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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结构图 



Moody’s Overseas Holdings Inc.
(美国)

实收资本:美元6,535元

Moody’s Asia Pacific Limited
穆迪亚太有限公司(中译名)

(香港)
实收资本: 港币1,968,290,158元

Moody’s Corporation
(美国)

实收资本: 美元3,429,022元

穆迪（中国）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中国)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00,000元

北京穆迪投资者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中国)

穆迪（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0,000元

北京穆迪投资者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

注册/实收资本: 人民币10,000,000元

Moody’s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实收资本: 港币97,300,001元

穆迪信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中国)

穆迪信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中国)

穆迪信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

注册资本:美元2,200,000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15,106,599元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注册/实收资本: 人民币32,666,700元

Moody’s China (B.V.I) Limited
(英属维尔京群岛)

实收资本:美元12,470,000元

毕威迪信息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

注册资本:欧元150,000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1,336,914元

凯博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

注册资本:美元170,000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1,123,400元

30%

1. 本图显示了穆迪在中国的所有公司及其相关母公司,与及所有在中国的关联机构、分
支机构;亦包含了申請机构母公司,穆迪亚太有限公司,的其他直属公司

2. 所有公司均为直属母公司全资拥有, 除非另作说明
3. Moody’s Corporation 为一家美国上市公司，股份结构分散，股东数量众多

4. - - - -有众多其他全资拥有的公司,存在於相关所有权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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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cope Group Ltd.
(开曼群岛)

注册资本:美元50,000元
实收资本:美元6,832元

Moody’s Analytics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实收资本: 港币6,177,828元

Moody’s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实收资本: 新加坡元382,549,300元

Moody’s Analytics (Thailand) Limited
(泰国)

注册资本:泰铢2,500,000元
实收资本: 泰铢2,500,000元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Korea) Inc.
(韩国)

注册资本:韩元200,000,000元
实收资本:韩元50,000,000元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Hong Kong Ltd
(香港)

实收资本: 港币77,838元

0.8142%



© 2018，穆迪公司 (Moody’s Corporation)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Inc.) 、Moody’s Analytics, Inc.和/或其许可人及

关联公司(统称“穆迪”)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及其评级关联公司(“MIS”)所发布的信用评级是穆迪对实体、信用承诺、债务或债务证券的相对未来信用风险的当

前意见，穆迪出版物可能包括穆迪对实体、信用承诺、债务或债务证券的相对未来信用风险的当前意见。穆迪将信用风险定义为某实

体可能无法履行其到期的合同、财务义务的风险，以及在发生违约事件时的预计财务损失。信用评级并不针对任何其他风险，包括但

不限于：流动性风险、市场价值风险或价格波动。信用评级及穆迪出版物中包括的穆迪意见并非对当前或历史事实的陈述。穆迪出版

物也可能包括由 Moody’s Analytics, Inc 发布的以量化模型为基础的信用风险预测以及相关的意见或评论。信用评级及穆迪出版物并不

构成或提供投资或财务建议，信用评级及穆迪出版物亦非关于购买、出售或持有特定证券的推荐意见，也不能提供该等意见。信用评

级和穆迪出版物均不会评论某项投资是否适合任何特定投资者。穆迪发布信用评级及穆迪出版物之时预期并理解每位投资者将以应有

的谨慎态度自主研究和评估其考虑购买、持有或出售的每项证券。 
 
穆迪信用评级和穆迪出版物不适于零售投资者的使用，如零售投资者在做投资决定时使用穆迪信用评级或穆迪出版物，将是草率且不

合适的。如有疑问，您应与您的财务顾问或其他专业顾问联系。 
 
本文所载所有信息均受法律 (包括但不限于版权法) 保护，未经穆迪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方式或途径对该等信息

全部或部分进行复制或翻印、重新包装、进一步传播、传送、散布、分发或转售，或存储供日后任何上述目的使用。 
 
任何人不得将信用评级和穆迪出版物作为基于监管目的而定义的基准 (benchmark)，亦不得以可能导致信用评级和穆迪出版物被视为基

准的任何方式使用信用评级和穆迪出版物。  
 
本文所载所有信息均系穆迪从其相信为准确和可靠的来源获得。然而，由于可能会出现人为或机械错误以及其他因素，本文所载所有

信息均按“原样”提供，不附带任何形式的保证。穆迪会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使其在授予信用评级时采用的信息具备足够质量，并来自穆

迪认为是可靠的来源，包括独立的第三方来源 (如适当) 。但穆迪并非审计机构，亦不能对评级过程或准备穆迪出版物时收到的信息在

每个情况下均独立地进行核实或确认。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因本文所载信息、或本文所载信息的使用或未能使用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的任何间接、特

殊、后果性或附带性损失或损害，穆迪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和供应商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即便穆迪

或其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或供应商被事前告知该等损失或损害的可能性，包括但不限于： (a) 任何当

前或未来的利润损失或 (b) 因并非穆迪特定信用评级的评级对象的金融工具引起的任何损失或损害。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因本文所载信息、或本文所载信息的使用或未能使用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的直接或补偿性

损失或损害，穆迪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和供应商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由穆迪或其任何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或供应商的疏忽 (为避免疑问，不包括法律规定不得排除的欺诈、故意不当作为或任

何其他类型责任) 、或其控制范围内或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偶发事件而导致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的直接或补偿性损失或损害。 
 
穆迪不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对任何此类评级或其他意见或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适销性或特定用途适用性提供或作出任何明

示或暗示的保证。 
 
穆迪公司 (“MCO”) 全资拥有的信用评级子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谨此披露：多数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评级的债务证券 (包括公司债和

市政债、债券、票据和商业票据) 和优先股的发行人，在授予任何评级之前已同意向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支付 1,500 美元至约 2,500,000
美元不等的评估和评级服务费用。MCO 及 MIS 亦执行政策及程序以便保持 MIS 评级及评级过程的独立性。关于 MCO 董事与被评级实体

之间，及获 MIS 评级并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开报告其在 MCO 持股 5% 以上的各实体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的信息每年会在

www.moodys.com “投资者关系—公司治理—董事及股东关联政策”栏内刊登。 
 
仅针对澳大利亚的额外条款：任何出版到澳大利亚的本文件均依据下述穆迪关联公司的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牌照发布：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Pty Limited，澳大利亚商业注册号码 (ABN) ：61 003 399 657，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牌照号码 (AFSL) ：336969；及/或 Moody’s 
Analytics Australia Pty Ltd，澳大利亚商业注册号码 (ABN) ：94 105 136 972，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牌照号码 (AFSL) ：383569 (视情形而定) 。
本文件仅向 2001 年公司法 (Corporations Act 2001) 第 761G 条所定义的“批发客户”提供。如您继续在澳大利亚境内浏览本文件，即代表您

向穆迪表示您为“批发客户”或代表“批发客户”浏览本文件，您或您代表的实体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向 2001 年公司法 (Corporations Act 2001) 
第 761G 条所定义的“零售客户”发布本文件或其内容。穆迪信用评级是针对发行人债务的信用度的意见，并非对零售投资者可获取的发

行人股票证券或任何形式的证券的意见。如零售投资者在做投资决定时使用穆迪信用评级或出版物，将是草率且不合适的。如有疑问，

您应与您的财务顾问或其他专业顾问联系。 
 
仅针对日本的额外条款：Moody's Japan K.K. (“MJKK”) 是 Moody's Group Japan G.K.的全资信用评级子公司，而后者由穆迪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Moody’s Overseas Holdings Inc.全资所有。Moody’s SF Japan K.K. (“MSFJ”) 是 MJKK 的全资信用评级子公司。MSFJ 不属于美国全国认定的

评级组织 (“NRSRO”) 。因此，MSFJ 授予的信用评级是非 NRSRO 信用评级。非 NRSRO 信用评级由非 NRSRO 的实体授予，因而受评债务

无资格享受美国法律项下的某些待遇。MJKK和MSFJ是日本金融服务厅注册的信用评级机构，其注册号分别为 FSA Commissioner (Ratings) 
2 号和 3 号。 
 
MJKK 或 MSFJ (视情形而定) 谨此披露：多数 MJKK 或 MSFJ (视情形而定) 评级的债务证券 (包括公司债和市政债、债券、票据和商业票据) 
和优先股的发行人，在授予任何评级之前已同意向 MJKK 或 MSFJ (视情形而定) 支付 200,000 日元至约 350,000,000 日元不等的评估和评

级服务费用。 
 
MJKK 和 MSFJ 亦执行相关政策及程序，以遵守日本监管要求。  
 

http://www.mood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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