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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结果：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本期短期融资券信用等级：A-1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3 亿元 
本期短期融资券期限：365 天 

偿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目的：偿还公司发行的“洛娃科技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评级时间：2017 年 10 月 17 日 
 
财务数据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6 月 

现金类资产(亿元) 18.54 35.76 41.46 65.46 

资产总额(亿元) 116.14 135.71 167.88 186.96 

所有者权益(亿元) 75.97 84.19 88.91 92.91 

短期债务(亿元) 36.26 25.79 28.92 21.45 

长期债务(亿元) 0.85 20.15 39.63 65.43 

全部债务(亿元) 37.11 45.94 68.55 86.88 

营业收入(亿元) 53.42 55.35 75.52 41.70 

利润总额(亿元) 8.67 8.26 6.84 4.86 

EBITDA(亿元) 12.00 11.74 11.92 --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8.54 18.66 10.05 6.50 

营业利润率(%) 23.68 27.83 25.57 25.53 

净资产收益率(%) 9.88 8.33 6.30 -- 

资产负债率(%) 34.59 37.96 47.04 50.30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 32.81 35.30 43.53 48.32 

流动比率(%) 144.29 213.13 257.88 445.06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23.09 64.37 27.23 -- 

全部债务/EBITDA(倍) 3.09 3.91 5.75 -- 

EBITDA 利息倍数(倍) 9.08 7.82 5.14 -- 
注：2017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其他流动负债中的有息债务

计入短期债务。 
  

分析师 
方 晓  王喜梅  闫 旭 
邮件：lianhe@lhratings.com 
电话：010-85679696  传真：010-8567922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 

中国人保财险大厦 17 层（100022） 
网址：www.lhratings.com 

 

评级观点 

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合资信”）评定，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拟发行的 2017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的信用等级为 A-1。基于对公司主体

长期信用以及本期短期融资券偿还能力的综合

分析，联合资信认为，公司本期短期融资券到

期不能偿还的风险低。 
 
优势 

1． 随着业务的不断推进，公司收入规模持续

增长，主业盈利能力较强，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较充沛。 

2．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与现金类资产对本期短

期融资券保障程度高。 
 

关注 
1． 公司债务规模增长快，债务负担持续加重。 
2． 公司银行授信未使用额度规模小，对外融

资渠道亟待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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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报告引用的资料主要由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该公司”）提供，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

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二、除因本次评级事项联合资信与该公司构成委托关系外，联合资信、

评级人员与该公司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三、联合资信与评级人员履行了实地调查和诚信义务，有充分理由保

证所出具的评级报告遵循了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四、本报告的评级结论是联合资信依据合理的内部信用评级标准和程

序做出的独立判断，未因该公司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的不当影响改变评

级意见。 

五、本报告用于相关决策参考，并非是某种决策的结论、建议。 

六、本次信用评级结果的有效期为本期债项的存续期；根据跟踪评级

的结论，在有效期内信用等级有可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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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报告 

 

一、主体概况 
 
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洛娃集团”），系经北京市工商局批准，

于 1995 年 9 月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北

京洛娃新型化工材料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经过多次增资，截至 2017 年 9 月底，公司注册

资本 22200 万元。公司股东持股情况为：胡克

勤持股 81.31%，胡静竹持股 15.99%，李桂玲和

董雪梅各持股 1.35%。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胡克

勤。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销售酒；生产化工材

料、日用化学制品；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冷藏保鲜）；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等。公司是一家以日化和乳业为主要产

业的企业集团。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合并范围包括

15 家二级子公司。公司本部下设财务中心、人

力资源部、企管办、办公室、投资部、法务办、

宣传部和信息部。 
截至2016年底，公司（合并）资产总额为

167.88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88.91亿元（其中

少数股东权益0.20亿元）；2016年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75.52亿元，利润总额6.84亿元。 
截至2017年6月底，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为186.96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92.91亿元（其

中少数股东权益0.20亿元）；2017年1～6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70亿元，利润总额4.86亿
元。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中

园二区 203 号；法定代表人：胡克勤。 
 

二、本期短期融资券概况 

 
公司 2017 年注册短期融资券 10 亿元，本

期拟发行 2017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 3 亿元，期限

365 天，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本期短期融资券所募集的资金拟全部用于

偿还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发行的“洛娃科技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

券”。 
本期短期融资券无担保。 

 

三、主体长期信用状况 
 

公司是一家集日化、乳业于一体的多元化

企业集团，乳业板块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具备

一定奶源优势，奶牛储备质量不断提升；日化

板块技术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2014年，为响应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洛

娃开启“千县计划”，将以东北、华北、华东

和华中地区为起点，计划两年内在北京、天津、

河北、山东、河南、东北等地，进入并立足1000
个县级市场，让洛娃系列产品从城市走进乡镇。 

近三年收入规模稳步增长，2016年公司营

业总收入为75.52亿元，同比增长36.44%。从板

块来看，乳制品板块仍为第一大板块，2014～
2016年占比均超过60%，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

45.79亿元，同比增长31.66%；日化产品收入

21.96亿元，同比增长16.19%；公司其他业务板

块包括洛娃大厦租金收入、酒店收入及子公司

贸易业务收入，2016年为7.78亿元，同比大幅

增长，系子公司北京洛娃进出口有限公司入增

加5.44亿元所致。毛利率方面，2016年公司综

合毛利率为26.32%，同比下降2.10个百分点。

受“千县计划”不断推进和终端乳制品销量增

长影响，近三年公司乳制品毛利持续上升，2016
年乳品板块毛利率较2015年提升3.72个百分点

至31.08%；日化板块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

2016年毛利率较2015年下降5.79个百分点至

http://news.hexun.com/tianjin/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hebei/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shangdong/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henanjingj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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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9%；其他业务板块由于洛娃进出口收入占

比较高，主营业务为大宗贸易，毛利率水平较

低，整体其他业务板块毛利率由2015年的

68.94%下降至13.33%。 
2017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1.70

亿元，同比略有下降，占2016年全年的59.99%，

综合毛利率26.00%，较2016年略有下降。2017
年1～6月公司乳制品板块实现收入25.87亿元，

同比下降16.44%，毛利率25.93%，较2016年底

减少5.15个百分点，主要系销售产品类别不同

所致；同期，日化板块实现收入13.17亿元，同

比下降16.91%，毛利率为27.94%，较2016年底

略有增长。 
公司资产质量和流动性较好，有息债务负

担处于适宜水平，债务结构有所改善。近年来，

公司收入持续增长，主业始终维持了较强的盈

利能力，利润总额波动上升；长短期偿债能力

较强。总体看，公司主体信用风险低。 
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公司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四、主体短期信用分析 
 

1． 资产流动性分析 
2014～2016年，公司资产总额快速递增，

年均增长20.23%，主要系货币资金、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等流动资产的大幅增长所致。截至

2016年底，公司资产总额为167.88亿元，同比

增长23.70%；其中，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分

别占56.71%和43.29%，资产结构以流动资产为

主。 
2014～2016年，公司流动资产年均增长

33.58%，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16年底，公司

流动资产合计95.20亿元，同比增长54.09%，主

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构成；

货币资金占比较大。 
 
 
 
 

图 1  截至 2016 年底公司流动资产构成

 
资料来源：公司审计报告 

 
2014～2016年，公司货币资金年均增长

43.10%，呈快速增长趋势。截至2016年底，公

司货币资金为47.57亿元，包括银行存款41.32
亿元和其他货币资金6.24亿元，同比增长

30.04%，系企业收入回款增加，及2017年1季度

部分债务到期预留一定资金以待偿还所致；使

用受限的货币资金为6.24亿元，剔除受限后的

现金类资产（货币资金+应收票据）为41.46亿
元，同比增长30.04%。 

2014～2016年，公司应收账款波动中有所

增长，近三年复合增长12.75%。截至2016年底，

公司应收账款同比大幅增长109.43%至11.02亿
元，主要是公司销售收入增长，公司终端产品

客户升级，由小客户往中大型客户发展，适当

放宽账期所致。公司应收账款全部按信用风险

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账龄均在1年以内，综

合计提比例0.18%，计提比例低。截至2016年底，

前五大客户应收款项占总额的37.82%，集中度

偏高。总体看，公司应收账款规模大幅增加，

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较低，集中度偏高，存在一

定回收风险。 
 

表 1 截至 2016 年底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情况 
（单位：亿元） 

单位名称 金额 占比 款项

性质 账龄 

天津娃哈哈宏振食品饮

料贸易有限公司 
0.90 8.21% 货款 1年以内 

云南文产国际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0.83 7.58% 货款 1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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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泰乳业有限公司 0.63 5.75% 货款 1年以内 

韶关娃哈哈恒丰饮料有

限公司 
0.60 5.50% 货款 1年以内 

安徽达诺乳业有限公司 0.55 5.04% 货款 1年以内 

合计 3.51 42.45% -- --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2014～2016年，公司预付款项波动中有所

增长，年均增长3.46%。截至2016年底，公司预

付款项6.85亿元，较2015年增长40.85%，主要

系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采购量增大所致。从

账龄来看，1年以内占99.22%，预付款项发生损

失的可能性较小。 
2014～2016年，公司其他应收款快速增长，

复合增长率84.00%。截至2016年底，公司其他

应收款19.7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77.83%，原

因包括公司一些对外投资还未能确认为长期股

权投资以及核算往来款模式的改变，将已发出

对方已确认收货但未经过检验，客户未通知可

以开发票确认收入的商品，均归集在其他应收

款中核算所致。截至2016年底，公司其他应收

款累计计提坏账准备11686.94元，计提比例较

低。截至2016年底，其他应收款的前五名欠款

金额合计6.86亿元，占比34.72%，集中度较高。 
2014～2016 年，公司存货账面价值波动中

有所增长，年均增长 3.48%。截至 2016 年底，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9.86 亿元，同比增长

23.87%，主要库存商品增加所致，公司对存货

计提跌价准备 1.86 万元，仅为原材料计提的跌

价准备，由于库存商品及其他存货项目无明显

减值迹象，公司未计提跌价准备。 
截至2017年6月底，公司资产合计186.96亿

元，较2016年底增长11.36%，其主要原因为货

币资金由47.57亿元增至67.04亿元，系公司于

2017年3月发行12亿元公司债收到现金带动货

币资金的增长；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分别占

62.35%和37.65%，流动资产比重较2016年底上

升5.64个百分点。 
总体看，公司资产规模稳步递增，流动资

产比重持续加大，其中，货币资金、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及存货规模较大。总体看，公司资

产质量和流动性较好。 
 
2． 现金流分析 
2014～2016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复

合增长17.08%，2016年为76.85亿元，同比增长

18.82%，主要由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构成；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复合增长18.56%，

2016年为66.80亿元，同比增长45.15%，系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18.96亿元至

58.73亿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分别为8.54亿元、18.66亿元和10.05亿元。

2014 ～ 2016 年，公司现金收入比分别为

104.67%、115.40%和97.42%，呈波动下降趋势，

系采用应收账款增加所致。公司收入实现质量

尚可。 
公司投资活动呈净流出趋势。其中，2014、

2015年均无投资活动现金流入；2016年，公司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6.65亿元，其中收到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6.43亿元，主要是公司将理财

产品收到的现金计入此科目所致。公司投资活

动现金流出波动增长，近三年分别为1.61亿元、

10.25亿元和10.23亿元；2015年，公司构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等支付的现金8.59亿元；2016
年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6.43亿元，

主要为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支出的现金。近三年，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61亿元、-10.25
亿元和-3.57亿元。考虑到目前在建项目的投资

较少，且暂未规划拟建项目，短期看，公司未

来的融资需求不大。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吞吐量较大，均呈快速

增长态势。2014～2016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

流入复合增长25.12%，以取得借款、发行债券

收到的现金为主，2016年达到45.17亿元，较

2015年小幅增长，包括取得借款收到现金11.44
亿元和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25.50亿元，主要用

于补充公司业务扩张所需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

借款。2014～2016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年均增长46.42%，主要是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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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为46.90亿元，同比增长17.22%；其中，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28.56亿元，另有新增支付

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17.32亿元，主要是

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及国际信用证保证金的支

付。近三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分别为6.98亿元、4.94亿元和-1.73亿元。 
2017年1～6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为6.50亿元，现金收入比为116.70%，收入实

现质量较上年底略有提高。公司筹资活动现金

流入33.05亿元，主要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19.52亿元；筹资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13.53亿元。 
整体看，公司现金收入质量尚可，经营活

动获取现金能够覆盖投资活动的资金缺口；短

期看，公司来自业务扩张及偿还到期债务所需

资金规模较大，未来有一定融资压力。 
 
3． 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近年来公司流

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呈快速增长趋势，近三年

均值分别为 221.74%和 195.17%。截至 2016 年

底，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257.88%
和 231.19%，分别较 2015 年底增加 44.75 和

45.53 个百分点。2014～2016 年，公司经营现

金流动负债比分别为 23.09% 、 64.37% 和

27.23%，波动较大。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445.06% 和

403.70%，保持递增趋势，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较

强。 
整体看，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不断强化，

短期债务偿债负担不大。 
 
五、本期短期融资券偿债能力 
 

公司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为 3 亿元，

占 2017 年 6 月底公司短期债务和全部债务的

13.99%和 3.45%，对公司现有债务影响小。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资产负债率和全

部债务资本化率分别为 50.30%和 48.32%。考虑

到本期短期融资券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偿

还公司将到期的短期融资券，发行后实际债务

指标变化不大。 

2014～2016 年，公司经营活动流入量分别

为 56.06 亿元、64.68 亿元和 76.85 亿元，分别

是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 18.69 倍、21.56
倍和 25.62 倍；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分别为 8.54
亿元、18.66 亿元和 10.05 亿元，分别是本期短

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 2.85倍、6.22倍和 3.35倍。

2014～2016 年，公司现金类资产分别为 18.54
亿元、35.76 亿元和 41.46 亿元，分别是本期短

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 6.18 倍、11.92 倍和 13.82
倍。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现金类资产为

65.46 亿元，是本期短期融资券的 21.82 倍。 
整体看，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公司现

有债务影响小；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与现金类资

产对本期短期融资券保障程度高。 
 

六、结论 
 
公司是一家集日化、乳业于一体的多元化

企业集团，乳业板块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具备

一定奶源优势，奶牛储备质量不断提升；日化

板块技术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随着

公司“千县计划”的实施进一步提升收入规模。

未来随着各业务板块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日化销

售渠道的进一步开拓，公司竞争实力有望得以

提升。 
近年来，公司资产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资产质量较好，且以流动资产为主，资产流动

性较好；收入实现质量尚可，经营性现金流与

现金类资产对本期短期融资券保障程度高。 
总体看，本期短期融资券到期不能偿还的

风险低，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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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股权结构图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胡克勤 18050 81.31 

胡静竹 3550 15.99 

李桂玲 300 1.35 

董雪梅 300 1.35 

合计 22200 100.00 
 
 

附件 1-2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公司层级 注册资本金（万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洛娃日化有限公司 二级 5000.00 100 

2 北京双娃乳业有限公司 二级 10000.00 100 

3 北京洛娃进出口有限公司 二级 30000.00 100 

4 北京洛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级 300.00 100 

5 北京洛娃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 二级 20.00 100 

6 北京峨眉苑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50.00 100 

7 北京桃源溪谷度假村有限公司 二级 100 100 

8 北京洛娃日化控股有限公司 二级 3100.00 100 

9 法国小麦平原农业公司 二级 0.71 100 

10 法国香布斯农业公司 二级 129.52 98 

11 法国图茫农业公司 二级 10.64 98 

12 法国大福来农业公司 二级 7.10 99 

13 拉波尔不动产公司 二级 7.10 90 

14 法国大美农业公司 二级 74.36 99 

15 克里斯克不动产公司 二级 4.56 98 

16 贝尔日黑农业公司 二级 688.30 100 

17 北京晓星电脑有限公司 二级 3050.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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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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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计算指标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6 月 

财务数据 
现金类资产(亿元) 18.54  35.76  41.46 65.46 
资产总额(亿元) 116.14  135.71  167.88 186.96 
所有者权益(亿元) 75.97  84.19  88.91 92.91 
短期债务(亿元) 36.26  25.79  28.92 21.45 
长期债务(亿元) 0.85  20.15  39.63 65.43 
全部债务(亿元) 37.11  45.94  68.55 86.88 
营业总收入(亿元) 53.42  55.35  75.52 41.70 
利润总额(亿元) 8.67  8.26  6.84 4.86 
EBITDA(亿元) 12.00 11.74  11.92 --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8.54 18.66  10.05 6.50 
财务指标 
销售债权周转次数(次) 6.53  7.94  9.20 -- 
存货周转次数(次) 5.01  4.62  6.25 -- 
总资产周转次数(次) 0.49  0.44  0.50 -- 
现金收入比(%) 104.67  115.40  97.42 116.70 
营业利润率(%) 23.68  27.83  25.57 25.53 
总资本收益率(%) 7.81  6.54  5.03 -- 
净资产收益率(%) 9.88  8.33  6.30 -- 
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 1.11  19.31  30.83 41.32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32.81  35.30  43.53 48.32 
资产负债率(%) 34.59  37.96  47.04 50.30 
流动比率(%) 144.29  213.13  257.88 445.06 
速动比率(%) 119.40  185.66  231.19 403.70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23.09 64.37  27.23 -- 
EBITDA 利息倍数(倍) 9.08 7.82  5.14 -- 
全部债务/EBITDA(倍) 3.09 3.91  5.75 -- 
注：2017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其他流动负债中的有息债务计入短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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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 
 

指 标 名 称 计 算 公 式 

增长指标  

资产总额年复合增长率 

（1）2 年数据：增长率=（本期-上期）/上期×100% 
（2）n 年数据：增长率=[(本期/前 n 年)^（1/(n-1)）-1]×100% 

净资产年复合增长率 

营业总收入年复合增长率 

利润总额年复合增长率 

经营效率指标  

销售债权周转次数 营业总收入/（平均应收账款净额+平均应收票据） 

存货周转次数 营业成本/平均存货净额 

总资产周转次数 营业总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现金收入比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总收入×100% 

盈利指标  

总资本收益率 （净利润+费用化利息支出）/（所有者权益+长期债务+短期债务）×100%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100% 

营业利润率 （营业总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总收入×100% 

债务结构指标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计×100%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全部债务/（长期债务+短期债务+所有者权益）×100% 

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 长期债务/（长期债务+所有者权益）×100% 

担保比率 担保余额/所有者权益×100% 

长期偿债能力指标  

EBITDA 利息倍数 EBITDA/利息支出 

全部债务/ EBITDA 全部债务/ EBITDA 

短期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100%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100%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流动负债合计×100% 
注：  现金类资产=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短期投资+应收票据 

短期债务=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应付票据+其他流动负债中的有息债务 
长期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全部债务=短期债务+长期债务 

      EBITDA=利润总额+费用化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 
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费用化利息支出 
企业执行新会计准则后，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少数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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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设置及其含义 

 
联合资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划分为三等九级，符号表示为：AAA、AA、A、BBB、BB、B、

CCC、CC、C。除 AAA 级，CCC 级（含）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

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详见下表： 

信用等级设置 含    义 

AAA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AA 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A 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 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BB 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违约风险较高 

B 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CCC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 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C 不能偿还债务 

 
 

附件 4-2  评级展望设置及其含义 
 

联合资信评级展望是对信用等级未来一年左右变化方向和可能性的评价。联合资信评级展望

设置及含义如下： 

评级展望设置 含    义 

正面 存在较多有利因素，未来信用等级提升的可能性较大 

稳定 信用状况稳定，未来保持信用等级的可能性较大 

负面 存在较多不利因素，未来信用等级调低的可能性较大 

发展中 特殊事项的影响因素尚不能明确评估，未来信用等级可能提升、降低或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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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短期债券信用等级设置及其含义 

 
联合资信短期债券信用等级划分为四等六级，符号表示分别为：A-1、A-2、A-3、B、C、D，

每一个信用等级均不进行微调。详见下表： 

信用等级设置 含    义 

A-1 为最高级短期债券，其还本付息能力最强，安全性最高 

A-2 还本付息能力较强，安全性较高 

A-3 还本付息能力一般，安全性易受不良环境变化的影响 

B 还本付息能力较低，有一定的违约风险 

C 还本付息能力很低，违约风险较高 

D 不能按期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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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 

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相关监管法规和联合资信有关业务规范，联合资信将在本期短期融资券信用

等级有效期内持续进行跟踪评级，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应按联合资信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

资料。联合资信将在本期短期融资券正式发行后 6 个月内发布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或本期短期融资券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本

期短期融资券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应及时

通知联合资信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资信将密切关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外部经营环境及

本期短期融资券相关信息，如发现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

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时，联合资信将就该事项进行必要调

查，及时对该事项进行分析，据实确认或调整信用评级结果。 

如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资料，导致联合资信无法对

本期短期融资券信用等级变化情况做出判断，联合资信可以终止评级。 

联合资信将指派专人及时与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联系，并按照监管要求及

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和结果。联合资信将按相关规定报送及披露跟踪评级报告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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