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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级别调整与信用风险事件月度分析报告（2017 年 8 月） 

研发部/武博夫 杜永康 

2017 年 8 月债券市场共有 22 家发行人级别正面调整，皆为级别上调；9 家

发行人级别负面调整，其中 4 家级别下调。本月肥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

CC 级下调至 C 级；山东新查庄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由 BBB+级下调至 BB+级；安

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由 AAA 级下调至 AA+级。 

8 月共有 3 支债券发生违约，其中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发行的“小

公募”公司债券“15 五洋债”回售违约，同时公司另一支公司债券“15 五洋 02”

触发交叉违约条款；湖州厉华妤婕联合纺织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14

厉华债”本息兑付违约。 

一、级别调整情况1 

1. 级别调整数量 

2017 年 8 月债券市场级别调整以正面调整为主，共有 22 家发行人级别正面

调整，皆为级别上调；9 家发行人级别负面调整，其中 4 家级别下调，5 家展望

调整负面。从全年累计情况来看，2017 年 1~8 月债券市场共有 438 加发行人级

别正面调整，其中级别上调 372 家；86 家发行人级别负面调整，其中级别下调

48 家。整体来看，2017 年级别负面调整数量较上年明显减少。这主要是由于随

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部分行业的景气度呈现明显回升状态，债券市

场整体信用质量有所好转。 

2. 级别调整行业分布 

从级别调整的行业分布来看，金融业发行人在级别正面调整发行人中的占

比最高，包括 11 家区域性银行、1 家证券公司与 1 家汽车金融公司；同时本月

共有 6 家城投企业级别上调。此外港口行业、电力行业分别各有 2 家、1 家发行

人级别上调。 

在负面调整的行业中，本月负面调整发行人主要集中于传统产能过剩行业，

其中煤炭行业数量最多，共有 2 家级别负面调整；钢铁、有色金属与化工行业

各有 1 家发生负面调整。 

二、本月违约事件 

2017 年 8 月，债券市场共有 2 家发行人首次发生违约，共涉及 3 支债券，

                                                 
1 仅限发行人委托评级，不包括担保人评级与主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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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发行的“小公募”公司债券“15 五洋债”、

“15 五洋 02”与湖州厉华妤婕联合纺织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14

厉华债”。 
图表 1.  2017 年 8 月债券市场违约事件情况 

发行人 
本月违约
债项 

债券类型  违约日期 
违约规模
（亿元）

截至月末存续债券  备注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5 五洋债 小公募公司债 2017-08-14 8.5872 15 五洋债 
15 五洋 02 
16 五洋 01 

回售与付息违约 

15 五洋 02 小公募公司债 2017-08-14 5.60 触发交叉违约条款 

湖州厉华妤婕联合

纺织有限公司 
14 厉华债 中小企业私募债 2017-08-21 0.4254 无 本息兑付违约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1. 五洋建设 

（1）违约事件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五洋建设”）所发行的“小公募”公司

债券“15 五洋债”于 8 月 14 日回售违约，同时未能按期支付利息；同时，“15

五洋 02”触发交叉违约条款，提前到期并发生实质性违约。上述两支债券发行

规模合计 13.60 亿元。关于“15 五洋债”、“15 五洋 02”违约事件的分析详见新

世纪评级官方网站披露的信用评论《“15 五洋债”回售违约：小公募公司债首单

违约暴露民营企业再融资风险》。 

（2）违约后处置进展情况 

主承销商征集授权未超过半数 

就违约后处置情况来看，8 月 18 日，“15 五洋债”、“15 五洋 02”的主承销

商德邦证券向债券持有人征集授权，由德邦证券以债券持有人名义向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和财产保全，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大多数债券持有人的支持。根据德

邦证券披露显示，共有 2,672,450 张“15 五洋债”已回售债券、4,210 张“15 五

洋债”未回售债券与 1,645,420 张“15 五洋 02”持有人向德邦证券递交授权，

分别占债券总数的 33.45%、38.52%与 29.38%，均未超过 50%以上。 

召开违约后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8 月 30 日与 8 月 31 日，德邦证券以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15 五洋债”、“15

五洋 02”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通过“要求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公开答复受质

疑问题”、“要求发行人公布财务状况”与“要求发行人安排还款计划并提供增

信措施”等提案，但“关于授权和委托受托管理人立即申请仲裁回收债权”、“关

于授权和委托受托管理人参与发行人破产的法律程序”与“关于受托管理人先

行垫付相关行动费用”等提案未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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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发布虚假重组信息 

8 月 29 日，五洋建设在公司官网发布称，公司于 8 月 25 日与中科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科技控股”）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中科际控股将通过股权

托管、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方式对五洋建设集团进行战略重组；在合作成功

以后，中科际控股将作为担保方，委托投资基金公司发行募集规模为 20 亿至 30

亿元的并购基金，用于五洋建设所发行公司债券本息偿付及进行银行贷款结构

调整。但上述声明却在第二天遭到中科控股的公开否认。根据财新网报道称，

五洋建设曾于 8 月 29 日向上交所发送过上述公告，但因程序不合规及公告本身

内容过于粗糙等问题，未通过审核。 

已有投资者向法院提交破产清算申请 

8 月 31 日，德邦证券披露部分债券持有人已于 8 月 25 日向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递交针对五洋建设的破产清算申请。但根据媒体公开报道，部分“15 五洋

债”、“15 五洋 02”债券持有人由于流程过长、担忧五洋建设在破产清算过程中

转移资产逃废债等原因，对破产清算申请持否定态度。 

2. 湖州厉华 

（1）违约事件 

湖州厉华妤婕联合纺织有限公司（简称“湖州厉华”）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

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14 厉华债”，发行规模 2.60 亿元，发行期限 3 年，附

带第二年回售与债券提前偿还条款。根据发行条款，“14 厉华债”到期兑付日为

2017 年 8 月 21 日（因 2017 年 8 月 19 日为休息日，兑付日为顺延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 

根据公开披露信息显示2，湖州厉华已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提前完成了“14

厉华债”2.21 亿元本金及其对应利息的支付，并将于 8 月 21 日完成剩余 0.39

亿元本金及对应利息的兑付；鉴于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情况，公司将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支付本金 10 万元及对应利息，剩余本金及利息将延期支付。 

（2）公司基本情况 

湖州厉华成立于 2006 年，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实际控制人为香港企业强

盈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00%。公司经营范围为化纤制品、丝绸织品、

围巾、披巾及服装生产。根据“14 厉华债”发行时公司所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

2013 年公司营业收入 2.00 亿元，净利润 0.32 亿元；截至 2014 年 3 月末公司资

                                                 
2 由于湖州厉华及“14 厉华债”主承销商并未披露该私募债券违约情况，上述违约事件的经过全部来自于

Wind 客户端与上交所网站所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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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额为 4.15 亿元，所有者权益 2.95 亿元。总体来看，“14 厉华债”发行规模

占公司总资产总额的比例较高，不排除公司盈利不及预期导致偿债能力恶化的

可能。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披露，湖州厉华目前经营状态为“正在

清算中”，公司并未披露未来的重整计划与违约债券偿付安排。 

三、违约事件的本月重大进展 

本月共有 14 家违约企业披露违约后续处置进展，其中，东北特钢破产重整

方案于 8 月 11 日获得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通过；8 月 21 日，“10 中钢债”

回售行权；8 月 21 日，春和集团发布关于子公司破产清算的风险提示公告；8

月 22 日，天威集团所持有上市子公司天威保变股票解除轮候冻结。本月全部违

约后续处置进展明细详见附录 2。 

2017 年共有 3 家公募债券发行人发生违约，其中除五洋建设为本月新增违

约发行人外，华盛江泉于本月披露 2017 年半年报。根据半年报数据显示，目前

华盛江泉仍面临极大的偿债压力，公司尚未到期的存续债券仍存在较大的不能

按期兑付的风险。 

华盛江泉历史违约情况 

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盛江泉”）为山东省临沂市民营企业，业

务板块包括钢铁、电热、贸易、肉制品与房地产等，其中钢铁业务占营业收入

的三分之二以上。2015 年 3 月，由于受临沂市环保整治行动影响，公司钢铁业

务陷入停产，导致营业收入大幅下滑，偿债能力发生恶化。2017 年 3 月 12 日，

公司所发行企业债券“12 江泉债”发生回售违约，后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偿付

回售资金。关于华盛江泉“12 江泉债”回售违约事件的分析详见新世纪评级官

方网站披露的信用评论《“12 江泉债”回售违约点评》。 

华盛江泉经营状况小幅好转，但仍面极大的债务偿付压力 

8 月 31 日，华盛江泉披露公司 2017 年半年报。根据半年报财务数据显示，

华盛江泉2017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呈现回升状态，上半年营业收入为45.06亿元，

已接近 2016 年全年的收入规模；净利润 0.02 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盈利状

况好转符合 2017 年初以来钢铁行业景气度整体回升的趋势，但是根据临沂市政

府“临政办发（2015）22 号”文要求，公司钢铁业务需在 2020 年之前完成“退

城进园”，公司未来盈利状况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考虑到公司经审计

的 2016 年年报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持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所提供未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在确认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与资产减值损失等科目上或缺乏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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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债务负担来看，截至 2017年 6月末华盛江泉刚性债务余额为 61.97亿元，

其中短期刚性债务余额为 39.11 亿元。考虑到公司受限资产比例较高，同时对外

担保规模较大，公司仍面临极大的债务偿付压力。根据公司半年报披露，截至

2017 年 6 月末公司受限资产规模合计 34.90 亿元，主要为机械设备、土地使用

权与所持有的股权；对外担保余额为 28.70 亿元，占所有者权益的 147.00%。除

债券外，公司仍有多笔银行借款逾期，截至 2017 年 6 月末银行借款逾期规模共

计 8.41 亿元。根据公司披露资料显示，上述银行借款逾期原因皆为“为确保企

业生产运营资金充足而暂未偿还”，或可侧面反应公司外部融资渠道收窄已影响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华盛江泉存续债券情况 

华盛江泉在债券市场共发行过 2 支企业债债券，分别为企业债券“12 江泉

债”与“13 江泉债”，截至 8 月末均处于存续期。其中，“12 江泉债/江泉暂停”

截至目前存续余额 6.2277 亿元3，存续债券将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到期兑付；“13

江泉债”发行规模 6.00 亿元，将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面临回售，目前未发生付

息违约。 

四、本月其他信用风险事件4 

本月共有 4 家发行人被下调主体信用级别，其中除本月首次违约发行人五

洋建设外，山东新查庄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信用等级被下调至投机级，肥城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信用等级在投机级范围内继续下调。 

1. 新查庄矿业 

8 月 2 日，鹏元将山东新查庄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新查庄矿业”）主体

信用等级由 BBB+级下调至 BB+级，展望负面。 

煤炭行业落后产能，盈利状况不佳 

新查庄矿业前身为肥城矿业集团公司查庄煤矿，2008 年破产重整后进行私

有化改制。2010 年新查庄矿业组建山东鲁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鲁中能

源”），新查庄矿业为鲁中能源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齐玉田。公司

主要经营煤炭开采与洗选加工业务，同时配煤、脏杂煤及煤矸石业务对营业收

入提供较大补充。 

                                                 
3 “12 江泉债/江泉暂停”发行规模共 8.00 亿元，其中交易所市场回售规模 1.7723 亿元，公司未披露银行

间市场的回售情况。 
4 本文中“信用风险事件”指可以表明债券发行人面临较大违约风险的事件，如级别由投资级下调至投机

级（或在投机级范围内继续下调）、发行人或中介机构发布重大风险提示公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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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营情况来看，新查庄矿业下辖煤矿 6 座，其中位于山东省肥城市的新

查庄煤矿于 1968 年投产，开采年限较长，设计产能约 150 万吨/年，目前已进

入开采末期，开采成本较高；其它 5 座煤矿位于贵州省，系公司 2009~2011 年

期间以自有出资方式收购而得，其中 4 座已于 2012~2014 年陆续投产，但可采

储量与设计年产能较小，4 座已投产煤矿合计设计产能约 150 万吨/年。2014 年

以来，由于煤炭市场价格低迷与安全生产等因素影响，贵州煤矿产能呈现下降

状态，导致公司产能利用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伴随较低的产能利用率，新查庄矿业近年来营业收入与毛利率维持在较低

水平；同时由于期间费用持续攀升，净利润长期处于大幅亏损状态。2016 年下

半年煤炭市场呈现回暖状态，公司营业收入与毛利率有所回升，但仍面临较大

亏损。2014~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1.50 亿元、6.91 亿元和 7.09 亿元，净

利润分别为-1.71 亿元、-2.40 亿元和-1.90 亿元，其中 2014 年公司财务费用经过

追溯调整后大幅增加，导致当年净利润由小幅盈利转为大幅亏损。受此影响，

公司所发行企业债券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在上交所暂停上市。 

短期偿债压力较大，已发生借款欠息 

从债务负担的角度，新查庄矿业刚性债务规模近年来有所下降，但由于债

务覆盖能力明显下滑，公司面临较大的短期偿债压力。公司刚性债务结构以短

期为主，占比长期维持在在三分之二左右。截至 2017 年 6 月末公司刚性债务余

额为 17.69 亿元，较 2014 年的最高值下降约 3 亿元左右，但其中短期借款所占

比例却由 45.7%上升至 64.8%。 

从资产结构来看，截至 2017 年 6 月末，公司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余额分别

为 13.48 亿元与 22.53 亿元，主要为生产设备与煤矿采矿权等长期资产，分别占

资产总额的 29.51%与 49.34%，资产流动性很弱；同时公司负债主要集中于短期，

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77.37%，和资产结构的期限匹配性较差。 

由于外部融资渠道收窄，公司刚性债务规模近年有所下降，2014~2016 年

公司刚性债务余额分别为 20.41 亿元、18.41 亿元与 17.64 亿元；但伴随盈利能

力的下降，公司偿债能力持续下滑。从现金流的角度，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经

营性现金流、投资性现金流和筹资性现金流净额均呈现净流出状态。公司目前

银行借款已经发生欠息。根据公开信息披露，截至 2017 年 5 月 3 日公司已发生

3 笔欠息，欠息金额合计 204.09 万元。 

此外，新查庄矿业对当地部分煤炭、化工类企业提供担保，截至 2016 年末

对外担保余额为 6.93 亿元，占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39.52%。目前公司对外

担保中关注类担保与不良担保比例较高，部分被担保企业已发生贷款逾期，公

司面临较高的或有负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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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信措施 

在增信措施方面，鲁中能源为“12 新查矿债”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商银行”）为

本期债券提供流动性贷款支持，同时新查庄矿业以子公司贵州鲁中全部股权提

供质押担保。 

由于鲁中能源收入主要来自新查庄矿业，所提供担保对“12 新查矿债”的

增信作用有限；同时，根据“12 新查矿债”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资产评估结果显

示，截至 2011 年末贵州鲁中的企业价值为 15.72 亿元，但考虑到近年来煤炭市

场总体呈现低迷状态，目前贵州鲁中企业价值存在大幅减值的可能性。 

级别调整历史与债券回售 

鹏元在“12 新查矿债”发行时对公司出具主体信用级别 AA 级，展望为稳

定，债券信用级别 AA 级。2016 年 4 月 8 日，鹏元将公司主体信用级别由 AA

级下调至 A 级，同时展望调整为负面。此后经过多次级别下调，截至目前公司

主体信用级别为 BB+级，展望维持负面；“12 新查矿债”的债券信用级别为 BB+

级。 

“12 新查矿债”预计将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面临付息与回售。考虑到新查

庄矿业短期偿债压力较大，流动性较为紧张，公司能否顺利完成利息与回售资

金的偿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除“12 新查矿债”外，公司无其他存续债券。 
图表 2.  新查庄矿业级别调整历史 

评级机构  主体级别  评级展望  变动方向  发布日期 

联合信用 AA 稳定 首次 2014-02-17 

联合信用 AA 负面 下调 2015-06-29 

联合信用 AA- 稳定 下调 2016-06-27 

联合信用 A+ 稳定 下调 2017-07-24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2. 肥城矿业 

8 月 1 日，大公将肥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肥城矿业”）主体信

用等级由 CC 级进一步下调至 C 级。 

资产重组后，资产与收入规模大幅下降 

根据山东省煤炭行业去产能政策的要求，肥城矿业于2016年进行资产重组，

剥离部分资产成立新公司，其存续债务由新公司、肥城矿业与母公司山东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按一定比例分配。在资产重组的过程中，伴随旗下矿井的陆续剥

离，肥城矿业资产与收入规模大幅下降。截至 2017 年 3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

已攀升至 187.59%，严重资不抵债；同时伴随收入规模的大幅下降，公司已丧

失依靠自身偿付债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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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行债券的兑付情况 

肥城矿业共在债券市场发行过 2 支中期票据，分别为“10 肥城矿 MTN001”

与“12 肥城矿 MTN001”，分别于 2012 年 11 月 4 日与 2017 年 8 月 22 日到期并

顺利兑付，目前公司已无存续债券。“12 肥城矿 MTN001”发行规模 13.00 亿元，

考虑到肥城矿业已丧失依靠自身偿付债务的能力，“12 肥城矿 MTN001”的兑付

主要来自于肥城矿业母公司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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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8 月级别负面调整明细 

附表 1-1：2017 年 8 月级别下调的发行人 

发行人 
评级
机构 

评级日期 
主体
评级 

展望 
上次 

评级日期 

上次主
体评级

上次
展望 

证监会 

大类行业
省份  评级调整因素 

肥城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大公 2017-08-01 C — 2017-01-25 CC 负面 综合 山东 

收入下降，利润总额大幅

亏损；矿井剥离，产能下

降；其他应收款回收风险

较大；资不抵债，依靠自

身无法偿还债务；公司正

在进行重组，未来资产和

收入规模将大幅下降 

山东新查庄

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鹏元 2017-08-02 BB+ 负面 2016-07-18 BBB+ 负面

煤炭开采

和洗选 
山东 

已发生欠息，短期偿债压

力大；煤炭业务受资金链

紧张影响收入大幅下滑；

产能利用率较低；大幅亏

损；现金流进一步恶化；

坏账风险；外部增信措施

弱化 

五洋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大公 2017-08-04 BB+ 负面 2017-07-26 A- 负面 房屋建筑 浙江 
融资渠道受限，管理与财

务风险未改善；无外部支

持 

大公 2017-08-09 CCC 负面 2017-08-04 BB+ 负面 房屋建筑 浙江 
融资渠道受限，管理与财

务风险未改善；无外部支

持；未提供回售资金安排 

大公 2017-08-15 C — 2017-08-09 CCC 负面 房屋建筑 浙江 已构成实质性违约 

安邦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大公 2017-08-22 AA+ 负面 2017-07-27 AAA 负面 保险 北京 

单月保费收入规模大幅下

降且持续处于很低水平；

海外投资业务规模较大，

未来收购资金偿还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实际控制

人风险；受保险业务拓展

受限影响，净利润同比大

幅下滑并出现亏损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附表 1-2：2017 年 8 月展望调整负面的发行人 

发行人  评级机构  评级日期  评级 
评级
展望 

上次评级
日期 

上次
展望

证监会大
类行业 

省份  级别调整因素 

北京云政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 
新世纪 2017-08-03 AA 负面 2016-07-25 稳定

黑色金属

矿采选 
北京 

铁精粉价格下滑，经营压力

加大；基建项目开展受政策

影响较大，政府补贴大幅下

滑；县财政实力波动风险；

其他应收款占款规模大 

四川其亚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信用 2017-08-18 AA 观望 2016-09-09 稳定

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

延加工 
四川 — 

浙江大东南集

团有限公司 
大公 2017-08-18 AA 负面 2016-05-26 稳定

橡胶和塑

料制品 
浙江 

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

成本控制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所持上市子公司股票被司

法冻结；合同纠纷案存在诉

讼赔偿风险；代偿风险；受

资产减值增加与营业外收入

减少影响，利润总额下滑；

上市子公司盈利能力较弱 

江苏文峰集团 新世纪 2017-08-24 AA 负面 2016-07-27 稳定 零售 江苏 主业经营压力较大；委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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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评级机构  评级日期  评级 
评级
展望 

上次评级
日期 

上次
展望

证监会大
类行业 

省份  级别调整因素 

有限公司 资风险；综合体项目去化压

力；区域分布集中风险；证

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阳光凯迪新能

源集团有限公

司 
鹏元 2017-08-24 AA 负面 2017-07-20 稳定 综合 湖北 

审计机构出具保留意见；核

心子公司内控重大缺陷；项

目回款与资金占用风险，海

外项目存在政治风险；盈利

对政策补贴依赖较高；期间

费用高企；在建项目较多，

未来资金压力；有息债务规

模持续扩张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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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017 年 8 月违约事件后续处置进展情况 

发行人 
首次违约日

期 
尚未兑付的违约债项  存续债券  本月最新进展 

保定天威集团有

限公司 
2015-04-21 

11 天威 MTN2；12 天威

PPN001；11 天威 MTN1；13
天威 PPN001 

无 
所持天威保变股票解除轮候冻

结；主承销商发布违约后续进

展公告 

保定天威英利新

能源有限公司 
2015-10-13 

10 英利 MTN1；11 威利

MTN1 
无 

主承销商发布违约后续进展公

告 

春和集团有限公

司 
2016-05-16 15 春和 CP001；12 春和债 无 

子公司破产清算；主承销商发

布违约后续进展公告 

大连机床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16-11-21 

15 机床 CP003；16 大机床

SCP001；15 机床 CP004；16
大机床 MTN001；15 机床

PPN001；16 大机床 SCP003；
16 大机床 SCP002；14 机床

PPN001；15 机床 MTN001 

16 大机床

MTN001；15 机

床 PPN001；15 机

床 MTN001 

披露新增涉诉情况 

东北特殊钢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16-03-28 

15 东特钢 CP001；15 东特钢

SCP001；13 东特钢 MTN2；
15 东特钢 CP002；14 东特钢

PPN001；13 东特钢 PPN001；
15 东特钢 PPN002；13 东特

钢 PPN002；15 东特钢

CP003；13 东特钢 MTN1 

13 东特钢

MTN1；13 东特

钢 MTN2 
重整计划获得大连市中院批准 

华盛江泉集团有

限公司 
2017-03-13 无 

12 江泉债；13 江

泉债 
披露半年报 

内蒙古博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16-12-05 

16 博源 SCP001；16 博源

SCP002 
12 博源 MTN1；
13 博源 MTN001

所持上市子公司股权被司法冻

结，中诚信国际出具关注公告 

山东山水水泥集

团有限公司 
2015-11-12 

15 山水 SCP001；13 山水

MTN1；15 山水 SCP002；14
山水 MTN001；14 山水

MTN002 

无 
主承销商发布违约后续进展公

告 

四川省煤炭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16-06-15 

15 川煤炭 CP001；13 川煤炭

PPN001；12 川煤炭 MTN1；
14 川煤炭 PPN001 

07 川煤债；10 川

煤债；15 川煤炭

PPN001；15 川煤

炭 PPN002 

披露半年报；召开持有人会议；

主承销商发布违约后续进展公

告 

四川圣达集团有

限公司 
2015-12-07 12 圣达债 12 圣达债 

发布无法按时披露财务数据的

提示公告 

五洋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7-08-14 15 五洋债；15 五洋 02 

15 五洋债；15 五

洋 02；16 五洋 01

主承销商征集授权未过半数；

召开持有人会议；发行人发布

虚假信息 

武汉国裕物流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08-08 

15 国裕物流 CP001；15 国裕

物流 CP002 
无 

披露年报；主承销商发布违约

后续进展公告 

中国城市建设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6-11-28 

12 中城建 MTN1；14 中城建

PPN003；14 中城建 PPN004；
11 中城建 MTN1；12 中城建

MTN2；16 中城建 MTN001；
14 中城建 PPN002；15 中城

建 MTN001 

12 中城建

MTN1；12 中城

建 MTN2；14 中

城建 PPN003；14
中城建 PPN004；
15 中城建

MTN001；15 中

城建 MTN002 

8月 1日联合资信宣布推迟出具

跟踪评级；召开持有人会议；

主承销商发布违约后续进展公

告 

中国中钢股份有

限公司 
2015-10-19 无 10 中钢债 

8 月 18 日，发行人宣布“10 中

钢债”将于 8 月 21 日回售行权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公司公告，新世纪评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