川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下调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债项信用等级及延迟披露

其 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新世纪评级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第一期资本补充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的公告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30 新世纪评级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2015年天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29 东方金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天津

市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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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博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2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继续延迟披露山东博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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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29 新世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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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跟踪评级报

告》的公告 

联合光伏（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2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联合光伏（常州）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关于延

迟披露联合光伏（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亿达发展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29 联合评级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亿达发展有限

公司主体及相关公司债券 2020 年度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的公告 

安徽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29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安徽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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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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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27 中诚信国际 
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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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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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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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27 新世纪评级 

新世纪评级关于延迟披露《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发行的 15海南航空 MTN001与 16海南航

空MTN001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推迟评级 2020/7/27 联合资信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辽宁省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