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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风险信息周报（2020.08.31 -2020.09.06） 
事件 

 负面信息：本周（8 月 31 日-9 月 6 日）负面信息共 3 条。重点关注：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19 美兰机场 SCP001”存在兑付风险；河南盛润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被中诚信下调主体评级至 AA-，前次评级为 AA; 西部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被中诚信列入评级观察名单（可能调低）。 

 取消发行：湖南德山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6 亿元；大唐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取消发行 5 亿元；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5 亿元；宜春市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9 亿元；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11

亿元；南昌国资产业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10 亿元；怀化市水业投资总公

司取消发行 2 亿元；广西广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5 亿元；郑州航空港兴

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9 亿元；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取消

发行 3.8 亿元；龙城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3 亿元；郴州市百福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5 亿元；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取消发行 8 亿元；广州

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17 亿元；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取消发

行 6 亿元；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10 亿元；重庆长寿经济技

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5 亿元。  

 持有人会议：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召开“19 美兰

机场 SCP001”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召开“20 牧原(疫情防控债)SCP003”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召开“20 齐鲁交通 MTN002”、

“19 齐鲁交通 MTN001”2020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3 日召开“14 鲁高速 MTN001”等 21 只存续债务融资工具 2020 年

度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其他关注信息：惠誉确认富力地产评级为“B+”，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中证

鹏元关注科学城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四川航空上

半年度净亏损 22.26 亿元，亏损金额达净资产的 77.60%；华远地产“17 华远地产

MTN001”票面利率上调 70BP 至 6.20%；标普确认碧桂园“BB+”评级，展望调

整至正面；新城控股集团下调“18 新城控股 MTN002”存续期后 1 年的票面利率

至 5.6%；广州金融控股集团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标普确认世茂“BB+”

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展望调整至正面。 

 风险提示：关注发行人风险水平，谨慎对待短期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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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负面信息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因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收入大幅下滑，本期

债券偿付资金暂无法落实，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仍在积极筹

措偿付资金。（相关债券：19 美兰机场 SCP001） 

河南盛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诚信公告称，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AA调降至AA-，

将“16 盛润债”的信用等级由 AA 调降至 AA-，并将主体及债项信用等级均列入可能降

级的观察名单。（相关债券：16 盛润债） 

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中诚信公告称，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并继续

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相关债券：17 西航 01） 

2.   取消发行 

湖南德山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一期公司债取消发行 6 亿元。（相

关债券：20 德投管廊债 01） 

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取消发行 5 亿元。（相关债

券：20 大唐租赁 MTN001）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一期短融取消发行 5 亿元。（相关

债券：20 渝能源 CP001） 

宜春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公司债取消发行 9 亿元。（相关债券：20

宜春创投绿色债） 

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二期中期票据消发行 11 亿元。

（相关债券：20 滕州国资 MTN002） 

南昌国资产业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取消发行 10 亿元。

（相关债券：20 南昌国资 MTN001） 

怀化市水业投资总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取消发行 2 亿元。（相关债

券：20 怀化水投 MTN001） 

广西广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二期超短融取消发行 5 亿元。（相关

债券：20 广投能源 SCP002） 

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三期超短融取消发行 9 亿元。

（相关债券：20 港兴港投 SCP003）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取消发行 3.8

亿元。（相关债券：20 居然之家 MTN001） 



 

 4 / 6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Table_Yemei] 固收周报 

 

龙城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取消发行 3.8 亿元。（相

关债券：20 龙控 MTN001） 

郴州市百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取消发行 5 亿元。（相

关债券：20 百福投资 MTN001）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三期中期票据取消发行 8 亿元。（相

关债券：20 大同煤矿 MTN003） 

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公司债取消发行 17 亿元。（相关债券：

20 广州公交绿色债） 

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六期中期票据取消发行 6 亿元。（相

关债券：20 潍坊滨投 MTN006）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二期中期票据取消发行 10 亿元。

（相关债券：20 嘉公路 MTN002） 

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2020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取

消发行 10 亿元。（相关债券：20 长寿经开 MTN001） 

3.   持有人会议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19 美兰机场 SCP001”2020 年度第一次持有人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 牧原(疫情防控债)SCP003”2020 年度第一次持有人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 齐鲁交通 MTN002”、“19 齐鲁交通 MTN001”

2020 年度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9 月 2 日。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14 鲁高速 MTN001”等 21 只存续债务融资工具 2020

年度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9 月 3 日。 

4.   其他关注信息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惠誉公告称，确认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外

币和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B+”，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同时确认其高级无抵押评

级为“B+”，回收率评级为“RR4”。 

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证鹏元关注到，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公司新增借款规模较大，偿

债压力有所加大。（相关债券：20 科学城） 



 

 5 / 6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Table_Yemei] 固收周报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净资产为 28.69 亿元；

2020 年 1-6 月，公司净利润-22.26 亿元，亏损金额达净资产的 77.60%。（相关债券：20

四川航空 SCP001）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17 华远地产 MTN001”投资者回售申请日期为

9 月 2 日至 9 月 8 日，回售价格 100 元，行权日 10 月 18 日；“17 华远地产 MTN001”

票面利率上调 70BP 至 6.20%，利率生效日。（相关债券：17 华远地产 MTN001）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标普报告称，将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展望由“稳定”调整至

“正面”，同时确认其“BB+”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在“18 新城控股 MTN002”存续期的第 2

年末，公司选择下调债券票面利率 179bp 至 5.60%，在本期中票存续后 1 年保持不变，

利率生效日 9 月 17 日。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告称，子公司立根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韩城

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及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目前尚未开庭。（相关债券：20 穗

控 01） 

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标普报告称，将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展望从“稳定”

调整至“正面”。同时，确认其“BB+”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及高级无抵押票据的“BB”

长期发行评级。 

5.   风险提示 

关注发行人风险水平，谨慎对待短期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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