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银行间债券市场自律处分汇总情况 

 

2021 年，经自律处分会议审议，交易商协会依规进行自律

处分 131 家（人）次，涉及 54 家发行人及信用增进机构、6 家

主承销商、1家会计师事务所、1家评级机构、3家做市机构、1

家资产管理公司、1 家期货公司以及 64 名直接责任人。全年来

看，银行间债券市场新增立案查处案件、承办监管部门交办案件、

自律处分数量较往年均有所增加，“零容忍、严惩戒”的特征突

出；新型违规案件有所增多，首次对 3家做市机构进行倒量的虚

假交易的违规行为予以处分。同时，统一执法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交易商协会前期移送的案件中，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 4家发行人已由监管部门形成行政处罚决定，自律处分与行

政处罚有效衔接。为持续强化银行间债券市场纪律建设，压实各

市场主体责任，推动银行间市场高质量发展，现将 2021 年自律

处分信息汇总如下。 
 

序号 处分对象 类型 处分措施 处分日期 官网链接 

1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发行人 

公开谴责、责令改正、

暂停相关业务 
2021-9 查看 

2 
海城市金财土地房屋 

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 

公开谴责、责令改正、

暂停业务 2年 
2021-6 查看 

3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公开谴责、责令改正、

责令致歉、暂停业务

1年 

2021-1 查看 

4 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 
严重警告、责令改正、

暂停业务 2年 
2021-12 查看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24.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65.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36.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49.html


 

5 
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严重警告、责令改正、

暂停业务 1年 
2021-9 查看 

6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 
严重警告、责令改正、

暂停业务 1年 
2021-12 查看 

7 
天津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严重警告、责令改正、

暂停业务 1年 
2021-12 查看 

8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 

事务所 

严重警告、责令改正、

暂停业务 1年 
2021-5 查看 

9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严重警告、责令改正、

责令致歉、暂停业务

7个月 

2021-1 查看 

10 
呼伦贝尔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 警告、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11 

马鞍山慈湖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发行人 警告、责令改正 2021-12 查看 

12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警告、责令改正 2021-12 查看 

13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 警告、责令改正 2021-12 查看 

1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警告、责令改正 2021-1 查看 

1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警告、责令改正 2021-6 查看 

16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 

有限公司 
评级公司 警告、责令改正 2021-12 查看 

17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 警告、责令改正 2021-1 查看 

18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 警告、责令改正 2021-1 查看 

1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1 查看 

20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2 查看 

21 
银川通联资本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3 查看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28.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46.html
http://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53.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58.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30.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88.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42.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47.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50.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25.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63.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40.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24.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23.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28.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38.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48.html


 

22 
赤峰国有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4 查看 

23 
重庆旅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6 查看 

24 
冀中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25 
安徽省供销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26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27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28 
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29 
华融实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30 
华融晋商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31 
六盘水市水利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32 
吉林市铁路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33 
巩义市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34 大唐四川发电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35 
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36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37 成都成房置业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9 查看 

38 
铁岭公共资产投资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9 查看 

39 
北京供销社投资管理 

中心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9 查看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50.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61.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70.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74.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72.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84.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82.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80.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79.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90.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08.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02.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00.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98.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92.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20.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18.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30.html


 

40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人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12 查看 

41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机构 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2021-6 查看 

42 
成都市青白江区国有 

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2 查看 

43 
海安城市动迁改造 

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2 查看 

44 
江苏海州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2 查看 

45 
杭州余杭经济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2 查看 

46 
嘉兴湾北城市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4 查看 

47 
泸州市工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4 查看 

48 
青岛市城阳区阳光城阳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49 
武汉市硚口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50 
武汉市江夏城投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51 
信阳华信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52 
秦皇岛城市发展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53 
眉山发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54 
陕西省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55 
保山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56 
瑞丽仁隆投资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57 
泸州市高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9 查看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44.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67.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46.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44.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42.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40.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53.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51.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78.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16.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14.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12.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10.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06.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04.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96.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94.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32.html


 

58 
成都新开元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10 查看 

59 
雅安发展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10 查看 

60 山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11 查看 

61 
苏州市农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信用增进

机构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62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增进

机构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8 查看 

63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1 查看 

64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1 查看 

6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6 查看 

66 
广东南粤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机构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6 查看 

6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机构 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021-6 查看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34.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36.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838.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76.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86.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27.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26.html
http://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62.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68.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cf/zlcfgl/202207/t20220721_25676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