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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昨日债券评级变化（只，亿元） 

 昨日更新 上月累计 

 发行人个数 债券个数 发行人个数 债券个数 

债项评级下调 0 0 6 15 

主体评级下调 0 0 7 48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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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生态：2017 年亏损 23.8 亿元，7月 2 日起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 

——7 月 2 日债券舆情日报 

证券研究报告/债券研究/市场动态 



市场动态 

 2 

 

2018 年 07 月 02 日 

一、债券评级下调情况 

1．债项评级下调 

6 月 29 日，16 贵阳农商二级和 15 贵阳农商二级被下调债项评级，由

A+下调为 A。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发行人 最新评级日期 
最新债

项评级 
上次评级日期 

上次债

项评级 
债券类型 

最新主

体评级 
评级机构 

1621038.IB 16贵阳农

商二级 

贵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8-06-29 A 2017-11-07 A+ 商业银行次

级债券 

A+ 中诚信国

际信用评

级有限公

司 

1521005.IB 15贵阳农

商二级 

贵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8-06-29 A 2017-11-07 A+ 商业银行次

级债券 

A+ 中诚信国

际信用评

级有限公

司 

136231.SH 16金茂 01 山东金茂纺织

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2018-06-27 A 2017-06-22 AA 一般公司债 A 大公国际

资信评估

有限公司 

112510.SZ 17盛运 01 安徽盛运环保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06-27 BB 2018-05-09 A+ 一般公司债 BB 联合信用

评级有限

公司 

122482.SH 15金茂债 山东金茂纺织

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2018-06-27 A 2017-06-22 AA 一般公司债 A 大公国际

资信评估

有限公司 

101560002.IB 15森工集

MTN001 

中国吉林森林

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18-06-26 A- 2018-11-17 A+ 一般中期票

据 

A- 中诚信国

际信用评

级有限责

任公司 

101788002.IB 17沪华信

MTN001 

上海华信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 

2018-06-22 C 2018-05-22 CC 一般中期票

据 

C 中诚信国

际信用评

级有限责

任公司 

101464003.IB 14鲁金茂

MTN001 

山东金茂纺织

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2018-06-20 BBB 2017-07-25 AA- 一般中期票

据 

BBB 上海新世

纪资信评

估有限公

司 

146581.SH PR红博 01 华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18-06-15 B+ 2017-05-16 AA+ 证监会主管

ABS 

 联合信用

评级有限

公司 

146586.SH 17红博 06 华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18-06-15 B+ 2017-05-16 AA+ 证监会主管

ABS 

 联合信用

评级有限

公司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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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体评级下调 

6 月 29 日，贵阳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被下调主体评级，由 AA-下

调为 A+。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发行人 
最新评级日

期 

最新主

体评级 

评级展

望 
上次评级日期 

上次

主体

评级 

债券类

型 

最新债

项评级 
评级机构 

111789851.IB 17贵阳农

商行

CD011 

贵阳农村

商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8-06-29 A+ 稳定 2017-11-07   AA- 同业存单  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

限责任公司 

118779.SZ 16盛运01 安徽盛运

环保（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06-27 BB  2018-05-09   A+ 私募债 A+ 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

限责任公司 

118447.SZ 15盛运01 安徽盛运

环保（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06-27 BB  2018-05-09   A+ 私募债  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

限责任公司 

011800033.IB 18盛运环

保 SCP001 

安徽盛运

环保（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06-27 BB  2018-05-09   A+ 超短期融

资债券 

 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

限责任公司 

112510.SZ 17盛运01 安徽盛运

环保（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06-27 BB  2018-05-09   A+ 一般公司

债 

BB 联合信用评

级有限公司 

112665.SH 15金茂01 山东金茂

纺织化工

集团有限

公司 

2018-06-27 A 负面 2017-06-22 AA 私募债  大公国际资

信评估有限

公司 

122482.SH 15金茂债 山东金茂

纺织化工

集团有限

公司 

2018-06-27 A 负面 2017-06-22 AA- 一般公司

债 

A 大公国际资

信评估有限

公司 

136231.SH 16金茂01 山东金茂

纺织化工

集团有限

公司 

2018-06-27 A 负面 2017-06-22 AA 一般公司

债 

A 大公国际资

信评估有限

公司 

101464003.IB 14鲁金茂

MTN001 

山东金茂

纺织化工

集团有限

公司 

2018-06-27 A 负面 2017-06-22 AA 一般中期

票据 

BBB 大公国际资

信评估有限

公司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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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经济 

1.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领域结构调整仍存突出矛盾 

据 6 月 30 日金融时报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18 年第二

季度（总第 81 次）例会 6 月 27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

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增长保持韧

性，总供求总体平衡，增长动力加快转换。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不断上

升，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稳健中性的货

币政策取得了较好成效，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金融风险防控成效

初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国内经济金融领域的结

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突出矛盾，国际经

济金融形势更加错综复杂，面临一些严峻挑战和不确定性。会议指出，

要继续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走势，加强形势预判和前瞻性预调

微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继续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按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优化融

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主动有序扩大金融

对外开放，增强金融业发展活力和韧性。 

2. 专家：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尚处低位 亟待组合施策 

据 6 月 30 日经济日报讯，制造业投资虽连续两个月回升，但总体仍

处于较低水平，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也处在低位徘徊，未来不排

除继续下行的可能。专家表示，当务之急要打好“增、抑、降”的组

合拳，推进各项政策举措真正落地，尽快恢复和提升制造业投资活力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我国制造业投

资增长 5.2%，比前 4 个月提高 0.4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出现回升势

头。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从最终需求、资金来源、投

资信心及政策效应等角度分析了原因。多位专家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应打好“增、抑、降”组合拳，尽快恢复和提升制造业投

资活力。 

三、区域经济 

1. 七部委治理楼市乱象 长沙上千家中介门店停业整顿 

据 6 月 30 日华夏时报讯，长沙楼市乱象火苗刚蹿上来，限购就浇上

几盆凉水，除对中介公司以外，新政对市场各个主体都进行了严格限

制，严厉程度全国罕见。与此同时，全国楼市“严打”也吹响了号角，

住建部会同中宣部、公安部、司法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

保监会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

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下称“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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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决定于 2018 年 7 月初至 12 月底，在北京、上海等 30 个

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2. 内蒙古 12 家景区集体被摘牌:设施缺乏维护 环境脏乱差 

据 6 月 29 日北京商报讯，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旅发委发布消息称，

因景区设施缺乏维护、环境脏乱差、投入不到位等原因，依照《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与《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决

定撤销包头市妙法寺、鄂尔多斯市释尼召沙漠绿海乐园等 12 家 4A、

3A 级旅游景区等级资质。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出现了景区被警告甚

至摘牌的情况，其中还不乏 5A 级景区。数据显示，2015-2017 年我

国有 14 家 5A 级景区被原国家旅游局给予“严重警告”，3 家 5A 级

景区被摘牌。 

四、产业经济 

1. 少数平台故意制造逾期 现金贷暴力催收再现“变种” 

据 6 月 29 日华夏时报讯，经历过野蛮生长的现金贷，在 2017 年底也

经历了狂风暴雨般的管控。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分现金贷

不是主动整改，反倒为逃避监管另谋出路。去年底现金贷政策落地后，

表面上各家现金贷“老老实实”遵守 36%的利率红线，但实际上，现

金贷仍暗礁汹涌。分析人士表示，现金贷对信用风险管控的漠视，必

然会带来较高的不良率，同时还会催生非法催收和暴力催收问题，引

发恶性社会事件。现金贷平台在运营过程中，风控基本为零，坏账率

极高，依靠暴利覆盖风险，催收能力也成为部分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正是由于坏账率较高，导致催收难度较大，在暴利的驱使下，各现金

贷平台的催收手段层出不穷。 

2. 证监会：严厉打击资本市场屡查屡犯违法主体 

据 6 月 29 日新华网讯，记者 29 日从中国证监会了解到，证监会稽查

部门近日集中部署 2018 年第二批专项执法行动，将重点查办 18 起有

“老面孔”主体参与的典型案件，严厉打击资本市场屡查屡犯违法主

体。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近期一批曾因操纵市场、内幕交

易、“老鼠仓”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受过查处的不法人员，再次现身

市场，触碰法律底线，恣意实施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目前，

证监会稽查部门已锁定了 18 起有“老面孔”主体参与的典型案件。

证监会将进一步密切与公安机关执法协作配合，通过专门工作机制，

实现案件突破，以最严格的标准，坚决追究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坚

决让不法分子付出应有的代价。 

3. 健身行业频频关门甩客：准入门槛低 监管难有威慑力 

据 6 月 30 日半岛晨报讯，一周前，本报刚刚报道过甘井子区维奥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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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健身馆人去楼空。几乎同一时间，沙河口区的星汇健身服务有限公

司也闭店甩客。中消协于今年 1 月 29 日发布的《2017 年全国消协组

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显示，预付式健身消费成维权重灾区，卷

款跑路等违法行为有蔓延之势，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近年来屡屡

发生。记者从行业准入、市场监管及法律惩戒等方面，逐一进行深入

调查发现，找个经营场地，办理一个营业证，找个器械商，这样一个

健身房就办起来了。另外，因为健身行业在店面规模、器械方面都没

有行业标准和规范，也导致在行业准入时市场门槛低。健身行业虽然

市场门槛低，但是运营成本很高，因此很多完全没有资金实力的健身

企业在新会员发展速度减缓后，往往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4. 经营主体混杂资格认证混乱 “母婴店”乱象怎规范 

据 6 月 30 日正义网讯，专家认为，当前母婴服务市场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经营主体鱼龙混杂，质量难保证；二是母婴服务范围不明确，监

管难度较大；三是从业人员杂，素质差距较大；四是资格认证混乱。

造成母婴服务市场出现问题的原因：一是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促成了

新的经济形态产生，导致各类问题层出不穷；二是法律法规相对滞后；

三是多头监管，导致监管合力难以形成。采取综合治理的“组合拳”，

促进母婴服务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完善法律，健全监管；完善母婴服

务行业管理规范；提高从业人员的准入条件。 

5. 难以遏制的中药材造假：一年逾 700 批次不合格 

据 6月 30日华夏时报讯，监管层面上对中药材品质把关不可谓不严。

2017 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关于中药饮片不合格

的通告几乎每月都有，每次通告都有几十个批次的中药饮片上榜。为

管控中药材品质，上世纪 90 年代近百个条件不达标的中药材市场被

关闭；1996 年有关部门核准 17 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后，至今没有审批

新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这仍然没有遏制中药材造假的势头。问题在于，

保留原形态的情况下，尚有办法分辨中药材的掺假、造假；切片炮制

后，饮片的形态和颜色已经相比中药材发生了很大变化，未经化学检

测，仅凭肉眼识别真伪几乎不可能。但关于中药材饮片不合格的通告

这些年来从未停止，且通告频率之高，通告批次之多，令人感到惊讶。

单以 2017 年为例，每月都有通告，多数月份里会发两则。每月通告

的不合格药品均有几十个批次。粗略统计，2017 年全年关于中药材

饮片不合格的通告有 22 则，共计超过 700 批次。在严监管下，行业

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6. 房企再遭紧箍咒:国内外融资渠道接连收紧 资金链紧张 

据 6 月 29 日新京报讯，继公司债、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之后，房企

境外融资这个蓄水池也开始亮起红灯。 近一时间段各种房地产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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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接连释放，诸如审计署发布审计报告披露地方房企违规融资问题，

再如棚改政策收紧，以及近日国家发改委剑指房企海外发债，规范海

外融资渠道。对此，分析人士认为，继公司债、非标、银行贷款等各

种渠道后，境外融资这个蓄水池也开始紧缩，对于资金密集型的房地

产行业来说，资金再遭紧箍咒，叠加影响无疑重大，预计三四季度房

企资金链会更加紧张。 

五、公司新闻 

1. 16 古纤道 MTN003：交易商协会：给予古纤道通报批评处分 

据 6 月 29 日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交易商协会发布自律处分决定，

古纤道债务逾期金额和资产抵质押金额达到重大事项披露标准未及

时披露，连续出现债务逾期触发 16 古纤道 MTN003 交叉违约未及时

告知主承销商、启动投资者保护机制，给予通报批评处分。 

2. 17 华夏银行二级 01、14 华夏二级：交易商协会：给予华夏银行长

春分行客户经理马超通报批评处分 

据 6 月 29 日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交易商协会自律处分信息显示，

华夏银行长春分行客户经理马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债务融资工

具中介服务时，业务开展不合规，存在违反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规则

的行为。依据相关自律规定，经 2018 年第 6 次自律处分会议审议，

给予马超通报批评处分。 

3. 16 中弘 01：中弘股份：大公将公司主体和“16 中弘 01”信用等级

由 B 下调至 CCC 

据 6 月 29 日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中弘股份公告称，大公将公司主

体信用等级由 B 调整为 CCC，评级展望维持为负面，“16 中弘 01”

信用等级由 B 调整为 CCC。此次评级调整对公司今后的融资将产生

不利影响。 

4. 12 鄂华研/12 鄂华研债：鄂尔多斯市华研投资集团：“12 鄂华研”

可能会被暂停上市交易 

据 6 月 29 日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鄂尔多斯市华研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公告称，根据公司拟披露的 2017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017

年度经营业绩将亏损。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负，在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正式披露后，“12 鄂华研”

可能会被暂停上市交易。 

5. 14 营口港 MTN001、15 营口港 PPN002、15 营口港 PPN001、17

营口港 MTN001、16 营口港 MTN002、16 营口港 MTN001、12 营口

港：营口港务集团：持有上市公司部分股权被司法冻结 

据 6 月 29 日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公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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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上市公司营口港部分股权被司法冻结。就上述冻结，公司目前尚

未收到与此相关的通知或司法冻结证明文件，所涉及的相关诉讼纠纷

事实尚不明确。 

6. 11 天威 MTN1、11 天威 MTN2、12 天威 PPN001、13 天威 PPN001：

保定天威集团：后续将配合天威集团管理人开展破产重整相关工作 

据 6 月 29 日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公告称，

违约事项之后，就天威集团破产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债权人对

重整方提交的重整方案所提出的相关意见与问题，管理人正组织与重

整方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与谈判。截至目前，天威集团（母公司）未结

案件数量合计 38 起，涉诉标的金额约为 52.33 亿元(判决书、起诉书

载明数据)。后续争取地方政府、法院、兵装集团、主承销商、债权

人等各方的支持和帮助；配合天威集团管理人按照法定程序开展破产

重整相关工作。 

7. 16 凯迪 02、16 凯迪 03、16 凯迪 01、11 凯迪债：凯迪生态：2017

年亏损 23.8 亿元，7 月 2 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据 6 月 29 日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凯迪生态 6 月 28 日晚间披露的年

报显示，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 54.5 亿元，同比增长 8.9%；净利亏损

23.8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3.3 亿元。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有关规定，深交所将

对公司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为 7 月 2

日，实施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ST 凯迪。 

8. 16 湖北宜化 PPN001、13 宜化 MTN002: 湖北宜化集团：2018 年

一季度净利润亏损金额达到净资产 42.67% 

据 6 月 29 日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告

称，2018 年一季度公司净利润亏损 4.1 亿元，亏损金额达到净资产的

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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