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

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采取整体且统一的信用风险管理方法，促进企业有效处理业务增

长和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而非上市公司和企业架构信息对于克

服这一挑战至关重要。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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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 van Dijk 致力于提高业务确定性。作为业务决策信息领域的佼佼者，我们广泛收集数据，

并通过适当的数据处理提供市场上最丰富、最可靠的非上市公司信息。

我们的解决方案可帮助您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业务增长。我们能够为您提供精准的标准化

非上市公司和企业架构信息。我们并非为您提供单纯的数据，主要是帮助您提升业务确定性。

关于 Bureau van D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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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当业务增长主要源于新市场和发展中市场，特别是

可用信息较少时，许多企业明显会面临业务增长和

风险管理之间的博弈。而针对发达市场，缓慢的业

务增速促使企业考虑在风险较大的新兴市场寻找更

高的业绩增长点。如何同时兼顾两种需求？

许多业务领导者开始认识到采取整体性信用风险管

理和销售方法的必要性，而且正在付诸实践。

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在信用行业如何综合使用重

组、培训、技术部署、资源共享和严控信息使用

等措施，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从而使信息的透明度

提高，促进企业决策，而一定程度上也为企业在业

绩增长和风险管理之间的处理上提供了方向。

企业面临着业务增长压力，同时需要妥当管理财务风险和避开与“可疑组织”合作的挑战。

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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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企业内部整体信用风险管理方法

企业最佳实践、KYC 和监管标准已成为企业董事会

议程中的重要课题，而更大的挑战在于，监管要求

和客户期望在过去 10 年中显著提高，美国、欧洲和

亚洲多数地区的监管部门都在努力提高信息透明度

的标准。

为保护信誉，企业日益需要将风险管理摆放到发展

计划的核心位置，风险管理不应是可有可无的职能。

这种内部思维的转变需要时间，无法一蹴而就。

如何有效平衡企业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的关系，首

先，信用风险团队和企业其他部门建立紧密的工作

关系十分必要。Milliken & Company 国际信用经理 
Bert H McCuiston 认为，更加系统且综合的信用风

险管理方法能造福整个企业：“ 企业高层应首先认识

到，公司应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的大团队。越早重视

信用管理团队的作用并听取其意见，越有助于企业

发展。”

持续一致性是信用管理的主要挑战。例如，多年来

通过收购扩张业务的大型企业可能没有统一的风险

管理理念。

信用经理需要满足市场对透明度和风险监督的更高期望。这一角色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帮助企业实现发展目

标。信用经理需要对决策发表意见和提出质疑，帮助企业做出合理决策。如今，全球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竞

争压力日趋激烈，监管 / 信誉保护受到了空前重视，这给他们提出了严峻挑战。

“企业高层应首先认识到，公司应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的大团队。

越早重视信用管理团队的作用并听取其意见，越有助于企业发展。”

Milliken & Company 国际信用经理 Bert H McCuiston

管理企业层面的风险

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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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许多信用管理专业人士面临的场景，包括芬

兰林业公司 UPM 财务部门客户运营负责人 Pia 
Porvari。Porvari 表示：“UPM 的每个业务部门都有

各自的损益战略。我需要应对多种信用风险管理

方法。”

借助客户登记标准化、更准确的信息、系统集成

和自动化，Porvari 成功解决了相关问题。Dupont 
Poland 全球信用和风险顾问 Mariusz Wolszczak 表

示，决策者应明白，企业重组和改革的前提是员工

了解并接受新的运营理念：

“在内部，企业需向员工说明提高透明度及

标准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意识，并将流程

要求清晰描述，结合定期审查，以确保其适

用性。”

Dupont Poland 全球信用和风险顾问

Mariusz Wolszczak

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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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案例研究：借助共享技术和信用信息支持销售
团队的工作

Porvari 表示：“ 信用管理和业务增长之间存在着矛

盾，如果不能全面了解各种信用风险投资组合，您

也无法真正地对其进行有效管理。过去，UPM 只是

每月审查一次整个投资组合。”

然而现在，UPM 全面改变了信用风险管理方式。

UPM 使用 ERP 系统整合了业务的重要部门，为特

定任务构建了用户视角， 而这些都基于一个通用共

享数据仓库（参见图 1）。

她目前担任 UPM 集团财务部门客户运营负责

人，兼金融、信贷与国际产业联盟 (FCIB) 欧
洲顾问委员会主席。此外，她还是《Business 
Credit Magazine》编辑委员会成员。

过去 20 年，Porvari 一直从事信

用风险管理工作。

UPM 开始将客户分为两类：按时付款客户和经常延

期的客户。该公司使用 Credit Catalyst 工具（参见

第 16 页），根据客户向 UPM 支付款项的历史，利

用 Orbis（包含全球 3 亿家公司信息的数据库（参

见第 16 页））所提供的公司财务状况等方面的数据

对其进行评分。此外，UPM 还会结合对客户增长前

景的预测综合评分。

每家公司的详细信息通过 UPM 报告工具提供给销

售团队、信用部门、客户分类管理团队及高级管理

人员。分析内容还包括风险评分、信用额度及发票

等方面信息。

Porvari 表示：“ 这确实有助于改进客户行为。“ 该公司

每季度进行一次客户细分，以跟踪客户付款表现的

改善情况！这有助于销售团队提升客户管理效率。”

芬兰 UPM 的 Pia Porvari 认为，平衡信用管理和业务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信用信息的质量。

现有客户分类

“ 该公司每季度进行一次客户细分，以跟踪

客户付款表现的改善情况！这有助于销售

团队提升客户管理的效率。”

UPM 财务部门客户运营负责人 Pia Porv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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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名单共享在 ERP 系统上，管理层根据数据判

定与之合作的企业，而非只是取决于销售人员的个

人好恶。

Porvari 表示：“ 当销售人员在评估与新客户的业务

合作时，他们可参考这些持续且一致的客户信息，

并从中判断应该与哪些客户联系，不应与哪些客户

联系。”

新客户

UPM 的 6 个业务领域都在经历业务模式、投资组

合和业绩评估方面的转型。其中 5 个业务领域所在

的市场目前处于良好的增长周期。每个业务领域需

在集团的指导和支持下，执行自己的战略和实现发

展目标。

Porvari 特别指出了技术在帮助销售团队确定优先

事项的重要作用，如创建两个潜在客户名单，即有

吸引力的公司名单和应避免合作的公司名单，并将

图 1：UPM 基础设施

销售团队 1
（如英国）

销售团队 2
（如新加坡）

管理报告团队

报告系统

（应收款项和风险洞察报告）

UPM 数据仓库 (SAP)

信用管理团队
客户分类团队

业务控制团队

Credit Catalyst 字段

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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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除了实现信用额度管理的自动化，Credit Catalyst 
还可实现以下流程的自动化：

客户数据收集。您可将财务和相关信息上传至

一个安全门户，该门户可向 Credit Catalyst 及
其他风险模型馈送信息。该方法可减轻人工处

理负担，节省时间，帮助企业采用统一方式评

估所有公司。

信用评估。您可在 Credit Catalyst 中构建内部

记分卡模型，以便对所有公司进行自动评分。

这样，您无需通过手动输入，即可得出信用分

数或信用额度。

批准。您可根据公司的风险、信用额度、国家和

地区及业务部门构建批准工作流。批准的信息

将发送至相关经理。您还可跟踪未决批准事项。

该方法可帮助您轻松管理复杂的批准流程。

客户数据收集 信用评估

图 3：使用 Credit Catalyst 实施自动化信用批准的连续循环

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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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评估潜在的交易方：信息挑战

哪些数据可用？差距在哪？

标准化财务状况信息

查找公司详细且准确的财务状况、企业架构信息、

付款历史和信誉度等方面数据并非易事。即便在

美国等发达市场，非上市公司发布的信息也非常

有限，格式与方法论的差异给直接比较带来了困

难。而公司信誉度的评估不容易执行，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在开展业务合作时，您需要了解合作伙

伴的信息，包括其母公司、子公司、甚至受益人等

企业架构信息，准确评估业务风险。

如今，信用市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如何拓展新市

场，包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 10 月更新信息，2018 年新兴市场的

总 GDP 预计增长 4.7%，远高于发达经济体 2.4% 
的预计增幅 1。

在新兴市场，信用经理无法像在发达市场一样轻松

查找所需的信息。他们面临的挑战包括：

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根据其法规要求缩小信息披露

范围。发布的信息可能并未以相同顺序列出所有行

项目，也可能没包括一些细节。标准化的缺失使得

企业无法采用一致的方式比较公司。

Orbis 是全球强大的非上市公司可比数据源，包含

企业股权架构和受益所有权方面的广泛信息，及长

达 10 年的标准化财务信息。

Orbis 的标准格式能够简化全球公司的比较工作。

由于不同地区的档案法规和会计准则不尽相同，全

球公司的比较一直都较为困难。Orbis 包含 3 亿家

公司的信息，并可提供其中约 3000 万家公司的详

细财务状况报告。这些报告具有可比性，包含：

借助标准化格式，用户可使用实际财务状况信息等

相同条件比较和分析全球公司。Orbis 用户在搜索

全球公司信息时还可使用一套活动代码，这些代码

与国际和地区行业代码进行了匹配。

基于所在地区和行业的模型，Orbis 还可提供某些

公司的财务状况评估。

· 26 个资产负债表

· 26 个损益科目

· 33 项比率

此外，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公司信息披露标准。例

如，在英国与荷兰等市场，详细的财务状况信息常

常公之于众，而其他地方的信息披露常常大不相同。

一些国家和地区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该准则由 IFRS 基金会制定，已成为一套公认会计

原则 (GAAP)。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要求实施这

一准则。

1.资料来源： IMF，世界经济展望，2018 年 10 月

· 缺乏可用数据

· 确定数据源

· 了解国际和单边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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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is 提供大约 3000 万家公司的详细财务状况信

息。借助这些信息，用户可使用定量分数评估相应

公司的信誉度。举例来说，ModeFinance 的信用

风险分数是一种定量分数。图 4 显示了每个地区被 
MORE 信用风险评分系统列入 AAA 到 D 级的公司

的比率，可帮助您了解每个地区的风险概况。

Orbis 还提供了国家和地区风险指标。

Dupont Poland 的 Wolszczak 补充道：“ 除国家和

地区风险外，信用团队还应关注市场方面的风险，预

测未来的挑战。”

定量分数

图 4：不同地区的信用风险（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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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市场蕴藏着无限机遇。企业面临的挑

战是如何在非洲和拉美等高风险国家保持业

务增长。”

Dupont Poland 全球信用和风险顾问

Mariusz Wolszczak

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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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如果您没有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信息，定性信用

风险分数和信用额度可帮助您评估该公司的财务

实力。定性评分考虑诸多因素：

下图 5 显示了每个地区获得 A 到 E 定性分数的公司

的比率。高风险公司比率最高的三个地区为非洲、

南美和中美及东欧，最低的三个地区为北美、远东

和中亚。

相比于定量分数，定性分数的优势在于可用于评估

更大范围的公司。这是因为定量评分经常缺少所需

的详细财务状况信息，尤其对于新兴市场。

定性分数

· 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数量

· 员工数

· 企业架构，包括持股公司、子公司和法定形式

· 发展历程，如成立年份

图 5：不同地区的信用风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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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rbis 所包含的 3 亿家公司中，超过 2.8 亿家

公司具有定性风险分数，超过 2.85 亿家公司具有

信用额度。Orbis 还提供全套文档、公式和基础

比率，并提供大约 3000 万家公司的详细财务状

况信息。

Orbis 用户还可使用 Orbis 上的财务数据，根据自

己的风险偏好或内部方法定制信用评估标准。在 
Credit Catalyst 中，用户可创建自己的记分卡，以

自动对查看的任何公司进行评级。评分模块非常灵

活，用户可调整各个元素的权重，并设置条件参数。

他们还可将 Credit Catalyst 中的数据与自己的数

据进行组合，并设置推荐的信用额度。

资料来源：Orbis，2018 年 10 月 15 日

企业股权架构

表 1：母公司和子公司名称

企业集团 子公司示例 子公司
企业集团
中的公司

Royal 
Dutch 
Shell

Nova Scotia 
Company、
Burtagaz、
Cansolv 
Technologies 
Beijing

1,253 1,297

大众汽车

保时捷汽车控股
公司、Bentley 
Motor Cars、
Scania GB

914 1,349

Total S.A.

Chartering 
& Shipping 
Services S.A.、
Elf Petroleum 
Iran、Hutchinson 
Corporation

1,024 1,326

BP（原名
为英国石
油公司）

Cape Vincent 
Wind Power、
Grampian 
Aviation Fuelling 
Services、
Ropemaker 
Deansgate

962 1,573

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哈尔滨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市人民政府、舟
山海洋渔业公司

180 17,060

沃尔玛

Azure Holdings、
Benchmark 
Resources、
Blueleaf 
Corporation

127 659

通过访问企业股权架构信息，您可评估整个企业集

团，将母公司的财务稳定性纳入考虑范畴。这对于

缺乏目标公司财务状况信息的情况至关重要。

此时数据的准确性非常关键，因为子公司名称并不

总是与母公司名称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您可能并不

知道交易对方为另一家公司的子公司（参见表 1）。

Bureau van Dijk 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总监 Ryan 
Macromalli 表示：“ 过度怀疑交易对方的信誉会阻碍

您的业务增长。了解企业架构信息有助于您充分发

掘市场机遇，无论是拓展现有的业务关系还是建立

新的合作关系。”

如果无从获取子公司的财务状况信息，您也可查看

母公司的财务状况信息。

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表 2：企业集团的敞口

GUO - 名称
分类
账户

GUO 风险
($000)

GUO 信用额度 
($000)

General Company 80 45,000 100,000

Anonymous Gorp 61 40,000 30,00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A. 19 8,000 20,000

John Doe 
Holdings PLC 62 6,000 15,000

The Blank Group 120 4,000 50,000

Totalincl other
groups 5,000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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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将内部数据与企业股权数据进行混合可帮助您了解

企业集团的总体敞口，在表 2 中，“ 分类账户 ” 显
示了 Bureau van Dijk 与全球最终所有人 (Global 
Ultimate Owner,GUO) 相关联的子公司或贸易实体

数量。

通过正确关联所有分类账户，我们发现有 5 类全球

最终所有人具有 19% 的风险敞口。

Anonymous Gorp 的信用额度低于其所有分类账户

的总敞口。这意味着您需要降低该集团的敞口。

其他 4 类企业集团（尤其是仅使用了 8% 集团信用

额度的 The Blank Group）远未用完他们的集团信

用额度。这意味着有机会增加信用和收入。

您可以通过创建预警功能来监控您的投资组合。具

体而言，您可定制警报，跟踪重要变化，将其纳入

您的仪表盘或使其触发独立的电子邮件。例如，您

可能希望公司信用分数的变化第一时间发送给相关

信用经理的电子邮件。

在 Credit Catalyst 中，您可定义如何触发警报和具

体操作、发送警报的频次、接收人等内容，确保相

应的分析师和直线经理可及时收到通知。

混合数据

设置预警

“ 过度怀疑交易对方的信誉会阻碍您的业务增长。了解企业架构

信息有助于您充分发掘市场机遇，无论是拓展现有的业务关系还

是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Bureau van Dijk 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总监 Ryan Macroma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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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与受制裁实体进行交易的风险

访问企业股权架构信息还可帮助您规避与受制裁公

司或实体进行业务合作的风险。

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负责执行美国的制裁

处罚名单，其 OFAC 50% 规则禁止您与受制裁实体

或受 “ 关联制裁 ” 实体展开贸易合作。被受制裁公司

或个人拥有或部分拥有的公司或实体（50% 或以上

股权）会受到关联制裁 2。

图 6 为使用 Orbis 中所有权数据的实例，展示了一

家美国注册公司与一位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公民发生

关联。该链中的所有公司都会受到关联制裁。

2.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2014 年 8 月

3.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2018 年 4 月

资料来源：Orbis

图 6：关联制裁

2018 年 4 月，OFAC 以涉嫌干扰 2016 年美国大

选为由将 12 名俄罗斯公民加入到其特别指定国民 
(SDN) 制裁处罚名单。Orbis 发现 1,300 家公司因其

所有权链包括这 12 人受到了关联制裁，其中 90% 
的公司是在美国以外地区注册的 3。这些公司虽然并

未出现在任何制裁处罚名单上，但与他们进行交易

仍会受到处罚。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68.5%

100%

俄罗斯特别指定国民

开曼群岛公司

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巴哈马公司

巴哈马金融机构

巴哈马公司

塞浦路斯公司

卢森堡金融机构

意大利公司

美国公司

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Cortera 分数：

· 衡量企业的总体信誉

· 预测公司在未来 6 个月内发生长时间延迟付款的

  可能性

· 显示 60 天和 / 或 90 天的过期未付余款

· 显示违约客户信息

· 考虑购买历史和趋势、付款历史和趋势、公共记

  录、行业基准、信用扩张程度、人口等因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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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付款数据评估风险

鉴于非上市公司的少量信息，现在，付款数据通常

被用作风险评估的指标。鉴于美国公司在全球经济

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他们的付款数据对于全球范围

的风险评估都很重要。

例如，Cortera 可提供 400 万个美国企业家族的付

款数据，覆盖 1 万亿美元的购买行为。

Cortera 付款评级：

· 描述公司过去 3-6 个月的付款行为

· 提供公司继续保持相似付款表现的预期，除非情 
  况发生变化

· 在 100（付款拖延）到 900（付款迅速）之间给

  予评分

5 天内付款

15 到 30 天付款

5 到 10 天付款

30 到 45 天付款

10 到 15 天付款

45 天以上付款

图 6：付款评级（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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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改善信用风险管理并促进销售

能够掌控内部架构因素并应对外部数据收集挑战的

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信用。这类企业在实现出色业

绩的同时将业务风险降到最低。

通过收集准确的信息和采用一致的风险管理方法，

企业可全面了解信用风险，从而实现收入、销售目

标和业务增长的共赢。

信息有助于准确评估信用风险，帮助促进而非阻碍

销售，有利于企业维持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之间的

平衡。

虽然现代法规和客户对于透明度有着更高的要求，

对今天的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但相比以往，他们

可利用更多信息和更出色的技术帮助管控风险。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企业在业务增长和信用管

理之间保持最佳平衡的压力也将持续增加。

传统技术和碎片化业务实践将继续考验全球最大、

最成功的一些企业，但他们使用信息做出明智决策

的能力将不断提高。随着更多数据源不断出现，更

多国家和地区采用电子发票等技术（有助于提升数

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企业将有能力应对各种挑

战，对业务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同时紧密关注业

务机会，从而创造辉煌业绩。

虽然现代法规和客户对于透明度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今天的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但相比以

往，他们可利用更多信息和更出色的技术帮助管控风险。

如何有效处理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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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感兴趣的

Orbis 是全球强大的非上市公司可比数据源。使用 
Orbis 了解全球约 3 亿家公司的信息。

Orbis 包括：

公司主营业务、业务活动、详情介绍及行业代码

等信息

长达 10 年的标准化财务信息，帮助用户轻松比

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 4

2.8 亿家公司的风险分数和 2.85 亿家公司的信用

额度

基于公司及其所在地区和行业的财务状况评估

广泛的企业架构信息，帮助您评估整个企业集团，

将母公司的财务稳定性纳入考虑范畴

·

·

·

·
·

·

·
·
·
·

基于 Orbis 的 Credit Catalyst 是一种动态平台，

融合了您有关交易对方的数据及我们广泛的公司和

风险情报。

这一强大的工具可帮助您在一个平台中更高效地评

估财务风险和公司稳定性。它提供了用于公司基准

评测和比较的标准化报告。

Credit Catalyst 还可帮助您创建：

· 风险模板

· 定制信用报告

· 您自己的信用风险环境

· 投资组合变化警报

法律信息，包括独特标识符、成立日期、法律地

位和法律事件

声誉风险指标和评级

政界敏感人物和制裁处罚名单

并购交易和传闻

全套文档、公式和基础比率

您可使用 Excel 和 PowerPoint 模板插件，嵌入 
Orbis 数据，包括数据点、公式、图表和文本字段。

您可自定义评分方法、分析或演示方法，即时查看

数据。您还可在 Excel 中搜索公司。您的模板会

随着 Orbis 的更新而自动更新。

4.Orbis 具有包括不同细节的报告。Orbis 包含 3 亿家公司的信息，并可提供其中约 3000 万家公司的详细财务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