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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评级调整与信用风险事件月报（2017 年 11 月） 

研发部/武博夫 杜永康 

摘要：2017 年 11 月债券市场共有 18 家发行人评级正面调整，其中 14 家级

别上调，4 家展望上调；10 家发行人评级负面调整，均为级别下调，其中 3 家于

本月发生违约。 

在违约事件方面，本月债券市场共有 6 家发行人违约，其中 4 家为本月新增

违约发行人，分别为亿阳集团、亿利集团、山东玖龙与保千里，另外 2 家连续违

约发行人分别为中城建、博源控股。在新增违约发行人中，亿阳集团所发行公司

债券“16 亿阳 03”持有人会议决议宣布触发交叉违约；亿利集团所发行中期票

据“14 亿利集 MTN002”由于操作原因，延期一天兑付。 

在其他信用风险事件方面，本月石经开总公司由于不再承担基础设施建设投

融资业务，城投属性显著弱化，主体信用级别由 A 级大幅下调至 BB+级，展望

维持负面；圣达威中小企业私募债欺诈发行案于本月获得终审判决，相关责任人

被追究刑事责任。 

一、评级调整情况1 

2017年 11 月债券市场共有 18家发行人评级正面调整2，其中 14家级别上调，

4 家展望上调；10 家发行人评级负面调整，均为级别下调，其中有 3 家于本月发

生违约。从全年累计来看，2017 年 1~11 月债券市场共 506 家发行人评级正面调

整，其中级别上调 432 家；95 家发行人评级负面调整，其中级别下调 58 家。 

本月级别下调发行人具体如下：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信用分别于 11 月 1 日、11 月 10 日与 11 月 15

日连续三次下调公司主体信用级别，由 AA 级下调至 CC 级，展望维持负面。

公司所发行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16 亿阳 03”已触发交叉违约条款（详见

后文“二、本月违约事件”）；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1 月 3 日，联合资信将公司主体信用级别

由 AA-级下调至 A+级，评级展望稳定； 

 湖北宜化化工集团有限公司：11 月 13 日，联合信用将公司主体信用级别由

AA+级下调至 AA 级，并继续列入评级观察名单； 

                                                             
1 仅限发行人委托评级，不包括担保人评级与主动评级。 
2 本文中评级正面（或负面）调整包含级别上调（或下调）与展望上调（或下调），当级别与展望同时变动

时，以级别变动为准。 



 

风险事件研究报告 

  2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11 月 14 日，新世纪将公司主体信用级别由 AA 级下

调至 BBB+级；11 月 24 日，东方金诚将公司主体信用级别由 AA 级下调至 A

级，评级展望负面；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 月 14 日，鹏元将公司主体信用

级别由 AA 级下调至 BBB 级，评级展望负面；11 月 22 日与 29 日，联合信

用分别将公司主体信用级别由 AA 级下调至 BBB 级、CC 级，评级展望负面。

公所发行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16 千里 01”已于 11 月 30 日发生违约（详

见后文“二、本月违约事件”）； 

 山东玖龙海洋产业股份有限公司：11 月 16 日，东方金诚将公司主体信用级

别由 BBB-级下调至 C 级，公司所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14 海益宝”已于

11 月 24 日发生违约（详见后文“二、本月违约事件”）；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诚信国际于 11 月 17 日将吉林森工

由 AA-级下调至 A+级，评级展望负面；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 月 22 日，鹏元将广州毅昌主体信用级别由

AA-级下调至 A+级，展望维持负面；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11 月 25 日，联合信用将中安消主体信用级别由 AA-

级下调至 A 级，并继续列入评级观察名单；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经济建设总公司：大公与 11 月 29 日将公司主体信用级别

由 A 级下调至 BB+级，展望维持负面（详见后文“四、其他信用风险事件”）。 

二、本月违约事件 

2017 年 11 月，债券市场共有 8 支债券发生违约，其中 4 支本息兑付违约，

4 支付息违约，1 支触发交叉违约。 

从发行人来看，2017 年 11 月全部违约发行人共 6 家，其中亿阳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亿阳集团”）、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保

千里”）、山东玖龙海洋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山东玖龙”）与亿利资源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亿利集团”）为本月首次发生违约，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中城建”）、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博源控股”）

为连续违约发行人。 

 

 



 

风险事件研究报告 

  3

图表 1.  2017 年 11 月债券市场违约事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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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末存续债券  备注 

亿阳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6 亿阳 03 

公开发行

公司债 

2017-11-08 
（持有人会

议决议日）

7.55
16 亿阳 01、16 亿阳 03、
16 亿阳 04、16 亿阳 05、
16 亿阳 06、16 亿阳 07 

持有人会议决议宣

布触发交叉违约 

内蒙古博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2 博源 MTN1 中期票据 2017-11-21 11.748 13 博源 MTN001 本息兑付违约 

亿利资源集团有

限公司 
14 亿利集 MTN002 中期票据 2017-11-21 16.125

15 亿利集 MTN001、15
亿利集 MTN002、13 亿

利集 MTN001、17 亿利

集 CP001、16 亿利 01、
16 亿利 02、16 亿利 03、
16 亿利 04、16 亿利 05、
17 亿利 01、16 亿利资源

债、亿利 2A/2B/2C/2 次 

操作失误导致本息

兑付违约，于次日

兑付 

山东玖龙海洋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海益宝 

中小企业

私募债 
2017-11-24 1.6245 无 本息兑付违约 

中国城市建设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14 中城建 PPN004 定向工具 2017-11-27 1.71 12 中城建 MTN2、14 中

城建 PPN004、15 中城建

MTN001 、 15 中 城 建

MTN002 、 16 中 城 建

MTN001 

付息违约，相同债

项连续违约 

12 中城建 MTN1 中期票据 2017-11-28 0.555 付息违约，相同债

项连续违约 

14 中城建 PPN003 定向工具 2017-11-30 21.12 本息兑付违约，相

同债项连续违约 

江苏保千里视像

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6 千里 01 

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
2017-11-30 0.72 16 千里 01 付息违约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一）亿阳集团 

交叉违约，启动加速清偿程序 

11 月 8 日，亿阳集团所发行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16 亿阳 01”、“16 亿阳

03”、“16 亿阳 04”与“16 亿阳 05”召开持有人会议。根据持有人会议决议，“16

亿阳 01”、“16 亿阳 03”持有人投票通过了《关于若发行人未提供有效担保则宣

布本期债券要求加速清偿的议案》与《关于本期债券加速清偿逾期未偿付则启动

司法程序的议案》；同时，“16 亿阳 03”持有人投票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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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议案，“16 亿阳 04”与

“16 亿阳 05”由于赞同票未获半数，未形成有效决议。 

图表 2.  11 月 8 日持有人会议部分决议结果 
议案  16 亿阳 01 16 亿阳 03 16 亿阳 04 16 亿阳 05

议案 1：要求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议案 2：要求发行人履行偿债保障措施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议案 3：要求修改《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5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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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6 亿阳 01 16 亿阳 03 16 亿阳 04 16 亿阳 05

议案 4：宣布本期债券因发行人的交叉违约情形已

构成违约 
— 通过 

未形成有

效决议 
未形成有

效决议 

议案 5：若发行人未提供有效担保则宣布本期债券

要求加速清偿 
通过 通过 

未形成有

效决议 
未形成有

效决议 

议案 6：本期债券加速清偿逾期未偿付则启动司法

程序 
通过 通过 

未形成有

效决议 
未形成有

效决议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新世纪评级整理 

亿阳集团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中，“16 亿阳 03”、“16 亿阳 04”与“16

亿阳 05”附带交叉违约条款。2017 年 9 月，亿阳集团披露公司资管计划出现逾

期，客观触发了上述交叉违约条款。在持有人会议决议披露后，联合信用将亿阳

集团主体信用级别由 BB 级进一步下调至 CC 级，评级展望负面。 

（二）博源控股 

11 月 21 日，博源控股所发行的中期票据“12 博源 MTN1”到期违约，违约

金额本息合计 11.748 亿元。这是公司自首次违约以来第三支违约债券。上述违

约债券中，截至 11 月末除“16 博源 SCP002”已于 7 月 14 日偿付外，公司累计

待偿付违约金额为 23.29 亿元。截至目前，博源控股仅有“13 博源 MTN001”1

支债券存续，存续规模 8 亿元。 

（三）亿利集团 

11 月 21 日，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集团”）所发行的中

期票据“14 亿利集 MTN002”未按期足额兑付全部本息。根据亿利集团公告称，

在筹措“14 亿利集 MTN002”偿债资金的过程中，资金归集出现意外情况，资

金划转时大额交易系统已关闭，最终未能在兑付日日终完成本期债券本息的全额

兑付；截至兑付日日终，公司已向上海清算所划付债券本息 12.44 亿元，在途本

息 3.685 亿元将于兑付日延后一日全部兑付。 

11 月 22 日，根据上海清算所《关于完成“14 亿利集 MTN002”代理付息兑

付的通知（清算所发（2017）181 号）》，亿利集团于当日足额偿付“14 亿利集

MTN002”全部本息资金。 

（四）山东玖龙 

11 月 24 日，根据上交所披露信息显示，山东玖龙所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

“14 海益宝”发生违约。“14 海益宝”于 2014 年 12 月在上交所上市发行，发行

规模 1.50 亿元，票面利率 8.30%，由海阳盛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山东玖龙原名山东海益宝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海参产品的加工和销

售业务。根据 Wind 数据显示，“14 海益宝”发行时东方金诚给予山东玖龙主体



 

风险事件研究报告 

  5

信用级别 BBB-级，债项信用级别 AA 级。2017 年 11 月 16 日，东方金诚将公司

主体信用级别下调至 C 级。 

（五）中城建 

2017 年 11 月，中城建先后有 3 支债券发生违约，分别为“12 中城建 MTN1”、

“14 中城建 PPN003”与“14 中城建 PPN004”。上述违约债券皆为连续第二年

付息违约。 

此外，中城建所发行的中期票据“15 中城建 MTN002”应于 11 月 17 日付

息，但按照募集条款，公司选择递延支付利息，递延支付的利息金额为 11.3375

亿元，递延支付期间按 8.35%的利率计息。根据“15 中城建 MTN002”《募集说

明书》第二章“发行条款”中规定，“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本期中期票据的

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

及其孽息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

述利息递延不构成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 

截至 11 月末，中城建共有 8 支债券先后发生违约，累计待偿付违约金额为

67.97 亿元；同时，公司存续债券 5 支，累计待偿还本金规模共计 101 亿元。 

（六）保千里 

1. 违约事件 

2017 年 11 月 30 日，保千里所发行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16 千里 01”未

能按时足额偿付利息，构成实质性违约。“16 千里 01”于 2016 年 11 月上市发行，

发行期限 3 年，票面利率 6%，发行规模为 12 亿元。 

除“16 千里 01”外，根据公司公告，保千里部分银行贷款亦未能如期偿还

或续贷，到期承兑汇票未能按时兑付。截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到期未清偿的债务本息总额约为 4.55 亿元，占公司 2016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9%。 

2. 发行人基本情况 

保千里前身为上市公司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达股份”，

股票代码 600074.SH）。2015 年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简称“保千里电子”）

借壳上市，经过资产置换后中达股份成为保千里电子的母公司，并更为现名，股

票代码保持不变。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庄敏，持有保千里股权比例为 35.07%。 

保千里主要经营业务为视频及图像的采集、分析、显示、传输和处理，主要

下游终端应用行业为汽车行业。公司近年来业务范围大幅拓展，介入智能硬件、

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自 2015 年借壳上市以来，公司仅对外公告披露的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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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便达 22.46 亿元，但投资项目对收入与利润贡献并不明显，反而加大了刚性债

务规模的扩张与管理整合难度。公司对外投资对外部融资依赖较高，存在短债长

投的现象，从而加大了公司的流动性风险。 

除过度投资问题外，保千里由于在借壳上市中存在造假行为，部分资产与实

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权被冻结，进一步加大了公司的流动性压力。2017 年 7

月 11 日，证监会宣布调查结果，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海昌、庄明和蒋俊杰在

保千里借壳上市的过程中，涉嫌向评估机构提供了 4 份虚假协议和含有虚假附件

的 5 份协议，致使保千里电子评估值虚增 2.73 亿元，损害了被收购公司中达股

份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2017 年 9 月以来，汇丰银行深圳分行、平安银行深圳

分行和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冻结了公司部分房产和资金，合计冻结金额为 1.75

亿元；10 月 17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所有公司股权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

法冻结。 

关于保千里信用状况与违约原因的详细分析请见 2017年 12月 6日新世纪评

级于官方网站披露的信用评论《保千里债务违约事件点评》。 

3. 评级调整与存续债券情况 

除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16 千里 01”外，保千里在债券市场没有其他存续

债券。从评级调整历史来看，“16 千里 01”为双评级债券，鹏元与联合信用在发

行时分别给予发行人首次信用评级 AA 级、AA-级。2017 年 6 月，联合信用将公

司主体信用级别上调至 AA 级，评级展望稳定；但同月鹏元将公司主体信用评级

展望调整为负面。2017 年 11 月以来，鹏元与联合信用分别下调公司主体信用级

别。 

图表 3.  保千里评级调整历史 
评级机构  主体级别  评级展望  变动方向  发布日期 

鹏元 

AA 稳定 首次 2016-08-22 

AA 负面 下调 2017-06-15 

BBB 负面 下调 2017-11-14 

C 稳定 下调 2017-12-01 

联合信用 

AA- 稳定 首次 2016-09-26 

AA 稳定 上调 2017-06-16 

BBB 负面 下调 2017-11-22 

CC 负面 下调 201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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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共有 11 家违约企业披露违约后续处置进展。本月无违约债券

兑付。全部明细详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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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连机床 

2017 年 11 月 10 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连中院”）经审查

后认为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机床”）、公司控股股东大连

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金科技”）、公司下属子公司大连机床（数

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控股份”）、数控股份的子公司大连华根机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根机械”）等四家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大连机床、高金科技、数控股份、华根机械的重整申请。 

11 月 23 日，大连中院经研究，批复许可大连机床、高金科技、数控股份、

华根机械、大连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索尔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六家公

司（以下简称“大连机床等六家公司”）重整期间继续营业。 

11 月 27 日，大连机床管理人发布债权申报公告称，大连机床等六家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债权申请截止日 2018 年 1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大连机床等

六家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大连机床于

2016 年 11 月首次发生债券违约，截至目前累计共有 9 支债券发生违约，仅有“15

机床 CP003”已完成兑付，其余 8 支债券均未兑付，累计待偿付违约金额为 27.12

亿元。 

（二）国裕物流 

2017 年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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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裕物流共有 2 支短期

融资券于 2016 年 8 月、10 月分别发生违约，目前均未兑付，累计待偿付违约金

额为 6.42 亿元。 

（三）天威集团 

2017 年 11 月 30 日，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发布

《违约事项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披露，天威集团直属子公司保定天威薄膜光伏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薄膜”）于近日收到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

事裁定书，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批准天威薄膜重整计划。截至

2017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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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待偿付违约金额为

48.4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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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月其他信用风险事件3 

在其他信用风险事件方面，11 月亿阳集团持有人会议通过交叉违约议案；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经济建设总公司（简称“石经开总公司”）由于城投属性弱化，

主体信用级别由 A 级大幅下调至 BB+级，评级展望负面；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

行人厦门圣达威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威”）欺诈发行案于本月作出终

审判决，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一）石经开总公司级别大幅下调 

1. 信用事件 

11 月 29 日，大公将石经开总公司主体信用级别由 A 级大幅下调至 BB+级，

评级展望维持负面。 

2. 发行人基本情况 

石经开总公司于 1994 年由石河子经开区管委会出资成立，原为石河子经开

区唯一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主体，承担区域内市政设施租赁、天然气销售与污

水处理等业务。2013 年，石河子经开区成立石河子开发区赛德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简称“赛德国资”），逐步取代石经开总公司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地位。伴

随石河子经开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毕，石经开总公司目前已无新增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公司的城投属性显著弱化。 

由于对外担保企业破产重组导致计提大额减值损失，以及 2016 年主要业务

剥离，石经开总公司近年来营业收入呈现断崖式下滑。2015 年，由于受到新疆

天盛实业有限公司破产重组影响，公司对其借款无法收回，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3.90 亿元，导致公司当年经营出现严重亏损，当年公司营业利润亏损 4.07 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 136.74%。2016 年，公司市政设施租赁合同到期但并未续签，同时

公司将下属天然气销售、污水处理等业务剥离转让用以抵偿债务，导致营业收入

大幅下滑。2016 年公司仅实现营业收入 124 万元。在营业收入枯竭的同时，石

经开总公司面临极其沉重的债务负担。截至 2016 年末，公司有息债务规模合计

15.81 亿元，其中长期借款 10.75 亿元。公司目前已丧失自身经营活动偿付债务

的能力。 

3. 评级调整与存续债券情况 

在“12 石经开债”发行时，大公给予公司 AA-级的首次主体信用级别。2014

年，大公将公司主体信用级别展望调整为负面，并在 2015 年、2016 年分别下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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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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除企业债券“12 石经开债”外，石经开总公司无其他债券发行历史。从担

保情况来看，“12 石经开债”发行时由石河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2017 年 8 月，赛德国资对“12 石经开债”出具担保函，追加提供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图表 4.  石经开总公司评级调整历史 
评级机构  主体级别  评级展望  变动方向  发布日期 

大公 AA- 稳定 首次 2012-03-13 

大公 AA- 负面 下调 2014-09-30 

大公 A+ 负面 下调 2015-08-05 

大公 A 负面 下调 2016-09-30 

大公 BB+ 负面 下调 2017-11-29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二）圣达威欺诈发行案获得终审裁定 

11 月 3 日，根据证监会消息，国内首例私募债欺诈发行案近期做出终审判

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已作出终审裁定，维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圣达

威欺诈发行私募债券案的刑事判决。 

2012 年下半年，因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圣达威法定代表人章某与公司高

管研究决定发行私募债券融资，并安排财务负责人胡某具体负责。为顺利发行债

券，章某安排胡某对会计师事务所隐瞒公司及章某负债数千万元的重要事实，并

提供虚假财务帐表、凭证，通过虚构公司销售收入和应收款项、骗取审计询证等

方式，致使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发生重大误差，同时上述不实审计结果被写

入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013 年 5 月 3 日，圣达威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获得 0.50 亿元中小企业私募债

券发行备案，并在当年内分两期发行私募债“13 圣达 01”、“13 圣达 02”，均为

两年期，票面利率分别为 9.5%、10.2%。圣达威获得募集资金后，未按约定用于

公司生产经营，而是用于偿还公司及章某所欠银行贷款、民间借贷等，致使债券

本金及利息无法到期偿付，造成投资者重大经济损失。 

2015 年 5 月 4 日，在接到债券发行承销商的报案后，贵阳市公安机关对此

立案侦查。2016 年 9 月 19 日，圣达威欺诈发行债券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2016 年 12 月 1 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债券罪作出一审判

决，分别判处章某、胡某有期徒刑三年和两年。在随后的上诉审理中，贵州省高

级人民法院依法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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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017 年 11 月负面调整明细 

发行人 
证监会大类

行业 
省份 

评级机
构 

评级日期 
调整后评级与

展望 

上次评级与展
望 

评级调整因素 

亿阳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综合 

黑龙

江 
联合信

用 

2017-11-01 A（负面） AA（稳定）
债权转让纠纷导致持有上市

子公司股权司法轮候冻结 

2017-11-10 BB（负面） A（负面） 
资管计划出现逾期兑付；持

有上市子公司股权司法轮候

冻结 

2017-11-15 CC（负面） BB（负面）
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债

券交叉违约议案 

四川西部资源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汽车制造业 四川

联合信

用 
2017-11-03 A+（稳定） AA-（稳定）

前三季度经营业绩亏损，资

产规模大幅下降 

湖北宜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 
湖北

联合资

信 
2017-11-13 

AA（列入观

察名单） 
AA+（稳定）

前三季度经营业绩亏损；债

务规模大，债务负担较重 

富贵鸟股份有

限公司 

皮革、毛皮、

羽毛及其制

品和制鞋业 
福建

新世纪 2017-11-14 BBB+ AA（稳定） — 

东方金

诚 
2017-11-24 A（负面） AA（负面）

主要产品销量、均价和毛利

润较上年继续下滑；有息债

务增长较快，全部债务资本

化比率较高；未完整披露对

外担保与半年报；被证监会

出具警示函 

江苏保千里视

像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江苏

鹏元 2017-11-14 BBB（负面） AA（负面） — 

联合信

用 
2017-11-22 BBB（负面） AA（负面） — 

联合信

用 
2017-11-29 CC（负面） BBB（负面） — 

山东玖龙海洋

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渔业 山东

东方金

诚 
2017-11-16 C BBB-（负面） — 

中国吉林森林

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林业 吉林

中诚信

国际 
2017-11-17 A+（负面） AA-（负面）

营业业绩大幅下滑；债务规

模较大且短期债务占比较

高；再融资能力受限令流动

性压力进一步增加 

广州毅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 
广东 鹏元 2017-11-22 A+（负面） AA-（稳定）

前三季度收入和毛利率下

滑；受客户付款延期影响计

提大额减值损失；负债规模

增加，偿债压力加大 

中安消股份有

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上海

联合信

用 
2017-11-25 

A（列入观察

名单） 
AA-（列入观

察名单） 

管理层变动负面影响；前三

季度亏损加大，筹资能力和

流动性进一步大幅下滑；资

产出售无实质性进展；公司

债券回售压力 

新疆石河子开

发区经济建设

总公司 

公共设施管

理业 
新疆 大公 2017-11-29 BB+（负面） A（负面）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

体地位明显弱化；营业收入

大幅下滑；短期和长期均面

临较大的偿债压力；对外担

保计提大额预计负债；列入

失信执行人名单，审计报告

保留意见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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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017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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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发布违约事项后续

进展情况的公告称，保定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批准公司

子公司天威薄膜公司重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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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发布违约事项后续

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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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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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川煤炭 PPN001；
15 川煤炭 PPN002；
10 川煤债 

11 月 30 日，发布违约后续进展

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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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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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

款逾期及利息共计 4.52 亿元 

大连机床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16-11-21 

16 大机床 SCP001；15 机

床CP004；15机床CP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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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大连中院裁定受理

债权人对大连机床、高金科技、

数控股份、华根机械的重整申

请；23 日，批复许可大连机床

等六家公司重整期间继续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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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N1；12 中城建

MTN2 ； 16 中 城 建

MTN001 ； 14 中 城 建

PPN002 ； 14 中 城 建

PPN003 ； 14 中 城 建

PPN004 ； 15 中 城 建

MTN001 ； 15 中 城 建

MTN002 

12 中城建 MTN2；14
中城建 PPN004；16
中城建 MTN001；15
中城建 MTN001；15
中城建 MTN002 

11 月 2 日、17 日，发布违约后

续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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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7 日，发布公告称将于

12月 11日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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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3 日，发布 2017 年第三

次“15 五洋债”债券持有人会

议决议公告 

丹东港集团有限

公司 
2017-10-30 14 丹东港 MTN001 

14 丹东港 MTN001；
16 丹港 02；16 丹港

01 ； 15 丹 东 港

PPN002； 
15 丹东港 MTN001；
15 丹东港 PPN001；
13 丹东港 MTN1 

11 月 30 日，公司发布违约后续

进展公告称，目前已成立丹东

港债委会，由中国进出口银行

大连分行牵头，共 15 家金融机

构组成，通过调整授信结构等

方式缓解丹东港还款压力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公司公告，新世纪评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