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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股权架构及组织架构 

R-3-1 所有权结构图 

图 1惠誉博华股权结构图（截至 2020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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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惠誉博华”)的唯一股东为惠誉评级有限公司 Fitch Ratings Ltd(“惠誉评级”)。

惠誉博华实际缴纳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948 万元，实缴比例为 69.48%，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实际控

制人为赫斯特公司，由赫斯特家族信托持有(截至 2020年 3月，任何受益人持有赫斯特家族信托的受益

权比例均不超过 10%)。惠誉博华无其他附属机构及分支机构。 

R-3-2 可实施重大影响的相关公司情况 

截至 2020年 3月，直接或间接持有惠誉博华股权或表决权在 5%以上或可对惠誉博华的管理实施重大

影响的实体共 9家，名单如下： 

表格 1对公司管理有重大影响的实体 

序号 名称 持股比例 

1  惠誉评级有限公司 直接持有惠誉博华 100%的股权 

2  惠誉评级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惠誉博华 100%的股权 

3  惠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惠誉博华 100%的股权 

4  赫斯特第二评级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惠誉博华 100%的股权 

5  赫斯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惠誉博华 100%的股权 

6  CDS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惠誉博华 5.44%的股权 

7  赫斯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惠誉博华 100%的股权 

8  赫斯特公司 间接持有惠誉博华 100%的股权 

9  赫斯特家族信托 间接持有惠誉博华 100%的股权 

 

上述 9家直接或间接持有惠誉博华股权 5%以上的实体与惠誉博华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基本信息如下: 

1. 惠誉评级有限公司 

惠誉评级有限公司注册地在英格兰与威尔士，为惠誉评级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评级

业务，由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监管。 

2. 惠誉评级股份有限公司 

惠誉评级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在美国特拉华州，为惠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评

级业务，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监管。 

3. 惠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惠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在美国特拉华州，为赫斯特第二评级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一

家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拥有惠誉评级、惠誉培训、惠誉解决方案和惠誉创投。 

4. 赫斯特集团 Hearst Group 

赫斯特集团是美国最大的、集传媒、信息与服务业务于一身的多元化公司之一，在全球拥有超过 360

家机构。赫斯特集团的具体业务信息可登陆 http://www.hearst.com查询。股权架构图所示的下列 5家机构

由赫斯特集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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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斯特第二评级股份有限公司 Hearst Ratings ‖, Inc. (Delaware) 

赫斯特第二评级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在美国特拉华州，为赫斯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

一家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持股惠誉集团。 

(2) 赫斯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赫斯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在美国特拉华州，股东为赫斯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94.56%)

和 CDS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44%)，是一家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同时拥有报纸、房产、

有限电视，并从事风险投资，对赫斯特所属公司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3) CDS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CDS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在美国艾奥瓦州，为赫斯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

订购业务及相关服务。 

(4) 赫斯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赫斯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在美国特拉华州，为赫斯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控股公司

(holding company)，并拥有 King Features财团及加利福尼亚州房产。 

(5) 赫斯特公司 

赫斯特公司注册地在美国特拉华州，由赫斯特家族信托 100%持有，是一家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

在奥尔巴尼拥有泰晤士报并在加利福尼亚州拥有房产。 

惠誉（北京）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惠誉（北京）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由惠誉博华股东惠誉评级有限公司全资设立，成立于 2005年 04月 30

日，经营范围为“从事信用评估；信息调查、分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惠誉（北京）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08 月 28 日成立上海分公司。

目前惠誉（北京）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及其上海分公司实际开展的业务包括：以惠誉评级在全球推行的

可信、透明和及时的信用评级分析方法为基础，协助惠誉评级在中国开展离岸市场评级业务， 帮助境

外投资者更深入的了解中国发行人及中国市场。惠誉（北京）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不持有惠誉博华的表

决权或任何权益，亦未通过其他安排对惠誉博华及其经营管理实施影响，与惠誉博华未来的评级业务

不存在利益冲突。 

R-3-3 可实施重大影响的相关人员情况 

无可对惠誉博华实施重大影响的相关人员。 

惠誉博华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李广聪先生，同时兼任惠誉评级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及亚太区业务

主管，具体信息请见 R-14-1-1。李广聪先生虽为惠誉博华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但不参与惠誉博华的

日常经营管理，不是惠誉博华信用评级委员会的成员，不会参与任何评级业务相关的工作，仅可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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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陈述，李广聪先生在关联方处的上述任职与本公司的业务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惠誉博华

其他高管均未在其他经营性机构兼职。 

 

惠誉博华通过健全的利益冲突管理制度来管理潜在的利益冲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证券交易和

利益冲突政策》。 

R-3-4 组织结构图 

惠誉博华目前设总裁办公会、信用评级委员会，并设立 8大职能部门，其中评级业务团队包括金融机

构部、结构融资部和工商企业部，业务与客户关系管理部负责与投资人、评级客户之间的业务沟通和

管理客户关系。设合规部对公司前后台业务进行审慎合规管理。财务部、核心运营部及综合管理部为

支持部门，承担财务、运营支持和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 

图 2组织结构图 

 

R-3-5 组织架构说明文件 

惠誉博华组织架构如上图，总裁在董事会的授权下行使对公司的日常管理，总裁办公会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组成，辅助总裁管理公司事务，信用评级委员会由信用评级委员会主任主持，成员以信用评级

委员会委员组成。 

按照监管的规定，惠誉博华设置了严格的分析师团队和非分析师团队的隔离制度，以确保评级独立性

和评级质量。分析师团队包括：金融机构部、结构融资部和工商企业部；非分析师团队包括：业务与

客户关系管理部、财务部、核心运营部、综合管理部，并设立独立的合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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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5-1 部门分工 

总裁办公会 

总裁办公会成员包括：总裁、评级总监、市场总监等。总裁办公会负责规范公司经营管理层的议事方

式和决策程序，保证经营管理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 

信用评级委员会 

负责评级方法、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对信用等级相关重大事宜进行讨论决议。 

金融机构部 

负责金融机构信用评级业务及评级研究。 

结构融资部 

负责结构融资信用评级业务及评级研究。 

工商企业部 

负责工商企业信用评级业务及评级研究。 

业务与客户关系管理部 

负责评级市场拓展、客户关系管理及重要业务渠道的打通和维护，提升公司在发行人、投资者和监管

部门的认可程度。 

合规部 

实施监控评级业务开展的合规性，对可能存在的重大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和预警。负责监督并报告惠誉

博华及其员工的合规状况。 

财务部 

实施财务管理，维护公司财务有序运行。 

综合管理部 

负责公司行政、人事、信息技术、后勤等相关方面工作。 

核心运营部 

负责提供运营分析支持服务等相关方面工作。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由总裁、评级总监和市场总监组成，具体岗位职责如下： 

总裁： 

执行董事会决议、组织和管理公司的日常经营，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拟定公司内

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拟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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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总监： 

主持信用评级及信用研究工作，担任信用评级委员会主任，负责召集信用评级委员会会议，领导分析

师团队的日常工作。 

市场总监： 

主持业务与客户关系管理部门的工作，领导团队拓展并维护客户关系，推动公司的业务增长和市场地

位的确定。提升公司知名度，维护公司形象。 

员工职位序列 

表格 2 员工职位序列设置 

序列类型 高管序列 评级序列 市场序列 支持部门序列 

序列职位 

总裁 评级总监 市场总监 总监 

评级总监 执行总监 执行总监 经理 

市场总监 副总监 副总监 主管 

 高级分析师 高级经理 专员 

 分析师 经理  

 助理分析师   

 

R-3-5-2 重要岗位说明 

公司重要岗位为总裁、评级总监、市场总监、合规总监，相关岗位职责如下： 

总裁： 

执行董事会决议、组织和管理公司的日常经营，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拟定公司内

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拟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评级总监： 

主持信用评级及信用研究工作，担任信用评级委员会主任，负责召集信用评级委员会会议，领导分析

师团队的日常工作。 

市场总监： 

主持业务与客户关系管理部门的工作，领导团队拓展并维护客户关系，推动公司的业务增长和市场地

位的确定。提升公司知名度，维护公司形象。 

合规总监： 

主持合规制度建设和实施监督职责，落实监管对评级作业的要求，同时管理并评估作业中的合规风险，

领导合规团队的日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