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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信用风险预警报告（2018 年 1~3 月） 

信息研究部/武博夫 杜永康 

摘要： 

2018 年 3 月，富贵鸟、金特钢铁分别发布兑付风险预警，其中富贵鸟所发

行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14 富贵鸟”发行规模 8 亿元，将于 4 月 23 日进行回售，

目前富贵鸟最新主体信用级别 CC 级，展望负面；金特钢铁所发行的企业债券“13

金特债”发行规模 8 亿元，将于 5 月 23 日进行回售，目前金特钢铁最新主体信

用级别 B-级，展望负面。1~3 月债券市场共有 17 家发行人级别或展望下调，其

中级别下调幅度较大、市场影响较高的发行人有中弘股份、古纤道新材料、西王

集团和上海华信。此外，由于受托管的租赁租金资产支持计划利息支付逾期，恒

泰证券对原始权益人与基础资产承租人提起诉讼。 

一、兑付风险预警 

1. 富贵鸟 

 债券回售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 月 22 日，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富贵鸟”）发布公告称，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14 富贵鸟”将于 4 月 23 日进行回售，但目前公司回售资金与利息尚

无明确安排，回售资金偿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14 富贵鸟”于 2015 年 4 月上

市发行，发行规模 8 亿元，票面利率 6.30%，发行期限 5 年，附带第 3 年末回售

与调整票面利率条款。 

除“14 富贵鸟”外，富贵鸟还有 1 支存续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16 富贵 01”，

发行规模 13 亿元，票面利率 6.50%，将于 2018 年 8 月 12 日面临回售。 

 盈利能力下降，存在大额资金拆借占用与对外担保 

富贵鸟成立于 1995 年，主要从事皮鞋、皮具的生产与销售业务，实际控制

人为林和平三兄弟。2016 年以来，受市场竞争冲击影响，公司盈利能力明显下

滑，经营性现金流入规模持续下降，同时公司与母公司之间存在大额资金拆借占

用与对外担保。2017 年 9 月，公司由于未能完整披露对外担保等事项，收到福

建证监局出具的警示函。 

截至 2017 年 6 月末，富贵鸟以存单质押方式对外提供担保 19.59 亿元，被

担保人主要为其母公司及数家商贸公司；2017 年 7 月，公司发生担保代偿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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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导致货币资金大幅下降。同时，公司存在大额非经营性往来占款与资金拆

借，2017 年下半年对外拆借 11.99 亿元；2017 年 12 月，公司所购买理财产品发

生违约，本金 2 亿元未能收回；此外公司 2017 年末应收账款中有 2 亿元未能获

得客户确认。 

 评级下调情况 

随着富贵鸟债务偿付能力下降，评级机构在 2017 年 11 月开始逐渐下调其主

体信用级别。截至 2018 年 3 月末，新世纪与东方金诚对公司主体信用评级均为

CC 级。 

图表 1.  富贵鸟评级调整历史 
评级机构  主体级别  评级展望  变动方向  发布日期 

东方金诚 

AA 稳定 首次 2014-08-29 

AA 负面 调低 2017-08-28 

A 负面 调低 2017-11-24 

BB 负面 调低 2018-01-03 

CC 负面 调低 2018-02-09 

新世纪 

AA 稳定 首次 2016-04-15 

BBB+ —— 调低 2017-11-14 

B —— 调低 2017-12-07 

CC —— 调低 2018-02-27 

资料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2. 金特钢铁 

3 月 8 日，企业债券“13 金特债”主承销商东北证券发布《风险提示公告》，

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本期债券相关风险。“13 金特债”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上市

发行，发行规模 5.50 亿元，发行期限 7 年附带第 5 年末回售条款。 

根据《风险提示公告》显示，“13 金特债”发行人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金特钢铁”）连续多年亏损，截至目前尚未披露 2016 年年报，虽然 2017

年经营情况有所好转，但不足以支付 2018 年利息与回售资金；金特钢铁已有多

笔债务发生违约，目前已有相关诉讼 14 起，涉及金额 3.5 亿元，其中尚有 2.14

亿元未履行法院判决；公司受限资产规模较大，资产变现能力较差；此外，金特

钢铁母公司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已将公司 49%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

让，母公司的股东支持能力与支持意愿较低。 

除“13 金特债”外，金特钢铁无其他存续债券。信用评级方面，2017 年 12

月 19 日，鹏元将金特钢铁主体信用级别由 BBB+级下调至 B-级，评级展望负面，

“13 金特债”债项信用评级 B-级。截至 2018 年 3 月末，鹏元尚未对上述信用评

级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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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级下调 

1. 中弘股份 

 评级连续大幅下调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与 2018 年 1 月 3 日，大公将中弘股份主体信用级别由

AA 级先后下调至 A+级、BBB-级，评级展望负面。 

根据大公 2017 年 12 月 29 日调级公告称，大公在与主承销商沟通过程中发

现，中弘股份向主承销商和大公分别提供的银行账户余额信息存在较大差异，且

中弘股份未接受核查其银行账户余额真实性的要求；同时，中弘股份控股股东中

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卓业”）因对外提供 2 亿元的债务本金及

1350 万元利息担保逾期致其持有的中弘股份全部股份被司法冻结，对中弘股份

可能获得的股东支持产生负面影响。 

在级别下调后第二个工作日，鉴于偿债资金存疑、财务管理不规范及控股股

东持有全部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等不利因素，大公将中弘股份主体信用级别再次

大幅下调至 BBB-级，评级展望维持负面。 

图表 2.  中弘股份评级调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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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10 

AA 稳定 上调 2015-12-04 

A+ 负面 下调 2017-12-29 

BBB- 负面 下调 2018-01-03 

资料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业绩大幅预亏，终止发行股份购买土地 

1 月 30 日，根据中弘股份业绩预告显示，公司 2017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预计亏损约 10 亿元，同比下降约 736.75%。由于受北京商办项目调控

政策影响，公司御马坊项目和夏各庄项目（商业部分）销售停滞，2016 年度已销

售的御马坊项目业主大量退房，其他区域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销售收入也大幅下

滑；同时，公司所属境外公司（包括中玺国际、KEE、亚洲旅游等）2017 年亏损

较大。 

除业绩预亏外，由于受国家环保督查影响无法按时办理完毕土地手续、标的

公司股权质押尚未解除无法办理过户转让等原因，中弘股份决定终止发行股份购

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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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出现逾期，母公司重组仍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 3 月 16 日，中弘股份及其子公司累计逾期债务合计金额 11.56 亿元，

占 2017 年 9 月末公司净资产总额的 10.52%；同时，公司及其子公司作为被告涉

诉金额共计 22.69 亿元（不含延期支付利息及违约金、诉讼费），其中逾期债务

6.70 亿元，债权人财产保全提前偿还的债务 15.99 亿元，分别占 2017 年 9 月末

公司净资产总额的 6.10%与 14.55%。 

为缓解债务偿付危机，2 月 14 日中弘股份公告称，中弘卓业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与深圳港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桥投资”）签署了《重

组框架协议》。港桥投资设立一支私募股权基金，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募集 130 亿

元人民币，期限为 3+2 年，通过该基金对中弘卓业进行重组，重组范围包括整体

业务涉及的资产、负债及股权。目前签订的仅为框架协议，最终重组能否完成尚

不确定。截至目前，中弘卓业所持有的中弘股份股权已被全部司法轮候冻结。 

2. 古纤道新材料 

1 月 12 日、2 月 6 日，大公先后将浙江古纤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古纤道新材料”）主体信用级别由 AA 级下调至 AA-级、A 级，评级展望负面。 

根据大公披露信息，由于预付款项存在较大资金占用及回收风险，古纤道新

材料营运资金压力较大，短期债务覆盖较弱，同时资产受限规模较大对再融资能

力产生影响。截至 1 月 9 日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古纤道新材料存在已结清

关注类贷款 12 笔，未结清逾期贷款 7 笔，公司称已全部清偿逾期贷款并完成贷

款存量续作，但并未提供最新的《企业信用报告》。 

图表 3.  古纤道新材料评级调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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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5-21 

AA 稳定 上调 2015-03-17 

AA- 负面 下调 2018-01-12 

A 负面 下调 2018-02-06 

资料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3. 西王集团 

 担保代偿风险导致评级下调 

2 月 24 日，大公将西王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西王集团”）主体信用等级由

AA+级下调至 AA 级，评级展望维持负面。2017 年 4 月，西王集团互保企业齐

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齐星集团”）陷入债务危机，西王集团在邹平县政府的

协调下对齐星集团进行托管，随后大公将西王集团列入评级观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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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公披露，齐星集团进入破产重整流程后，西王集团提供了可能的处置

措施，但目前相关各方未按照西王集团提供的计划进度推进齐星集团破产重整方

案，西王集团面临的代偿风险进一步加大。此外，受齐星集团风险事件影响，西

王集团直接及间接融资渠道均受到不利影响，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大幅减少。整体

来看，西王集团偿债来源与债务负担失衡，对自身债务的保障能力下滑，未来西

王集团的偿债能力存在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发行人对评级下调做出否定回应 

2 月 26 日，西王集团发布公告，对评级下调进行回应。西王集团称，2017

年公司玉米深加工和特钢两大主营业务板块生产经营稳健向好，经营业绩超过市

场预期。齐星集团破产重整工作在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大力推动下，制定了实施

方案，齐星集团现在生产经营稳定，方案针对解除担保企业关系达成基本共识，

以不高于担保总额的 10%的资金支出彻底解除担保关系，对西王集团的有利影

响明显高于预期，不会形成代偿风险，且方案正在按司法程序有序推进。此外，

西王集团认为，因评级机构未能在此次跟踪评级过程中充分掌握齐星担保事件所

取得的尚未公布或公告的重大进展，评级结果未能真实、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

经营及担保状况，公司将与监管机构、评级机构及广大投资者积极保持交流沟通，

及时披露最新进展。 

4. 上海华信 

 媒体负面报道，评级下调 

2018 年 3 月，联合资信、联合信用与中诚信国际先后下调上海华信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华信”）主体信用级别。 

图表 4.  上海华信评级调整历史 
评级机构  主体级别  评级展望  变动方向  发布日期 

联合资信 

AA 稳定 首次 2014-06-05 

AA+ 稳定 上调 2015-04-21 

AAA 稳定 上调 2017-07-12 

AA+ 观察名单 下调 2018-03-01 

联合信用 

AA+ 稳定 首次 2015-06-24 

AAA 稳定 上调 2017-06-27 

AA+ 观察名单 下调 2018-03-02 

中诚信国际 

AAA 稳定 首次 2016-12-29 

AA+ 观察名单 下调 2018-03-08 

AA- 观察名单 下调 2018-03-30 

资料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3 月 1 日，财新网发布对上海华信深度报道，对其政商关系与经营模式提出

质疑，造成较大的舆论影响。3 月 1 日与 3 月 2 日，考虑到该负面事件对上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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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经营管理和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联合资信、联合信用分别将上海华

信主体信用级别由 AAA 级下调至 AA+级，并列入评级观察名单。 

3 月 8 日，中诚信国际将上海华信主体信用级别由 AAA 级下调至 AA+级，

并列入评级观察名单。中诚信国际称，目前上海华信负债水平较高，短期偿债压

力较大，媒体报道事件或对公司融资能力与海外收购项目产生负面影响，造成流

动性压力上升。3 月 30 日，中诚信国际将上海华信主体信用级别继续下调至 AA-

级，并继续列入评级观察名单。 

 流动性压力开始凸显，债券集中偿付压力很大 

3 月 28 日，上海华信披露，公司子公司上海华信集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

称“华信保理”）所发行保理产品发生逾期，逾期规模 600 万元；3 月 30 日，上

海华信子公司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信国际”）披露，上海

华信所持有华信国际 4958.33 万股股票已被司法冻结。此外，根据中诚信国际 3

月 30 日评级调整公告披露，上海华信收购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14.16%股权项目

交易进度已出现延期，收购捷克 J&T 金融集团剩余股权项目已被暂停，上述海

外收购项目均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 2017 年 3 月末，上海华信共有存续债券 15 支，累计发行规模 306.24

亿元，占公司 2017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的 16.73%；其中 2018 年公司待偿付本息

金额共计 119.58 亿元，可回售债券本金规模 30 亿元，短期偿债压力很大。在再

融资压力升高的情况下，上海华信面临很大的流动性压力。据 3 月 26 日彭博社

消息称，上海华信母公司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华信”）主要债权

银行已正式组建债权人委员会，或将进行债务重组。 

三、其他信用事件 

恒泰证券起诉原始权益人案 

3 月 8 日，由于“2016 年庆汇租赁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庆

汇 2016-1”）发生利息支付逾期，“庆汇 2016-1”的计划管理人恒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证券”）对原始权益人庆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

汇租赁”）、基础资产承租人咸阳鸿元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元石

化”）提起诉讼。 

在起诉材料中，恒泰证券要求被告庆汇租赁、鸿元石化支付“庆汇 2016-1”

项下待偿付租金本息 5.29 亿元以及相应的罚息和诉讼费用。目前恒泰证券的诉

讼请求已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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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支持证券基本情况 

“庆汇 2016-1”为租赁租金类 ABS，基础资产为庆汇租赁对鸿元化工享有

的租金请求权和其他权益及其附属担保权益。2015 年 10 月，鸿元化工与庆汇租

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租赁期限 3 年，租赁本金 5 亿元，年租赁利率

8.5%，以鸿元石化部分应收账款与存货作为质押担保；随后，恒泰证券、庆汇租

赁与鸿元化工签订三方协议，推进资产证券化项目。 

2016 年 1 月，“庆汇 2016-1”上市发行，存续期限 2.83 年，发行总额 5 亿

元，其中优先级“庆汇 1 优”发行规模 4.75 亿元，票面利率 6.30%，按季度付

息；次级发行规模 0.25 亿元，由鸿元石化认购。增信措施方面，“庆汇 1 优”由

鸿元石化对中石油兰州分公司的应收账款质押、中石化销售天津分公司对鸿元石

化的存货回购承诺作为质押担保；信用评级方面，中诚信证评在“庆汇 1 优”发

行时给予其 AAA 级的债项信用评级。 

 承租人信用恶化，资产支持计划级别大幅下调 

鸿元石化成立于 2005 年，实际控制人李永玺持股比例 99.9%。2016 年 7 月，

鸿元石化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全面停产并接受整改。2017 年 12 月 15 日，鸿元化

工告知恒泰证券称，公司经营仍处于停产状态，同时公司对外存在巨额欠款，已

被多家金融机构采取法律催收程序。随后，中诚信证评于 12 月 22 日将“庆汇 1

优”信用级别由 AAA 级下调至 B 级，并列入观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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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018 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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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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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金诚 2018-01-03 BB/负面 A/负面 

门店数量大幅下降，主要产品销量、

均价和毛利润持续下滑；未披露大额

违规担保，部分已出现代偿；大额资

金拆借形成较大资金占用；债券回

售，资金压力大 

东方金诚 2018-02-09 CC/负面 BB/负面 

“14 富贵鸟”持有人会议显示回售

可能性显著加大，公司面临较大兑付

压力；资产质量进一步下降，受限资

产占比很高，可偿债资金来源大幅减

少；或有债务规模上升 

新世纪 2018-02-27 CC B — 

中弘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 安徽 大公 2018-01-03 BBB-/负面 A+/负面 

偿债资金存疑，财务管理不规范，未

提供明确偿债来源与资金归集安排，

反映资金周转出现问题 

山东五莲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货币金融

服务 
山东 

中诚信国

际 
2018-01-05 A+/负面 A+/稳定 

当地企业经营压力上升，担保圈较

多，该行贷款回收难度较大，不良贷

款率超过监管要求；逾期贷款显著增

加，资产质量下降；大幅增加拨备计

提，盈利水平下降明显；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与资本充足率下降，涉及

“13 东特钢 MTN1”债转股 

浙江古纤道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化学纤维

制造业 
浙江 

大公 2018-01-12 AA-/负面 AA/稳定 

公司本部业务向子公司转让，本部偿

债风险上升；营运资金压力较大，预

付款存在资金占用与回收风险；抵质

押规模较大，影响再融资能力；债务

集中偿付压力较大；或有负债风险 

大公 2018-02-06 A/负面 AA-/负面 
贷款出现逾期，未提供债券偿债资金

落实安排 

浙江省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 
零售业 浙江 大公 2018-01-26 AA-/稳定 AA/负面 

剥离家电销售业务后商贸流通板块利

润将降低；受侨兴债事件影响，保险

业务赔付支出规模较大，后续追缴存

在不确定性；保险业务受保监会处

罚；期间费用对利润侵蚀严重；经营

性现金流持续净流出；涉诉资金较大

亿阳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综合 黑龙江 联合信用 2018-01-30 C CC/负面 “16 亿阳 01”已构成实质性违约 

湖北宜化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湖北 

联合信用 2018-02-02 A- AA- 
2017 年预计大幅亏损侵蚀净利润；

主要生产装置停产或限产；大宗商品

材料上涨造成成本上升 

中诚信国

际 
2018-02-06 A AA- 

2017 年预计大幅亏损；母公司宜化

集团向湖北联投转让股权事宜终止；

再融资能力下降，子公司停产导致流

动性压力进一步增加 

中诚信证

评 
2018-02-07 A AA- 

受安全事故、原材料供应与成本影响

停产导致大幅亏损；债务负担较重，

短期偿债压力较大；担保方担保能力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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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诚信国

际 
2018-02-06 A AA- 

主要子公司 2017 年预计大额亏损；

与湖北联投终止合作；债务负担重，

负债水平处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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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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蛟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货币金融

服务 
吉林 新世纪 2018-02-08 A A+/稳定 

违规购买理财产品受银监会处罚；所

投资债权信托逾期；同业负债往来利

息大规模上升，净利润大幅下降；贷

款质量持续下降 

神雾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生态保护

和环境治

理业 
北京 

联合信用 2018-02-11 A- AA-/稳定 
上市子公司神雾环保股权质押违约；

神雾环保与上市子公司神雾节能股价

跌幅较大，已质押股票存在平仓风险

联合信用 2018-03-02 
BBB/观察

名单 
A-/观察名

单 

股票质押式回购履约保障比例已低于

预警值，；融资租赁租金逾期，公司

持有上市子公司股份已被司法冻结 

联合信用 2018-03-15 B/观察名单
BBB/观察

名单 

上市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违

约，公司未履行担保代偿；引入战略

投资者事宜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神雾环保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

制造业 
北京 

联合信用 2018-02-11 A/观察名单 AA/稳定 — 

联合信用 2018-03-02 
BBB+/观察

名单 
A/观察名单 — 

西王集团有限

公司 
农副食品

加工业 
山东 大公 2018-02-24 AA/负面 AA+/负面

存货跌价风险；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

保障程度不高；齐星集团破产重整方

案长时间未确定，处置措施未按计划

推进，公司代偿风险进一步加大；融

资渠道受到不利影响，偿债来源无法

覆盖担保债务 

云南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

建筑业 
云南 东方金诚 2018-02-28 AA-/负面 AA/负面 

“16 云路 01”回售兑付压力；新签

合同额与在手合同额下降，营业收入

下降；工程款回收期限长；债务负担

较重，资产负债水平高 

邦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金融

业 
天津 联合资信 2018-03-01 

AA+/观察

名单 
AAA/稳定

实际控制人安邦保险集团被保监会接

管，影响对公司的支持能力 

上海华信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 
批发业 上海 

联合资信 2018-03-01 
AA+/观察

名单 
AAA/稳定

媒体报道对公司经营管理和未来发展

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联合信用 2018-03-02 
AA+/观察

名单 
AAA/稳定

媒体报道对公司经营管理和未来发展

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中诚信国

际 
2018-03-08 

AA+/观察

名单 
AAA/稳定

媒体报道对公司直接和间接融资能力

产生了影响；海外收购项目延期，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中诚信国

际 
2018-03-30 

AA-/观察名

单 
AA+/观察

名单 

控股子公司华信保理产品逾期；公司

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华信国际股权被冻

结；债券集中偿付压力很大；海外收

购项目存在不确定性 

深圳市金立通

信设备有限公

司 

计算机、

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广东 联合信用 2018-03-02 AA-/稳定 AA/稳定 — 

丹东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货币金融

服务 
辽宁 联合资信 2018-03-23 

A+/观察名

单 
AA-/稳定 

对违约主体丹东港集团风险敞口较

大，丹东港集团信用水平恶化，对公

司的资产质量、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准

确度、拨备充足水平、资本充足性及

盈利水平已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