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研究
美国 SEC 的新版 NRSRO 报告做了哪些调整？
2022 年 01 月 30 日
主要内容：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发展部
李萱

lix@cspengyuan.com

2022 年 1 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SEC”）的信用评
级办公室（简称“OCR”）发布了新版的《信用评级办公室工作人
员关于国家认可统计评级机构的报告》（简称“新版 NRSRO 报
告”或“新版报告”），将以往向国会提交的 NRSRO 年度报告和

更多研究报告请关注“中证鹏元评级”
微信公众号。

对 NRSRO 的检查总结报告整合成一份报告。同时，在报告内容上
也做出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 NRSRO 分组方式、关键术语界定、
检查结果披露以及统计分析等方面，更大程度上提升透明度，帮助
报告使用者更好地了解 NRSRO 业务活动以及评级市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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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SEC”）发布了新版的《信用评级办公室工作人员关于国家
认可统计评级机构的报告》
（简称“新版 NRSRO 报告”或“新版报告”）
。以往，美国 SEC 的信用评级办公
室每年度会制作并发布两份报告，一份是向国会提交的 NRSRO 年度报告，另一份是对 NRSRO 的检查总结
报告。而此次，信用评级办公室将两份报告的内容整合成为一份报告，同时，对披露的内容做了一些调整，
进一步提升透明度，以便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并维护公平、有序、有效的市场。

一、新版报告的改版背景
2021 年 3 月，美国 SEC 的投资者顾问委员会（简称“IAC”
）批准了有关改进 NRSRO 检查总结报告的
建议，该建议由 IAC 下设的市场结构小组委员会提出。为了提升 NRSRO 检查总结报告的透明度，市场结
构小组委员会建议，在该报告中具体指出信用评级办公室工作人员认为其行为存在重大缺陷的 NRSRO。IAC
认为，此建议符合 SEC 提升市场透明度的监管目标，有助于投资者更充分地评估评级机构的制度和流程的
可靠性，充分比较不同 NRSRO 的业务活动，投资者在决定是否依赖特定评级机构的评级时可以做出更加合
理的决策，可能会减少投资者对于不可信的或不准确的评级的依赖。
为了回应 IAC 的改进建议，信用评级办公室着手制定改进计划，并于 2022 年 1 月推出了新版 NRSRO
报告，在整合 NRSRO 年度报告和检查总结报告的基础上，内容结构上也做了明显的调整，以进一步促进透
明度的提升。新版报告的主体内容包括：注册和申请情况；检查和监控情况；竞争、透明度和利益冲突情况；
NRSRO 监管相关活动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信用评级办公室做了一些调整和改进，但是在披露检查中的
基本发现时仍未指明具体的 NRSRO。

二、新版报告对 NRSRO 分组方式的调整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美国 SEC 注册 NRSRO 共有 9 家，注册 NRSRO 名单及注册的评级类别如表
1 所示。在信用评级办公室以往的报告中，将 NRSRO 分为两组，即：较大 NRSRO（Fitch、MIS、S&P）和
较小 NRSRO（ABM、DBRS、EJR、HR、JCR、KBRA）。而在新版报告中，对 NRSRO 分组方式做出了调
整，由此前的两组变成三组，依据收入分为大型 NRSRO（Fitch、MIS、S&P）
、中型 NRSRO（ABM、DBRS、
KBRA）
、小型 NRSRO（EJR、HR、JCR）
，调整的目的是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表 1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美国注册 NRSRO 名单及注册的评级类别
第1类
A.M. Best Ratings Services, Inc. (AMB)

第2类

第3类

第4类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册

BDRS, Inc. (DBRS)

注册

注册

注册

Egan-Jones Ratings Company (EJR)

注册

注册

注册

Fitch Ratings, Inc. (Fitch)

注册

注册

注册

HR Ratings de Mexico, S.A. de C.V. (HR)

注册

注册

第5类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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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JCR)

注册

注册

注册

Kroll Bond Rating Agency, Inc. (KBRA)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册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Inc. (MIS)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册

S&P Global Ratings (S&P)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册

注：评级类别中，第 1 类代表金融机构、经纪商、交易商；第 2 类代表保险公司；第 3 类代表企业发行人；
第 4 类代表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人；第 5 类代表政府证券、市政证券或外国政府证券的发行人。
资料来源：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三、新版报告在披露检查结果方面的调整
为了促进评级机构遵守联邦法律法规的要求，信用评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 NRSRO 的活动进行检查，
识别出潜在的违法违规情形，并督促开展补救行动。在检查结束后，工作人员向每家 NRSRO 发送检查总结
函，讨论检查结果并就补救行动提出建议。相比于以往的检查总结报告，新版报告在披露检查结果时至少从
术语界定、披露主线、趋势总结三个方面做出了改进，提升了披露的清晰度。
第一，新版报告首次对“基本发现（Essential Finding）
”和“重大规管缺陷（Material Regulatory Deficiencies）”
做出界定。
“基本发现”是指 NRSRO 明显不遵守适用于 NRSRO 的联邦证券法或证券交易委员会相关规则
的任何情况，但可归因于非经常性且非重大的文书错误或遗漏的情况除外。另外，新版报告将两类基本发现
定义为“重大规管缺陷”
，第一类是关于可能损害评级质量或损害 NRSRO 信用评级过程客观性的行为或缺
陷的基本发现，第二类是关于可能违反联邦证券法反欺诈规定的行为的基本发现。关于“基本发现”和“重
大规管缺陷”的界定，较大提升了新版报告的严谨性。
第二，新版报告以 NRSRO 为主线，披露检查中的基本发现以及 NRSRO 对重大规管缺陷的回应。在披
露检查结果时，未披露 NRSRO 的具体名称，而是对 9 家注册 NRSRO 进行了编码，例如，对 3 家大型 NRSRO
分别编号为“1 号大型 NRSRO”
、
“2 号大型 NRSRO”、
“3 号大型 NRSRO”
，对于中型 NRSRO 和小型 NRSRO
也采取了类似的编号，分别披露在检查各家 NRSRO 过程中的基本发现、工作人员提出的建议，如果认定其
存在重大规管缺陷的话，报告还会披露 NRSRO 对重大规管缺陷的回应。而在以往的报告中，工作人员主要
以检查领域为主线进行披露，根据《1934 年证券交易法》Section 15E(p)(3)(B)的规定，NRSRO 检查有 8 个
重点领域，分别为：
（1）NRSRO 是否遵守其制度、流程和评级方法开展业务；（2）NRSRO 的利益冲突管
理；
（3）NRSRO 的伦理制度实施；
（4）NRSRO 的内部监督控制；（5）NRSRO 的治理；（6）NRSRO 的指
定合规官的活动；
（7）NRSRO 对投诉的处理；
（8）NRSRO 关于前雇员离职后活动的制度。以往的报告中，
工作人员在每个检查领域里，讨论对各家 NRSRO 的检查发现，而新版报告以 NRSRO 为主线，讨论在检查
各家 NRSRO 时的基本发现等内容，从形式上来看，新版报告呈现的内容更为清晰，尤其是将 NRSRO 进行
更细致的区分（大型、中型或小型）之后，有助于投资者更充分地评估不同规模的评级机构的评级可靠性，
有助于投资者就是否依赖某类评级机构做出更有依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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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版报告分析了 2016 年至 2021 年 NRSRO 检查活动中的基本发现情况。根据信用评级办公室工
作人员的统计，从 2016 年至 2021 年，依据《1934 年证券交易法》Section 15E 对 NRSRO 开展检查的过程
中，共有 487 项基本发现，其中，内部监督控制，制度、流程和评级方法的遵守以及利益冲突管理三个领
域的基本发现最多，占比分别为 42.3%、30.6%和 11.5%，其他领域的基本发现占比都在 5%以下，详见表 2。
当基本发现涉及到多个领域时，工作人员在统计时仅将其归类到一个领域。工作人员发现，2016 年以来检
查中的基本发现数量大体上呈现下滑的趋势，评级机构的守法、合规意识越来越强。另外，从不同组别的
NRSRO 来看，大型 NRSRO 平均每家每年的基本发现数量为 8.2 项，中型、小型 NRSRO 平均每家每年的
基本发现数量分别为 8.1 项和 8.6 项。新版报告中关于 2016 年至 2021 年检查中基本发现的统计和披露，能
够帮助投资者更深入地理解监管检查的结果，更充分地掌握 NRSRO 的总体合规情况及不同规模的 NRSRO
在合规方面的表现。
表 2 2016 年至 2021 年美国 SEC 对 NRSRO 检查过程中不同领域的基本发现比例
检查领域

基本发现占比

（1）NRSRO 是否遵守其制度、流程和评级方法开展业务

30.6%

（2）NRSRO 的利益冲突管理

11.5%

（3）NRSRO 的伦理制度实施

0.0%

（4）NRSRO 的内部监督控制

42.3%

（5）NRSRO 的治理

4.3%

（6）NRSRO 的指定合规官的活动

3.3%

（7）NRSRO 对投诉的处理

3.9%

（8）NRSRO 关于前雇员离职后活动的制度

4.1%

合计

100.0%

资料来源：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四、新版报告在披露竞争和透明度方面的调整
在 NRSRO 竞争方面，新版报告在最新年度数据披露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评级活动数据的同比变化信
息，详见表 3。从本质上看，新版报告在评级机构竞争方面的新增信息大部分属于基于过往数据可自行计算
得到的信息，没有太多的信息增量，仅是从阅读的角度来看，新版报告给使用者阅读提供了一些便利，节省
了报告使用者查阅对比以往报告数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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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9 年和 2020 年美国注册 NRSRO 的业务数据比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家
NRSRO 存量评级数量较
2019 年 12 月 31 日存量评级
数量的变化率

各家 NRSRO 存量评级数量
占全部 NRSRO 存量评级数
量的比重变化（2020 年与
2019 年相比）

2020 年各家 NRSRO 信用分
析人员（含信用分析主管）
的人数较 2019 年的变化率

AMB

0.82%

0.00%

3.9%

DBRS

6.76%

0.18%

-9.9%

EJR

13.81%

0.11%

8.7%

Fitch

-3.42%

-0.47%

1.9%

HR

19.41%

0.01%

21.2%

JCR

4.61%

0.01%

0.0%

KBRA

13.52%

0.09%

2.3%

MIS

-0.52%

-0.23%

5.7%

S&P

0.79%

0.30%

0.1%

资料来源：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在 NRSRO 透明度方面，新版报告增加了更多的内容，包括评级机构提升透明度的一些有益做法以及监
管检查中与透明度相关的基本发现等。例如，在有益做法方面，新版报告概括介绍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NRSRO 发表相关评论和研究的情况，NRSRO 不仅就新冠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发行人和债务的潜在信用影响
和评级影响发表观点，而且还发布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经济趋势和市场趋势评论，对提升透明度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另外，新版报告对 2016 年至 2021 年 NRSRO 检查中的基本发现进行了专项统计，涉及到透明度
问题的基本发现有 172 项，平均每年有 29 个基本发现涉及到透明度问题，仅就 2020 年和 2021 年的情况来
看，涉及到透明度问题的基本发现分别为 16 项和 18 项，这两年较之前年度有所改善。

五、总结分析
为了回应 IAC 关于提升 NRSRO 检查总结报告透明度的建议，信用评级办公室工作人员推出了新版
NRSRO 报告，将以往的 NRSRO 年度报告和 NRSRO 检查总结报告进行整合，内容上也做出适当调整，在
提升透明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一是，改变了以往报告中对 NRSRO 的分组方式，从原来的两组变为三
组，依据收入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 NRSRO，使得信息披露更为细化。二是，首次对“基本发现”和“重
大规管缺陷”进行定义，增加了新版报告的严谨性。三是，在披露 NRSRO 检查结果时，改变以往以检查领
域为主线的方式，变为以 NRSRO 为主线，分别对各家 NRSRO 检查中的基本发现和重大规管缺陷（如有）
进行披露。四是，对 2016 年至 2021 年 NRSRO 检查中的基本发现进行统计分析，并将相关信息披露在报告
的对应章节。以上是新版报告为提升透明度做出的主要改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提升阅读便利性的改进，
比如，增加业务数据的同比变化信息等，便于报告使用者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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