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B-1-1 公司法定名称：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 

DB-1 机构基本信息 

DB-1-1 公司法定名称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 

DB-1-2 成立时间 2018 年 6 月 27 日 

DB-1-3 
实收资本、净资本 66,582,375 元人民币（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28,348,245.99 元人民币（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DB-1-4 
经营范围 

信用评级、资信评估、资信调查、资信评级服务；信用风险信息分析、研

究、咨询、管理；经济贸易咨询；财务咨询； 企业征信服务；数据处理：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金融信息服务；研发、经

营、销售上述服务的计算机软件，提供售后服务及相关技术指导。（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已注册的业务资质类别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A 类信用评级机构相关业务 

DB-1-5 

股权结构 

1、直接或间接持有评级机构股权或表决

权 5%（含）以上股东名称，及其出资额

或者所持股份、出资方式、持股比例、持

股时间、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说

明；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由标普全球亚洲私人有限公司全资控股。

标普全球亚洲私人有限公司是设立于新加坡的私营有限公司，其最终的母

公司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标普全球公司。 

2、控股股东名称，控股股东为法人的，

包括成立时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注

册地址；控股股东为自然人的，包括国

籍、从业经历等基本情况； 

标普全球亚洲私人有限公司持有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 100%的

股份。标普全球亚洲私人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注册资

本为 473,042,001 美元，注册地址是 12 Marina Boulevard #23-01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Singapore 018982，其经营范围包括能源

信息和服务提供商、公司后台支持功能等。 



3、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机构的相关信

息，包括成立时间、注册地址、经营范

围、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持股时间；若

信用评级机构是该机构股东，还应包括信

用评级机构的持股比例、持股时间； 

标普全球亚洲私人有限公司目前尚未持有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

以外的其他机构超过 50%以上的股份。 

4、子公司的相关信息，包括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持股比例、持股时间、注册资

本、注册地址；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尚未设立子公司。 

5、可实施影响的机构的相关信息，包括

成立时间、经营范围、持股比例、持股时

间。应当披露的可实施影响的机构指，评

级机构直接或间接持有股权或表决权 5%

（含）以上，且与评级机构存在业务往来

或提供咨询、财务顾问等服务的机构；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尚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机构 5%（含）以

上的股权或表决权，且与其存在业务往来或提供咨询、财务顾问等服务的

机构。 

6、分支机构的相关信息，包括成立时

间、办公地址及组织架构设置。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尚未设立分支机构。 

 

 

 

 

 

 



DB-1-6 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说明文件 

部门 职责 

首席执行官 制定、建议并实施标普信评在中国的战略；管理各种职责，保证顺利开展日常业务，从而确保成功实施中国战

略；管理与内部和外部相关方的关系，包括发行人、投资人、政府和监管机构； 树立/巩固公司品牌，担任企

业在中国的资深发言人对外进行演讲，目标是在投资人、客户和公众当中树立并维持公司良好形象；参加会议

或论坛，展示公司品牌或专业技能。利用品牌推广，包括访谈、新闻和其他媒体渠道。进行品牌推广，包括访

谈、新闻和其他媒体渠道。 

运营部门 主要职责是根据公司战略计划管理日常运营。首席运营官将提供必要的领导、管理和愿景，确保公司实施适当

的运营控制措施、管理和汇报程序以及人力资源体系等，从而使公司高效发展并且确保财政实力和经营效率。 

分析部门 负责企业、金融机构和结构性融资领域的信用评级分析。分析部门也参与以市场教育为目标的投资者关系管

理。 

合规部门 负责监督法律法规和内部政策和程序的合规事宜。职责包括提供建议、管理与监管机构的往来、实施监控、测

试、审核以及培训。 

销售部门 负责开发及执行商业战略。职责包括开发并维护与现有的和新的客户的关系，为有可能使用公司产品和服务的

发行人、中介机构和投资人提供服务。 

市场拓展部门 负责开发与投资人、中介机构、发行人和其他具有市场影响力者的关系。积极开展市场拓展，以加深对于客户

和市场——尤其是投资人——的了解，获取可以付诸实践的商业或分析反馈，从而推动业务发展。  

营销部门 通过“一对多”拓展和沟通，提升标普信评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和需求，从而推动业务增长。通过开发营销战略

计划、市场调研、产品投放以及组织相关活动等方式，为商业和分析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 

行政部门 通过提供多方位的行政支持，确保办公室高效运营并为员工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主要工作包括办公室日程运

营与管理，例如办公室设施维护及安全管理等。同时支持各业务部门工作，包括员工入职，差旅安排，业务报

销，市场活动安排及执行以及员工活动等。 



编辑部门 负责评级报告和其他分析内容的编辑和发布，确保分析团队的观点准确、清晰地传达。   

信息技术部 负责评级相关信息系统和评级数据库的开发、建设和维护工作。负责办公通讯网络相关设备以及终端用户设备

的日常管理、保障和支持工作。 

 

 

DB-1-7 人员情况（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1. 法定代表人姓名、国籍、评级相关从业经历等基本情况 

姓名  国籍 评级相关从业经历 

陈红珊 中国 曾负责标普全球评级大中华区销售工作 

 

2.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岗位、职责、评级相关从业经历、兼任情况 

姓名  岗位 职责 评级相关从业经历 兼任情况 

陈红珊 高级管理人员 首席执行官 

现担任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自 2009 年担任

标普全球评级大中华区销售总监。 

不适用 

约翰·贝里斯福德 

(John Berisford) 
董事 履行董事职责 

标普全球评级总裁，全面负责商

务、分析、内控、运营各方面事
标普全球评级总裁 



务，之前担任标普全球评级负责人

力资源的执行副总裁。 

克里斯·霍伊斯勒 

(Chris Heusler) 
董事 履行董事职责 

担任标普全球评级首席商务官，负

责全球商务客户关系、发达市场区

域业务策略、产品开发。 

标普全球评级首席商务官 

欧爱丽娜 (Elena 

Okorochenko) 
董事 履行董事职责 

于 2016 年 8 月开始担任标普全球

评级亚太区负责人。此前担任标普

全球评级统管亚太区金融服务业、

主权及结构融资评级团队的负责

人。2004 年迁往新加坡之前常驻

伦敦，任中东欧地区公共产业融资

评级的负责人。 

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负责人 

蔡学铭 董事 履行董事职责 

在 2014 加入在标普全球，驻香港

办事处，负责领导亚太区合规团队

处理包括合规制度建设、合规风险

监测和审查、法规咨询、合规培

训，及与监管机构联系和协调各部

门应对监管机构之检查等。 

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合规官 



陈志强 (CK Tan) 监事 履行监事职责 

2005 年 11 月加入当时的标准普

尔，任亚太区财务总监。现任标普

全球亚太区财务团队负责人。常驻

新加坡，全面负责亚太区 12 个国

家/地区的财务和会计职能，包括财

务规划与分析、战略规划与企业发

展、运营管理、公司治理、风险管

理等。 

标普全球亚太区首席财务官 

Peter Eastham 高级管理人员 分析总监 

现任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

司分析总监。自 2000 年 2 月加入

标普全球评级以来，曾担任美国

CMBS 团队的首席分析经理、亚太

区结构融资部门的多个职位，包括

管理亚洲的结构融资团队，及担任

亚太区（除日本外）结构融资的首

席分析经理，标普全球评级的方法

论卓越中心成员等。 

不适用 

Jon Jay Yu 高级管理人员 首席运营官 

现任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

司首席运营官。曾担任标普全球评

级亚太区主权与国际公共产业融资

评级的业务经理。 

不适用 



赵思翀 高级管理人员 合规总监 

现任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

司合规总监。在 2019 年 1 月底加

入标普信评，担任合规总监，负责

合规事务。在此之前，赵思翀曾在

商业银行多个合规岗位任职。 

不适用 

 

3. 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姓名、职责、评级相关从业经历等基本情况 – 不适用  

4. 子公司负责人的姓名、职责、评级相关从业经历等基本情况 – 不适用 

 

5. 员工岗位设置、职责及职位序列 

分析部门 

分析师职务 金融机构 结构性融资 企业 

部门总监 1 1 1 

高级分析师 1 - 4 

中级分析师 3 5 7 

初级分析师 2 1 8 

分析师总数 7 7 20 

 

 

 



其他部门 总数 

运营部门 1 

商务部门 3 

市场拓展部门 1 

合规部门 1 

营销部门 1 

行政部门 2 

编辑部门 1 

IT 3 

 

 

6. 公司各岗位人员的数量、资质及从业年限情况 

公司及分支机构各岗位人员的数量、资质及从业年限情况 

岗位 

高管 市场 分析师 研究 合规 后台保障 行政 合计 

 

4 

 

5 341 0 12 4 2 48 

资质 
博士 硕士 学士 合计 

0 41 7 48 

注：1. 分析总监已同时统计在高管和分析师之中; 

        2. 合规总监已同时统计在高管和合规之中。 



从业年限应当按照满 3 年（含）及以上、满 1 年（含）—3 年（不含）、不满 1 年披露分布情况 

从业年

限 

满 3 年（含）及以上 
满 1 年（含）-3 年（不

含） 
不满 1 年 合计 

24 17 7 48 

 

 

 

7. 信用评审委员会的人员数量、职级和从业年限情况 

从业年限应当按照 10 年（含）及以上、5 年（含）—10 年（不含）、3 年（含）—5 年（不含）、3 年以下（不含）披露分布情况 

信用评审委员会的人员数量、职级和从业年限情况 

从业年限 

10 年（含）及以

上 

5 年（含）—10 年

（不含） 

3 年（含）—5 年

（不含） 

3 年以下 

（不含） 
合计 

3 2 5 0 10 

信用评审委员会的人员级别 

级别 高级分析师 中级分析师 

人数 6 4 

 

8. 子公司各岗位人员的数量、资质及从业年限情况；从业年限应当按照满 3 年（含）及以上、满 1 年（含）—3 年（不含）、不满 1

年披露分布情况 – 不适用 

9. 分析师近三年离职率——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此项统计暂不适用。 



DB-1-8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楼 40 层 06 号单元 

邮政编码 100020 

办公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财富金融中心 49 层，100020 

公司网址 https://www.spgchinaratings.cn  

联系电话 010-65692929 

传真 010- 65692910 

投诉电话 010-65692929 

电子邮箱 complaint@spgchinaratings.cn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Jon Jay Yu 

信息披露负责人联系电话 010-65692929 

 

https://www.spgchinaratings.cn/
mailto:complaint@spgchinarating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