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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级别调整与信用风险事件月报（2017 年 10 月） 

研发部/武博夫 杜永康 

2017 年 10 月债券市场共有 17 家发行人级别正面调整，其中 14 家级别上

调，2 家展望由负面调整稳定，1 家展望由稳定调整为正面；共有 5 家发行人级

别负面调整，其中 4 家为级别下调。 

2017 年 10 月，债券市场共有 1 家发行人发生违约：丹东港集团所发行的中

期票据“14 丹东港 MTN001”回售违约，发行人仅能支付该中期票据利息资金，

无法偿付回售本金。在其他信用风险事件方面，亿阳集团本月因债务纠纷，所

持有的上市子公司亿阳信通股票被司法轮候冻结，此前亿阳集团已被爆出资管

计划发生逾期。 

一、级别调整情况1 

2017 年 10 月债券市场共有 17 家发行人级别正面调整，其中 14 家为级别

上调；5 家发行人级别负面调整，其中 4 家为级别下调。 

本月级别下调发行人具体如下：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安消”）被联合信用由 AA 级下调至 AA-级。

公司 2017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下滑，净利润亏损；重大资产出售被终止；公

司控股股东所持股权质押比例较高；此外，公司 2016 年年报被德勤出具保

留意见后公司更换审计机构，2016 年度财务报告的专项审计或复核工作仍

未完成；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湖北宜化”）被中诚信国际、中诚信证

评分别由 AA 级下调至 AA-级，并继续列入评级观察名单。公司债务负担较

重，部分生产线自 2016 年四季度以来一直处于停产或减负荷生产状态，同

时重要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发生安全事故并调查，导致生产活动受到影响；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宜化集团”）被中诚信国际由 AA 级下

调至 AA-级，并继续列入评级观察名单。宜化集团为湖北宜化母公司，主要

资产与收入集中于湖北宜化； 

 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东港集团”）在发生违约后，主体信用

级别分别被联合资信、联合信用由 AA 级下调至 C 级。 

从全年累计情况来看，2017 年 1~10 月债券市场共有 479 家发行人级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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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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调整，其中级别上调 409 家；89 家发行人级别负面调整，其中级别下调 51 家。 

二、本月违约事件 

2017 年 10 月，债券市场共有 1 支债券发生违约。丹东港集团由于未能支付

中期票据“14 丹东港 MTN001”回售本金资金，仅能支付利息资金 5,860 万元，

构成实质性违约。 

“14 丹东港 MTN001”发行规模 10.00 亿元，发行票面利率 5.86%，发行期

限 5 年同时附带第 3 年末回售或调整票面利率调整。“14 丹东港 MTN001”回售

前，公司上调票面利率至 7.50%，但投资者仍选择对该中期票据全部回售。 

2017 年以来，公募债券市场新增违约发行人共 4 家（见附录 2），皆为民营

企业，同时违约方式皆涉及债券回售违约。 

1. 发行人基本信用情况 

（1）公司治理：存在较大的实际控制人风险 

丹东港集团于 2005 年由丹东港务局、纽约港务发展公司、美国罗森全球投

资公司与日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起成立，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王文良。此后

经过多次增资与股权变更，截至 2017年 10月末公司注册资本为 63,380万美元，

王文良对公司持股比例为 70.30%，丹东市国资委持股比例为 20.00%。 

丹东港集团实际控制人王文良近年来在国内外均爆出多起负面事件，2016

年曾涉及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事件，或对公司融资能力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2017 年 2 月、8 月，王文良先后辞去公司总经理与法定代表人职位。2016 年以

来，公司曾针对实际控制人的负面传闻多次发布澄清公告，具体情况尚有待进

一步信息披露。 

（2）经营状况：区域竞争优势有限 

从区域经营环境来看，丹东港所在的辽宁沿海地区港口较多，腹地辐射范

围高度重合，丹东港位于环渤海经济带末端，区位优势有限。虽然近年来丹东

港吞吐量保持增长，在辽宁沿海地区港口中位于第三位，但与大连港、营口港

仍有较大的差距。2016 年，丹东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1.58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191.9 万标准箱，同时大连港、营口港分别完成货物吞吐量 3.55 亿吨、3.52 亿

吨，集装箱吞吐量 944.1 万标准箱、608.6 万标准箱。 

2017 年 6 月，辽宁省政府与招商局集团签署《港口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对

辽宁省内港口资源进行整合工作，但可能由于所有制结构与控制权问题，上述

整合计划中并未包含丹东港集团。在我国港口行业积极推进资源整合的背景下，

丹东港集团可能更大的区域经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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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状况：债务负担沉重，现金流状况恶化 

由于长期维持大规模资本性支出，丹东港集团近年来债务负担明显增加。

公司对港区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较多，在建工程余额在资产总额中的比例长期维

持在接近 50%左右。根据公开资料披露，截至 2017 年 3 月末公司主要在建项目

共 21 个，在建项目合计概算投资额 203.32 亿元，占当期资产总额的 43.45%。

与此同时，公司债务负担近年来显著增加，2014~2016 年末公司刚性债务余额分

别为 290.38 亿元、360.09 亿元与 394.16 亿元，分别占资产总额的 65.21%、70.88%

与 71.40%，规模与占比均大幅增加。除银行借款与债券外，公司大量刚性债务

集中于长期应付款，主要为私募款、应付融资租赁款与理财融资等，融资成本

较高，侧面反应了公司的资金压力。 

在债务规模增加的同时，丹东港集团近年来融资渠道呈现收窄状态，导致

现金流状况明显恶化。由于投资性现金流长期呈现大幅净流出状态，公司在资

金平衡方面对筹资性现金流依赖较高。2014~2016 年公司筹资性现金流净额分

别为 44.21 亿元、18.26 亿元与-27.65 亿元，呈现下降状态，筹资性现金流已不

足以覆盖资金缺口。截至 2017 年 6 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5.21 亿元，但

其中 14.41 亿元作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已处于受限状态。此外，根据公司 7 月

28 日公告显示，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抵押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84.02 亿元，占 2016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63.73%，抵押比例已超过净资产的 50%以上。 

2 级别调整与存续债券情况 

违约事件发生后，联合资信与联合信用同时将丹东港集团主体信用级别下

调至 C 级。2017 年 6 月，上述两家评级机构在跟踪评级中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级

别 AA 级，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图表 1.  丹东港集团级别调整历史 

评级机构  主体级别  评级展望  变动方向  发布日期 

联合资信 AA- 稳定 首次 2010-08-20 

联合资信 AA 稳定 上调 2012-05-11 

联合信用 AA 稳定 首次 2015-10-123 

联合资信 AA 负面 下调 2017-06-06 

联合信用 AA 负面 下调 2017-06-07 

联合资信 C — 下调 2017-10-30 

联合信用 C — 下调 2017-10-3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截至目前，除已违约债券“14 丹东港 MTN001”外，丹东港集团尚有存续

债券 6 支，累计发行规模 69.5 亿元。考虑到公司债券“16 丹港 01”、“16 丹港

02”设有提前到期条款，未来半年内公司待偿付债券本金规模合计 49.5 亿元，

仍将面临极大的债券集中偿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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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丹东港集团存续债券情况（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 

债券简称  债券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或回售

日 

发行规模 

（亿元） 

票面利率
（%） 

发行期限 

（年） 

14 丹东港 MTN001
（已违约） 

中期票据 2014-10-30 
2017-10-30 
（回售日） 

10 5.56 3+2 

15 丹东港 PPN001 定向工具 2015-01-12 2018-01-13 5 7.60 3 

15 丹东港 MTN001 中期票据 2015-03-06 2018-03-10 10 6.00 3 

13 丹东港 MTN1 中期票据 2013-03-12 2018-03-13 9 5.67 5 

15 丹东港 PPN002 定向工具 2015-08-19 2018-08-21 20 7.20 3 

16 丹港 01 公开发行公司债 2016-01-26 
2019-01-27 
（回售日） 

20 5.50 3+2 

16 丹港 02 公开发行公司债 2016-11-24 
2019-11-25 
（回售日） 

5.5 8.50 3+2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三、历史违约事件的本月重大进展 

2017 年 10 月共有 9 家违约企业披露违约后续处置进展。本月“10 中钢债”

完成付息，此外无其他违约债券兑付。（全部明细详见附录 3） 

（1）国裕物流 

2017 年 10 月 16 日，武汉国裕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裕物

流”）发布《关于债务逾期、资产抵质押、生产经营情况等事项的后续进展》公

告称，截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武汉市国裕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武汉江裕海

运发展有限公司与武汉经纬液化气船务有限公司银行贷款逾期及欠息共计 4.52

亿元，其中逾期 4.23 亿元，欠息 0.29 亿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国裕物流共

有 2 支短期融资券分别于 2016 年 8 月、10 月发生违约，且均未完成兑付。 

（2）天威集团 

2017 年 10 月 17 日，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威集团”）《关于收

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披露，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解除对天威集团持有的保定天威保变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及孳息的冻结。 

10 月 31 日，天威集团发布《违约事项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称，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天威集团未结案件数量合计 44 起，涉诉标的金额约为 52.79 亿元

（判决书、起诉书载明数据）。天威集团已知被查封（含轮候）的资产主要包括：

天威集团持有的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3.52 亿股；天威集团持有

的下属各子公司及部分参股公司的股权；天威集团名下登记的部分土地、房产。

同时，天威集团还披露了 2017 年三季度亏损情况，受新能源产能过剩、价格持

续低迷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下属各新能源企业中，除风电场企业正常运营，

其他企业均处于停产状态，三季度各公司均为亏损，故 2017 年前三季度天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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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累计亏损 2795.20 万元。天威集团于 2015 年 4 月首次发生债券违约，截至目

前累计共有 4 支债券发生违约，且均未完成兑付。 

（3）中钢股份 

10 月 20 日，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股份”）完成“10 中

钢债”付息。“10 中钢债”发行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发行期限 7 年，票面利

率 5.30%，附带第 5 年末回售条款。 

2015 年 10 月，中钢股份宣布延长“10 中钢债”回售期限，构成实质性违

约。此后经过多次延长回售，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完成“10 中钢债”回售

资金兑付。 

（4）大连机床 

2017 年 10 月 30 日，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机床”）

发布《关于下属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公告》称，大连金州德汇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对大连机床子公司大连美联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和大连索尔置业有限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该申请能否被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受理尚存不确定性。 

根据大连机床公告披露，截至 10 月 30 日，公司合并口径累计欠息 6.45 亿

元，银行承兑汇票垫款 20.71 亿元，逾期借款 53.19 亿元，合计 80.35 亿元，占

2015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55.31%；同时，大连机床、母公司大连高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大连机床多家子公司由于借款纠纷涉及多起诉讼，部分债权人采

取了诉讼财产保全措施，上述涉诉查封、冻结资产事项预计会对大连机床偿债

能力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10 月 31 日，大连机床发布《违约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称，截至本次公告

日，大机床未对外公告 2016 年年度审计报告和 2017 年一季度、半年度以及第

三季度财务报表，也未有已确认可执行的债务重整方案。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首次发生债券违约，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公司累计共有 8 支债券发生违约，

且均未完成兑付。 

（5）中城建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

发布公告称，由于个别要件未能按时取得，公司延迟披露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2017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和 2017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中城建

于 2016 年 11 月首次发生债券违约，截至目前累计共有 8 支债券发生违约，其

中，12 中城建 MTN1、14 中城建 PPN003 和 14 中城建 PPN004 于 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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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延期完成付息；其他 5 支违约债券均未完成兑付。 

四、本月其他信用风险事件2 

2017 年 10 月，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于本月因

债务纠纷，所持有的上市子公司亿阳信通股票被司法轮候冻结，此前亿阳集团

已被爆出资管计划发生逾期。在随后召开的持有人会议中，“16 亿阳 03”持有

人会议决议启动交叉违约条款。 

（1）资管计划逾期，子公司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 

10 月 11 日，亿阳集团披露，由于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

证券”）与公司发生债权转让纠纷，公司所持有的上市子公司亿阳信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亿阳信通”）全部股权已于 9 月 21 日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

院司法冻结。截至目前，亿阳集团共持有亿阳信通股票 20757.35 万股，占亿阳

信通总股本的 32.89%。大同证券与公司债权纠纷共涉及争议债权本金金额 5700

万元，但由于公司所持有的亿阳信通股权中 99.98%已处于质押状态，因此本次

司法冻结的比例为 100%。 

根据亿阳集团与“16 亿阳 01”、“16 亿阳 03”、“16 亿阳 04”、“16 亿阳 05”

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披露，亿阳集团所持有的亿阳信通股权已被多家法院实施

司法轮候冻结，截至 11 月 10 日，已被相关法院实施第十二轮司法冻结。此外，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亿阳集团的合同纠纷案件已经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立案审查（案号：（2017）浙民初 30 号），并将于 12 月 4 日开庭。 

根据中山证券披露，10 月 18 日，亿阳集团由于未能按期偿付资管计划资

金，已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号[(2017)京 0108 执 11927 号]），

执行标的累计为 8,433.90 万元。根据北京富国天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国天启”）官网披露显示，亿阳集团与富国天启合作的“富国天启-亿阳集

团流动资金贷款资产管理计划”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第十一期与第十三期

相继出现逾期兑付情况。截至目前，亿阳集团目前并未披露公司司法冻结所涉

及到的全部债务明细。 

（2）利润主要集中于上市子公司，股权冻结负面影响较大 

亿阳集团前身为哈尔滨现代电子应用技术研究所，1994 年组建为有限责任

公司，截至目前实际控制人邓伟对公司持股比例为 92.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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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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集团经营范围较广，但主要利润来自于上市子公司亿阳信通所经营的

IT 应用服务业务。公司合并口径内营业收入中 90%以上来自贸易业务，经营主

体为公司本部的商务合作部。但公司贸易业务毛利率较低，2016 年仅为 2.24%，

同时 IT 应用服务业务毛利率为 65.01%，贡献了绝大部分的营业毛利。此外，公

司利润总额对投资收益的依赖较高，2016年和2017上半年投资收益分别为14.31

亿元和 3.00 亿元，分别占同期利润总额的 193.53%和 176.26%，主要来自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考虑到亿阳信通对亿阳集团的重要地位，公司所持有亿阳信通股权冻结将

对公司的资金周转与外部融资能力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受母公

司债务纠纷影响，亿阳信通大部分资金已经被冻结。根据亿阳信通 2016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核查后披露显示，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亿

阳信通资金冻结总额为 20.03 亿元（剔除重复冻结后的金额），实际冻结金额 7.97

亿元。 

（4）存续公募债券召开持有人会议，部分持有人决议启动交叉违约条款 

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亿阳集团在债券市场共有 6 支存续债券，包括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4 支、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 支，发行规模共计 40 亿元。其中，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16 亿阳 03”、“16 亿阳 04”与“16 亿阳 05”附带交叉违约

条款。 
图表 3.  亿阳集团存续债券情况 

债券简称  债券类型  起息日 
发行规模 

（亿元） 

票面利率
（%） 

发行期限 

（年） 
特殊条款 

16 亿阳 01 公开发行公司债 2016-01-27 2.09 7.10 2+2 回售,调整票面利率 

16 亿阳 03 公开发行公司债 2016-03-02 7.55 7.10 3+2 
回售,调整票面利率，

交叉违约条款 

16 亿阳 04 公开发行公司债 2016-04-21 12.10 7.10 3+2 
回售，调整票面利

率，交叉违约条款 

16 亿阳 05 公开发行公司债 2016-07-11 3.26 7.10 3+2 
回售，调整票面利

率，交叉违约条款 

16 亿阳 06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2016-09-12 11.00 8.00 2+1 调整票面利率,回售 

16 亿阳 07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2016-09-12 4.00 8.00 3 —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 

11 月 8 日，“16 亿阳 01”、“16 亿阳 03”、“16 亿阳 04”与“16 亿阳 05”召

开持有人会议。在有交叉违约条款的 3 期公司债券中，对于《关于宣布本期债

券因发行人的交叉违约情形已构成违约的议案》，90.97%的“16 亿阳 03”持有

人选择同意该议案3。但截至目前，亿阳集团并未对该议案进行回应，仅答复称

公司“目前正在进行关于引进战略合作的重组方案”，但“目前因为与合作方有

相关保密协议，具体细节尚不便透露”。 

                                                 
3 “16 亿阳 04”、“16 亿阳 05”持有人分别有 68.25%、97.04%对该议案弃权，未通过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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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用评级情况 

在信用评级方面，亿阳集团于 2014 年首次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东方金诚

给予公司 AA-级的主体信用级别。2015 年，“公司债新政”后亿阳集团开始涉足

交易所市场，联合信用给予公司 AA 级的主体信用级别。2017 年 10 月 13 日，

在公司因债权纠纷子公司股权冻结后，联合信用将公司列入评级观察名单，并

于 11 月 1 日、11 日先后下调主体信用级别至 A 级、BB 级，展望为负面。 
图表 4.  亿阳集团级别调整历史 

评级机构  主体级别  评级展望  变动方向  发布日期 

东方金诚 AA- 稳定 首次 2014-05-30 

联合信用 AA 稳定 首次 2015-08-13 

联合信用 A 稳定 下调 2016-11-01 

联合信用 BB 稳定 下调 2017-11-1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9 
 

附录 1：2017 年 10 月负面调整明细 

发行人 
评级
机构 

评级日期 
最新
评级 

评级
展望 

上次评级
日期 

上次
评级

上次
展望

证监会大
类行业 

省份  级别调整因素 

中安消股份有限

公司 
联合

信用 
2017-10-13 AA- 

列入

观察

名单

2016-05-31 AA 稳定

信息传

输、软件

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上海 

上半年经营业绩下滑，

净利润亏损；终止筹划

重大资产出售事项；控

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

高；2016 年度财务会

计报告的专项审计或复

核工作仍未完成 

湖北宜化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中诚

信证

评 
2017-10-17 AA- 

列入

观察

名单

2017-04-28 AA 
列入

观察

名单

制造业 湖北 

前三季度净亏损；债务

负担较重，短期债务占

比偏高，短期偿债压力

较大；“09 宜化债”担

保方担保实力有限 

湖北宜化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中诚

信国

际 
2017-10-17 AA- 

列入

可能

降级

观察

名单

2017-06-30 AA 
列入

观察

名单

制造业 湖北 

湖北宜化债务规模较大

且短期债务占比较高；

经营管理存在一定漏

洞；再融资能力受限致

流动性压力增加 

湖北宜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中诚

信国

际 
2017-10-17 AA- 

列入

可能

降级

观察

名单

2017-07-27 AA 
列入

观察

名单

制造业 湖北 

宜化集团债务规模较大

且短期债务占比较高；

经营管理存在一定漏

洞；再融资能力受限致

流动性压力增加 

包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大公 2017-10-30 AA+ 负面 2017-07-27 AA+ 稳定

货币金融

服务 
内蒙

古 

资本充足水平快速下

降；不良贷款规模继续

上升；应收账款类投资

面临一定风险；对同业

资金依赖较高 

丹东港集团有限

公司 
联合

资信 
2017-10-30 C — 2017-06-06 AA 负面

交通运

输、仓储

和邮政业 
辽宁 

“14 丹东港

MTN001”回售本金兑

付违约 

丹东港集团有限

公司 
联合

信用 
2017-10-30 C — 2017-06-07 AA 负面

交通运

输、仓储

和邮政业 
辽宁 

“14 丹东港

MTN001”回售本金兑

付违约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附录 2：2017 年公募债券市场新增违约发行人 

发行人  违约债券 
违约债券
类型 

违约日期 
违约规模
（亿元） 

截至 10 月末存续债券  备注 

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

司 
12 江泉债 企业债 2017-03-13 1.77

12 江泉债； 
13 江泉债 

回售违约，已偿

付回售资金 

信阳市弘昌管道燃气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 弘昌燃气

债 
企业债 2017-06-19 1.72 13 弘昌燃气债 

回售违约，发行

人对个人投资者

进行偿付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5 五洋债； 
15 五洋 02 

公开发行

公司债 
2017-08-14 14.19

15 五洋债； 
15 五洋 02； 
16 五洋 01 

回售与付息违

约，并触发交叉

违约条款 

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 
14 丹东港

MTN001 
中期票据 2017-10-30 10.00

15 丹东港 PPN001；15
丹东港 PPN002；13 丹

东港 MTN1；16 丹东港

01；16 丹东港 02；15
丹东港 MTN001 

回售本金兑付违

约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10 
 

附录 3：2017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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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7 日，发布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

告，解除对公司持有的天威保

变股票及孳息的冻结；10 月

31 日，披露 2017 年三季报，

公司前三季度亏损 2795.20 万

元；10 月 31 日，发布违约事

项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披露

公司未结案件数量合计 44
起，涉诉标的金额约为 52.7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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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7 日，披露 2017 年三季

报；10 月 30 日，发布违约事

项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 

春和集团有限公

司 
2016-05-16 

15 春和 CP001；12 春和

债 
12 春和债 

10 月 16 日，发布关于涉及诉

讼的公告；23 日，公司发布

“15 春和 CP001”违约后续进

展公告 

大连机床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1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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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机床 MTN001 
15 机床 PPN001 
16 大机床 MTN001 

10 月 30 日，发布违约后续进

展情况公告；披露无法按时披

露 2017 年三季报公告；披露

本公司及子公司近期征信情况

和新增涉诉情况；披露德汇贷

款对子公司美联房地产和索尔

置业的重整申请，暂未受理 

丹东港集团有限

公司 
2017-10-30 14 丹东港 MTN001 

15 丹东港 PPN001；
15 丹东港 PPN002；
13 丹东港 MTN1；
16 丹东港 01；16 丹

东港 02；15 丹东港

MTN001 

10 月 30 日，披露 2017 年三季

报；10 月 31 日，联合资信下

调公司主体评级至 C 级；10 月

31 日，“16 丹港 01”、“16 丹

港 02”主承销商发布临时受托

管理报告 

内蒙古博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16-12-05 16 博源 SCP001 

12 博源 MTN1；13
博源 MTN001 

10 月 27 日，发布违约后续进

展情况公告；10 月 31 日，披

露 2017 年三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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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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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川煤炭

PPN002 

07 川煤债；10 川煤

债；15 川煤炭

PPN001；15 川煤炭

PPN002 

10 月 27 日，披露 2017 年三季

报；10 月 30 日，发布违约后

续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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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3 日，发布关于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及仲裁

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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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6 日，发布债务逾期、

资产抵质押、生产经营情况等

事项的后续进展公告，截至目

前，银行贷款逾期及欠息共计

4.52 亿元；10 月 18 日，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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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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商发布违约后续进展公告；

10 月 31 日，披露 2017 年三季

报 

中国城市建设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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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7 日，主承销商发布违

约后续进展公告；31 日，发布

延迟披露 2016 年年度报告，

2017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2017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和 2017 年

三季度财务报表的公告 

中国中钢股份有

限公司 
2015-10-19 无 无 

10 月 20 日，完成“10 中钢

债”付息 

中煤集团山西华

昱能源有限公司 
2016-04-04 15 华昱 CP001 12 金海洋 MTN1 

10 月 27 日，披露 2017 年三季

报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公司公告，新世纪评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