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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资本协议要求的背景下，许多大银行已通过10多年的努力逐步建立起内部评级体系，并持续深化
应用，提升信贷业务的规范化及精细化管理，基本具备了享受内部评级法带来的银行信用风险资本释

放的条件。对于中小银行而言，由于起步晚、风险体制建设不完善、数据缺失、人才匮乏等原因，使中

小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建设面临重重挑战。

总体而言，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实施主要涵盖九个方面：（1）统一、规范关键定义；（2）数据
分析；（3）合适的模型开发；（4）估算中心违约趋势（CT）、校准及主标尺；（5）模型验证
与监控；（6）评级结果应用与风险管理实践。为了保证内部评级的顺利实施，还需要配合完善的

（7）数据及系统建设、（8）人才队伍建设和（9）风险文化建设。

基于德勤丰富的中国银行业内部评级体系建设经验，凭借对中小银行的深刻理解，我们将在本文中分

别针对上述九个方面探讨中小银行具体面对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旨在帮助中小银行解决数据质量规范

问题，完成内部评级模型建设，建立规范的内部评级体系和IT系统，并实现体系应用的落地推广，顺利
推进新资本协议要求下的战略转型。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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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要求概览

银监会对于信用风险内评体系建设提出高标

准、高要求

为与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接轨，中国的新资本协议

实施以2007年银监会印发《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
本协议指导意见》为启动标志，随后银监会不断

完善配套制度和规则，包括从2008年到2011年陆
续发布的十几个监管指引，2011年的银监会44号
文《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

的指导意见》，乃至2012年6月出台《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试行）》注和后续陆续颁布的实施细

则（包括2012年9月的《商业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
级方法监管暂行细则》以及2013年7月的《资本监
管政策问答》），逐步搭建起了完善的中国新资本

协议监管框架，形成了 “中国版的巴塞尔III”。不
仅符合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大趋势，也有助于进

一步增强我国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与此同时，银监会在一系列的监管指引以及在

对第一批实施银行的具体检查评估中，都逐步

明确了对信用风险内评体系建设的高标准和高

要求，成为中国银行业实施信用风险内评体系

所必须遵守的监管门槛。

表1：银监会关于新资本协议信用风险相关的政策

注 以下简称《办法》

银监会监管指引的总体解读

时间 银监会的政策 配套措施及成果

2007-2008 • 着手起草《银行账户风险

暴露分类指引》、《内部评

级体系监管指引》、《专业

贷款资本计提指引》、《信

用风险缓释处理指引》等

配套监管文件

• 督促中资银行从数据基础、内

部评级体系和风险计量模型的

开发、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和流

程重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文档化水平、人才储备和培养

等方面开展新资本协议的实

施工作

• 选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型商

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并且

取得阶段性成果

2008－2010 • 印发《商业银行银行账户

信用风险暴露分类指引》

、《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

系监管指引》、《商业银

行专业贷款监管资本计量

指引》、《商业银行信用

风险缓释监管资本计量指

引》、《商业银行资本充

足率信息披露指引》、《

商业银行资本计量高级方

法验证指引》等指引

• 继续推动银行业实施新资本

协议

• 大型商业银行的新资本协议实

施准备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内

部评级体系基本成形，并开始

在授信审批、风险监控、限额

设定等领域发挥作用

• 初步形成新资本协议的规则

框架

• 对第一批新协议实施的6家银行

展开多轮的评估及整改

• 对实施新资本协议银行进行两

次定量影响测算，了解实施新

资本协议对相关银行资本水平

可能产生的影响

2011 • 起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办法》

• 对商业银行监管资本要求、资

本充足率计算、资本定义、信

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市场风

险加权资产计量、操作风险加

权资产计量和信息披露等进行

规范，并完成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2012 • 正式颁布《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同

时发布《商业银行实施资

本管理高级方法监管暂行

细则》

• 完成新资本协议监管框架的

搭建

• 对6家大型商业银行实施内部评

级方法开展复评验收工作

2013 • 发布《资本监管政策问

答》及其3个附件

• 进一步规范信用风险内评体系

的相关定义、风险缓释要求、

信息披露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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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监管重

点

《办法》要求银行计提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

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其中针对信用风险允许

符合条件的银行采取内部评级法（下 称: 内评
法）计量资本要求。针对如何构建内部评级法

以评估银行信用风险，《办法》中的相关章节

和附件注对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提出了十

分具体的监管要求。

信用风险计算方法及分类

首先，针对信用风险的计算，《办法》中规定

了三种不同复杂等级的方法：权重法、初级内

评法和高级内评法。一般情况下，计算方法复

杂程度与对应的资本要求呈反比。其中，权重

法下信用风险的计算最为简单，但也具有最高

的资本要求。高级内评法的计算最为复杂，而

初级内评法的计算复杂程度介于权重法与高级

内评法之间。

图1：信用风险规定了三种不同复杂等级的计算方法

图2：银监会对银行账户信用风险暴露的分类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注 详见 -- 

正文部分：第四章（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
量）第三节（内部评级法）

附件部分：附件3（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风
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

附件4（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风险暴露分
类标准）、

附件5（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要
求）、

附件6（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风险缓释监
管要求）、

附件16（资本计量高级方法验证要求）

©2013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在第一支柱——最低资本金
的计算要求下，信用风险有
三种不同复杂等级的计算方
法。

资本要求递减

高级内评法

初级内评法

权重法

风险权重由监管
当局确定。

银行内部估计违约
概率（PD），监管
当局提供其它所需
参数，如违约损失
率(LGD)和违约风
险暴露（EAD）等。

银行内部自行估
计 违 约 概 率
（PD）、违约损
失率（LGD）和违
约风险暴露（EAD）
等参数，并须由
监管当局加以确
认。

信用风险计量方法

其次，《办法》中规定银行账户的信用风险应

分为以下六大类：主权风险、金融机构风险、

公司风险、零售风险、股权风险和其他风险。

对于中小银行而言，风险主要集中在非零售 (主
权、金融机构、公司）和零售风险两大类，需

要相应构建非零售和零售内部评级体系。

©2013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主权风险
• 主权国家或经济实体区域及其中央银行
•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门实体以及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等的债权

金融机构风险
• 经合法成立并受国内外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机构
• 分为银行类机构风险暴露和非银行类机构风险暴露两类

公司风险
• 对公司、合伙制企业和独资企业及其他非自然人的债权
• 公司风险暴露划分中小企业风险暴露、专业贷款和一般公司风险暴露三类

零售风险

• 划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合格循环零售贷款风险暴露、其他零售
风险暴露三大类。

• 具有如下特征a.债务人是一个或几个自然人;b.笔数多，单笔金额小;c.按照
组合方式进行管理

股权风险 • 股权风险暴露是指银行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东权益。

其他风险
• 购入应收账款风险暴露是指销售方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入方订立

的商品、产品或劳务销售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根据契约关系以有追索
权或无追索权方式转让给银行所形成的风险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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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办法》中针对非零售信用风险与零售

信用风险的计量实行差异化监管。一方面，是

评级方法不同。银监会规定，银行非零售内评

体系可以采用初级法或高级法：非零售初级法

下PD由银行内部估计，LGD、EAD和M都是监管
给定，而高级法下需要银行内部估计全部上述

风险参数; 零售内评体系则不区分初级法和高级
法，需要银行内部估计PD、LGD、EAD。另一方
面，是管理方法不同。非零售内评体系的管理

一般是采用逐笔、逐户的管理方式，而零售内

评体系的管理一般是采用组合管理。

内部评级体系的构建

《办法》规定完整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必

须具备：

1.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以保证内部评级结果

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2. 先进的技术标准以保证非零售风险中债务

人以及债项的风险级别分配和零售风险中

的资产池划分；

3. 建立相应的内部评级流程保证内评的独立

性和公正性；

4. 科学的风险参数量化办法将债务人和债项

的风险特征转化为风险参数；

5. 完善的IT和数据管理系统为风险评估和风
险参数量化提供支持。

此外，完成内部评级体系的设计后，还需要建

立验证体系以对其进行持续、独立的验证。另

外，银行应通过建立完善、充分的应用体系确

保内部评级和风险参数量化的结果应用于信用

风险管理实践上。

内部评级体系的应用

银监会在《办法》中要求，银行应确保内部评

级和风险参数量化的结果应用于信用风险管理

实践，主要的应用领域包括（1）核心应用：授
信审批及授权、风险监控、限额设定、信贷政

策和风险报告；（2）高级应用：风险定价、
经济资本计算与管理、风险偏好、损失准备计

提、绩效考核和基础建设。

图3：《办法》规定的内部评级体系构成

图4：《办法》针对内部评级体系应用的监管要求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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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债务人和债项的风险特征转化为相应的风险参数
• 公司暴露(PD,LGD,EAD,M)； 零售暴露(PD,LGD,EAD)

• 主权、金融机构、公司风险暴露（非零售风险）：按照风险程度将每
个债务人和债权分配到相应的风险级别

• 零售风险暴露：按照风险特征将每笔债项分配到相应资产池

• 保证内部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公司治理结构

IT和数据管理系
统

内
部
评
级
体
系

风险参数量化

技术标准

验证体系

应用体系

• 收集和存储与内部评级体系相关的信息
• 为风险评级、资产分池、风险量化奠定基础

• 对风险评级、资产分池及风险参数量化过程进行持续、独立的验证

• 内部评级结果应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建立相应的评级政策和流程，确保主权、金融机构、公司风险暴露的
评级和零售风险暴露风险分池过程的独立性，并应接受银监会的监督
检查

内部评级流程

©2012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2013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核心应用

授信审批
及授权
授信审批
及授权

• 用于制定信贷政策和流程，如
– 设置一定的违约概率准入水平
– 若预期损失超出一定水平，则

拒绝授信

限额设定限额设定

• 根据客户或债项违约概率和违约损
失率及暴露设计最优的风险限额

• 考虑针对客户或组合层面设置限额

信贷政策信贷政策
• 制定差异化的信贷政策

– 行业、区域的准入政策
– 低等级的债务人强制退出政策

风险报告风险报告
• 按时向董事会、高管层及相关部门

报告
• 明确报告内容、频率和对象

风险监控风险监控

• 根据评级结果，在贷后管理采取不
同监控手段和频率，并明确相应的
预警机制

高级应用

风险偏好风险偏好
• 是全行风险管理、业务发展的根基
• 是指导全行风险管理工作开展的原则

性要求

绩效考核绩效考核
• 计算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

并作为经营绩效考核依据
• 风险考核应纳入绩效政策范围

经济资本计
算与管理
经济资本计
算与管理

• 精细化资本管理，将风险的因素重逢
纳入资本管理体系中

• 为限额设定、风险定价、风险偏好制
定和绩效考核体系的建设奠定基础

风险定价 • 平衡风险和收益，实现合理定价

损失准备计
提
损失准备计
提

• 依据风险参数估值结果，实现前瞻性
的拨备计提

基础建设基础建设
• 建设风险信息系统，配置风险管理资

源（人，财，物）
• 发展风险管理文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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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中对数据管理和数据仓库的要求

银行应当建立数据管理系统，收集和存储历史

数据以支持内部评级体系的运行。

《办法》中规定，银行应当建立内部评级体系

的数据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建立数据质量问

题报告机制、错误数据的修改机制，对各类数

据质量问题分等级报告。应全面记录进入数据

库数据的传递、保存和更新流程，并建立详细

文档。

《办法》中对内部审计部门的要求

一方面，银行采用基于专家判断的评级时，应

确保评级标准清晰、透明，以便银监会、内审

部门和其他第三方掌握评级方法、重复评级过

程、评估级别的适当性。另一方面，银行应确

保分池标准的透明度，便于银监会、内审部门

和其他第三方掌握风险分池方法、重复划分过

程、评估风险分池的适当性。

总的来说，《办法》中要求内部审计部门也需

要全面掌握内评法的原理和应用，以评价所在

银行实施内评法的过程是否充分、恰当。

图5：数据管理系统支持内评体系的运行

图6：数据管理系统应实现的功能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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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记录、维护和分析非零售风险暴露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债务人和债项的关键性数据，包括历史
评级信息

• 获取非零售风险暴露的所有评级数据，包括债务人评级和债项评级的重要定性和定量因素
• 获取特定时段内零售风险暴露及其债务人的特点、历史表现
• 获取所有零售贷款数据以开发风险分池体系并进行分池
• 开发和改进内部评级体系、风险参数计量模型及相应的流程
• 计量监管资本要求
• 形成内部和公开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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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内部评级体系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全面提升银行风险管控能力

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的建立可以使各银行的

风险资本要求与其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匹配。风

险管理能力较强的银行可以减少提取的风险加

权资本，达到节约资本金、提高竞争能力的目

的。反之，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银行则需要提

高风险资本比例，缓解银行在规模扩张过程中

增加的经营风险。

然而从全球领先实践来看，信用风险内评体系

建设除了关注精细化的风险量化工具之外，还

可以从本质上提升信贷业务操作及信用风险管

理能力，包括：

1. 进一步完善银行信用风险的治理架构及职

责职能；

2. 明确风险评估与管理所必须的数据定义、

数据要求及标准，并落实于实际操作环

节；

3. 进一步明确数据管控的机制与系统；

4. 进一步规范化信贷全生命周期的业务操作

及管理流程，确保量化结果能有效指导业

务发展、客户营销及风险监控；

5. 能籍此全面提升信贷系统的自动化落地程

度；

6. 培养信贷业务及风险管理的核心人才；

7. 构建信贷风险管理文化及理念；等

因此，对于银行而言，更重要的是借新资本

协议带来的契机，构建满足本行要求的合适模

型，统一规范内部评级相关架构、流程（包括

相关参数定义、数据定义和获取、调查报告和

审查报告的撰写等方面）及操作，有效评估监

控客户和债项的信用风险特征，最后将内评结

果应用在准入、审批授权、限额及额度设定、

贷后预警等各核心应用层面，在提高业务效率

的同时守住风险管理防线。

构建内评体系，

全面提高银行风险管控能力

同时，内评法对客户和信用风险特征的全面反

映有助于银行实现更合理的风险定价，应对利

率市场化带来的市场冲击。此外，以风险为基

础建立风险绩效考核，有助于强化银行在信贷

业务发展中追求风险调整后收益或经济利润的

理念和发展战略，能更有效的配置资源，取得

最好的实际利益。

从以下可以看出，内部评级体系除了模型的具

体要求外，对整个配套机制及支持体系都提出

了规范：

表2：内评体系对风险管控配套机制及支持体系的影响

风险管控流程 具体内容

信用风险治理体系 内评体系要求银行完善风险治理结构，对董事会及其

授权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以及包括

信用风险主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在内的风险管理“

三道防线”相关部门在内部评级体系治理结构中的职

责以及报告提出了明确要求。

风险暴露分类、关键定义 内评体系对风险暴露分类进行规范、详尽的定义，同

时统一规范了违约、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等关键定

义，为风险评估奠定基础。

数据标准及处理平台 对风险评估所需数据进行清晰定义，同时规范其获

取、存储、使用等过程，建立完整、一致、严格的数

据标准和数据处理平台，以在未来长期保证数据的有

效积累。

缓释品管理和控制 决定抵质押品的信用风险缓释功能时需服从合法、有

效、谨慎、一致和独立等原则，统一规范对缓释品的

定义和计量，全面提升全信贷生命周期中对抵质押缓

释品的有效管理与控制。

核心业务层面的应用 将模型的风险参数结果应用在准入、审批授权、限额

及额度设定、贷后预警等核心层面。例如：根据违约

概率的大小,进行客户细分,进而确定相应的授信政策和

审批标准。同时客户细分也将提高业务效率 - 对优质

客户,可以简化审批流程和环节,加大营销力度,提高服务

效率;而对高风险客户,则可以实施有效控制。内评法在

核心业务层面的应用体现了风险管理与实际业务运用

的紧密联系。

风险定价 基于风险计量模型所输出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

资本占用等关键风险指标,确定了贷款利率底线和贷款

浮动区间的核心变量。根据客户等级和交易结构,可以

进行贷款的合理定价,从而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更

好的面对利率市场化之后的市场冲击。

风险绩效考核机制 基于风险收益的绩效评估，有助于银行合理配置资

源，强化银行在信贷业务发展中追求实际收益的理念

和发展战略。

文档系统 内评体系基于明确的定义和标准进一步优化了调查报

告及审查报告，提高风险管理体系的文档化水平，建

立完善的文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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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持续的内评体系构建工作

我们应注意到内评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持续

的工作，需要不断地对模型进行调整和完善，

才能经得住瞬息变化的经济环境及金融环境的

考验，才能真正地落实到风险管控的全流程，

将风险管理有效融入银行信贷业务经营中，成

为一项常规工作。

对于中小银行而言，特别需要通过核心团队的

培养，引入构建内评体系所需的知识、经验和

技术，来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保证长期、持

续的监控、维护、更新、优化模型及其表现，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金融环境，满足银行的

发展战略。

二、中小银行实施内评法的同业比较情况

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实施内评法起

步晚，步履也较为缓慢。

大型商业银行实施内评法现状

大型商业银行对内评法的试水早于2002
年，2002至2003年间，已有不少大型商业银行
开始尝试具体的内评体系建设及模型开发。

据2008年银监会统计注：

中国工商银行等7家银行中有6家内部评级体系
已覆盖大部分信贷资产，内部评级体系资产覆

盖率最低达到60%，最高达100%；6家银行建
立了公司风险业务暴露的债务人评级体系，4家
银行开发了债项评级体系。3家银行完成了零售
业务风险暴露内部评级法项目开发。7家银行都
建立了市场风险管理架构，3家银行能够按日计
算风险价值，并按天进行压力测试。6家银行的
公司业务风险暴露内部评级已在授信审批、风

险监控、限额设定等领域开始发挥作用。与此

同时，数据管理和信息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增强。4家银行已建立了集团层面的统一数据仓
库，实现了数据的自动收集，2家银行建立了分
层次的数据集市。

2008年银监会颁布新资本协议相关的配套指引
后，大型商业银行对其构建的内评体系进行了

统一的完善、升级、维护等。目前，它们基本

上完成了内部评级初级法的开发实施及应用，

并完成了高级法的基础建设，正在进一步深化

高级法的应用。

与此同时，规模较大的股份制银行也开始探

索内评法的应用。这些银行的启动时间不一，

有些启动较早，有些则在2008年之后稍晚才
开始。但截至目前，这些规模较大的股份制银

行也基本都已经完成内评体系初级法的开发实

施，并在逐步深化初级法的应用。少数一些股

份制银行已经完成高级法的开发建设工作。

中小银行实施内评法现状

在内评法之前，中小银行原本采用的评级方式

通常是借鉴同业的打分卡再做一些修改。这一

做法尽管能在短期内为中小银行提供了一些风

险评估的手段，但由于银行没有使用内部历史

数据进行检验，或使用后缺乏持续的维护，往

往导致打分卡的准确率低，稳定性较差，无法

准确地评估客户风险，从而不能有效地指导业

务和风险管理，因此，在银行内部难以得到落

地与推广。

目前已经有较多中小银行开始了建模之路，但

仍有不少银行尚在观望中。当然，由于中小银

行历史业务结构和风险暴露的特殊性，其内部

评级体系的建设与大型银行存在一定差异，需

要有适合中小银行风险特征的内评法的建设与

应用方案，才能保证中小银行内评体系建设的

顺利完成。

注 详见银监会2008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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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治理架构及政策体系

内评体系数据治理及IT系统实施

银行账户暴露分类 风险参数量化/评级模型开发 内评应用

内部评级体系验证

风险缓释

银
行
账
户

公司

金融
机构

主权

零售

股权

其他

 中小企业
 专业贷款
 一般公司
 …

 个人住房
抵押贷款

 合格循环
零售

 …

违约风险
暴露(EAD)

PD模型
基础

PD模型
开发

主标尺

定性数据

定量数据

历史违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
…

级别1
级别2
级别3
…
…

初级法：
监管给定
EAD参数

授信审批

风险监控

限额设定

信贷政策

风险报告

经济资本

风险偏好

贷款定价

高级法：
自行估计
EAD参数

表内估算

表外估算

初级法：监管给定LGD参数

高级法：内部模型估算LGD参数

模型数
据基础

估算
LGD

LGD级
别

损失准备计提

绩效考核

关

键

定

义

：

违

约

/

损

失

定

义

压力测试

 银行类金
融机构

 非银行类
金融机构

 …

中小银行构建内部评级体系面临的挑战

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在构建内部评

级体系的过程中将面对更多的挑战。一方面，

由于中小银行主要客户集中在中小企业，来自

这部分客户的数据质量不如大企业的理想，可

能存在财务数据缺失、失真严重等问题。另一

方面，由于中小银行自身规模和历史的限制，

导致本身违约数据较少难以满足内评建模要

求、IT技术落后、缺乏必备内评法建模知识的
人才队伍等问题。

总体而言，内部评级法实施的主要内容包括（1）
统一、规范关键定义；（2）搜集数据；（3）开发合
适的模型；（4）估算中心违约趋势（CT）、主标尺
及风险分池校准；（5）模型整合与监控；（6）评
级结果应用与风险管理实践。为了保证内部评级

的顺利实施，还需要配合完善的（7）系统建设、
（8）人才队伍建设和（9）风险文化建设。下图是
内部评级体系的总体框架：

我们针对内部评级体系建设过程中的这九大方

面，总结了中小银行在每个方面的可能面临的

挑战，并制定出可行的应对策略，帮助中小银

行顺利完成内评体系建设。

中小银行内部评级体系建设

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图7：内部评级体系框架图

图8：中小银行内部评级体系建设面临的九大挑战示意图

©2013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关键
定义

数据
搜集

模型
开发

CT和
主标
尺

模型
整合

评级
应用

违约认定

风险暴露分类

数据质量

数据管控

定性模型

定量模型

CT估算和模型校准

主标尺开发

模型整合与监控

评级应用的落地推广

• 将银监会的违约定义变为银行实际可操作的、可辨
识的违约定义

• 实现银行账户风险暴露分类的落地

• 数据积累时间短且数据质量不高
• 客户基本数据和债项数据缺失

• 建立数据管控机制以确保数据质量的稳定性

• 确定定性打分卡的指标、权重并进行验证

• 确定模型细分程度和风险分池

• 如何选择CT 并在有限的违约样本下进行模型校准

• 划分主标尺风险等级，并与外部评级对应

• 核心模型需不断升级
• 数据质量的提高需要依靠长期的积累
• 行业发展周期、不同行业间风险特征差异对模型有效性

提出挑战

• 确保内部评级和风险参数量化的结果应用于信用风险管
理实践

• 全面的落地和推广机制以确保评级应用的落地推广

系统
建设

人才队
伍建设

风险文
化建设

• 内评系统与
信贷系统两
者结合的评
级模式

• 技术与知识
转移

• 长期培训机
制

• 风险管理制
度、文化、
理念

• 对风险进行
全过程、全
方位的动态
管理

1

2

3

4

5

6

7

8

9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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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一：关键定义

内部评级法的起点是对内部评级中涉及的关键

定义作出统一、规范、科学的界定。主要的关

键定义涉及违约定义和风险暴露分类两大类。

违约定义和违约识别

 “违约”是贯穿内评法始末，决定重要风险参数
的最基础概念。在违约定义和违约识别方面，面

临的主要挑战可以归纳为三方面。（1）缺少统一
的可操作违约定义：一方面缺少可操作的违约定

义，另一方面不同部门和系统的违约划分不一致；

（2）早期数据缺失：由于银行数据系统以往并没
有规范界定违约，导致历史违约数据无法辨识，

同时，中小银行数据积累时间较短，无法满足新

资本协议要求违约率（PD）估值覆盖一个经济周
期的数据；（3）某些关键违约标识字段不可用或
被覆盖：如果存在还清已违约逾期的本金/利息的
情况，系统会自动覆盖这些案例，使得系统缺少

本金/利息逾期的历史数据，这样的违约辨识字段
的定义/计算不满足违约识别的要求。

针对以上挑战，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应对策

略：

 • 以手工采集等非IT系统手段收集历史数据

 • 用适当的字段替代，如五级分类可以帮助

认定违约等 

 • 用近期可靠的数据进行模型优化

 • 用保守的办法估计跨周期平均PD，并把模
型输出校准到跨周期的PD值上

在系统尚未能解决数据储存问题之前，每月定

期下载数据备份，作为未来模型验证和优化的

数据储存。

图9：信用风险暴露分类流程示例

风险暴露分类

在根据监管要求定义不同银行账户风险暴露

分类的基础上，银行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政策制

度、治理结构以及信息系统以实现银行账户风

险暴露分类的落地。

一般而言，主要有三种可以进行银行账户风险

暴露分类的方法。（1）系统自动判断：主要通
过定量指标、名单制和行业属性来实现适用于

中小企业、一般公司、主权及金融机构风险暴

露的划分；（2）人工问卷：通过固化于系统中
的人工问卷得出分类结果，主要适用于专业贷

款及其子类及微小企业的划分；（3）人工分类
选择：在系统中人工选择分类结果，主要适用

于交易账户或银行账户划分和股权划分。在利

用这三种方法进行准确的风险暴露分类后，才

能继续进行模型选择和资本计量。

在银行账户信用风险暴露分类方面，我们在协

助第一批新协议实施银行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同时，我们针对中小型银行信贷资

产的特点，设计了一套涵盖政策制度、分类标

准、分类流程、岗位职责分工等完善的风险暴

露分类体系。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2013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信用风险暴露分类流程

1.暴露分类发起 2.暴露分类划分 3.暴露分类认定
4. 选取相应

计量方法
5. 资本计量

工作内容

负责部门

• 对每一笔新增业
务进行暴露分类
发起。

• 前台业务人员会
在此阶段收集客
户的总资产、净
资产、年收入、
企业规模、员工
人数、产品信息、
交易信息等信息，
为后续暴露分类
提供必要信息。

• 对暴露分类的发
起一般由系统自
动实现。

• 前台业务部门

• 根据风险暴露类
别的定义和划分
规则，将资产初
步划入相应的风
险暴露类别，划
分环节将基于业
务人员前期收集
的数据进行自动
实现。

• 还需根据风险暴
露特征的变化，
调整风险暴露类
别。

• 应在出现风险暴
露类别调整特征
后的半年内，完
成暴露类别的调
整。

• 分类发起部门

• 指认定部门对划
分部门的分类结
果进行审核认定，
且认定人员需要
与划分人员相独
立。

• 风险暴露分类结
果以认定部门的
意见为准。

• 认定部门应尽量
保存划分结果与
认定结果有差异
的案例，以备分
类规则的更新与
维护。

• 基于暴露分类的
划分和认定结果，
选取相应的计量
方法，对债项进
行风险计量。

• 资本计量环节是
指根据前期对风
险暴露划分的结
果，对不同的风
险暴露采用相应
的资本计量公式
对监管资本进行
计量。

• 风险管理部门 • 前台业务部门、
授信审批部等

• 计划财务部、
风险管理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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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二：数据搜集

银行要实施内部评级法，数据是最重要的环

节。根据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所用的数据既

要有足够的样本容量，又必须达到一定质量标

准。

数据质量和数量的挑战

中小银行由于成立或改制时间短，历史数据积

累周期短，样本量少，数据质量不高，对模型

稳定性和验证都形成了极大的挑战。

表3：内部评级法的数据要求

表4：数据质量的挑战

数据要求 具体内容

数据准确性 • 数据必须是准确的、及时的、完整的、易懂的

和可信的

• 影响数据准确性的主要因素是数据输入错误

数据代表性 • 样本中的客户数目和数据收集期应能够充分地

代表历史状况，从而保证基础数据分析违约概

率预测的精确性和稳健性

数据一致性 • 必须证明模型测算结果能够反映其现行的承销

标准

• 如果数据不足或承销标准发生变化，银行在测

算时应持谨慎态度

数据观察期及相关资料 • 若使用初级内评法，数据观察期至少为5年；若
使用高级法估计非零售风险暴露违约损失率与

违约风险暴露的数据观察期则至少7年
• 银行必须收集并保存与内部评级有关的所有信

息资料

挑战 具体内容

客户基本数据缺陷 • 对于反映自身经营状况的财务信息，许多客户

未能及时提供，或者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数据

缺乏真实性

• 对于非财务信息，数据标准及格式不统一，造

成这类数据残缺不全

• 未考虑与客户内部评级相关的宏观信息

• 数据连续性缺乏，难以反映经济周期的影响

数据处理流程的缺陷 • 缺乏对数据的整合和清洗，导致多矢量同一数

据现象较重，容易造成噪音，而真正反映客户

信息的指标被掩埋

• 不同数据源的客户标识和信息内容不同，对客

户匹配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提出了挑战

数据管控制度的缺陷 • 银行对客户数据采集更新完全依赖于各业务系

统操作者或基层营销人员的素质，容易造成数

据存储更新不及时

• 银行对数据标准和记录格式缺少统一的界定

• 对与内部评级相关的信息资料尚未建立一整套

的文档管理办法

债项数据的缺陷 • 中小银行信贷资产通常是低违约组合（即违约

数据较少），直接导致模型的稳定性较差

• 缺少对债项数据的长期跟踪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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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数据管控框架制定数据管控框架 建立统一数据定义建立统一数据定义 过渡性数据方案过渡性数据方案
1

• 对数据管控框
架草案进行论
证，并对数据
管理框架的草
案进行相应的
修改；

• 将数据管理框
架上报董事会
和相关委员会，
获得审批通过。

• 对于数据源系统中
可以取到的数据，
应提供数据需求和
来源，以供数据的
抽取、转换和存储；

• 对于数据源系统中
无法取得的数据，
应对其进行补录，
并根据需要，建立
临时风险数据平台，
对补录数据进行存
储；

• 对于需要改造的数
据源系统，应对相
关数据源系统进行
升级和改造。

2 3
持续性数据管理持续性数据管理

4

• 持续的进行数
据抽取、转换
和存储；

• 建立一定的数
据质量评判标
准和程序，对
数据质量进行
监督和管理；

• 持续地与业务
部门的沟通，
确保数据能够
满足各业务部
门实施巴塞尔
新资本协议的
需求。

• 收集和整合数
据需求；

• 补充和完善数
据字典；

• 完善逻辑数据
模型。

特别地，中小企业作为中小银行的主要客户

群，它的数据问题尤其重要，其将直接对中小

企业评级模型有效性和预测能力提出挑战。不

过，我们通过专业的研究，有效提高了模型的

有效性和预测能力。一方面，我们通过一系列

专业方法来提升中小企业风险评级模型的有效

性；另一方面，前期的成功经验说明德勤专业

方法有效的增加了模型的预测能力。

数据质量问题不仅仅是IT部门的问题，数据问
题的产生一般均涉及到业务及技术两个层面，

所以要从根本应对数据质量问题。

在业务层面，数据质量问题的成因主要包括：

相关业务制度不健全、数据标准不清晰、数据

收集不完善和缺乏分析模型建设。

在技术层面，数据质量问题的成因主要包括：

数据架构不完善、应用系统对数据的收集不完

整和系统保存的风险数据质量不高。

弥补数据差异主要是通过明确风险数据的数据

架构、完善操作规程及改进系统检验机制以提

高风险数据的质量和建立统一的风险数据标准

来完成，具体实施过程也要与成因相对应，从

业务和技术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业务层面

需要做到以下四点：完善风险计量相关业务制

度、理顺风险计量相关业务流程及岗位设置、

明确风险计量的业务标准和构建完善风险计算

模型。另一方面，在技术层面，需要做到以下

三点：建立统一的中央风险数据存储、建立风

险计算与报告引擎和改造现有系统以便获得风

险计量所需的基础业务数据。

数据管控能保持长期数据质量稳定

数据质量直接影响评级模型的有效性和预测能

力，因此必须建立数据管控机制以确保数据质

量长期稳定在一定水平，为模型发挥效用提供

支持。数据管控的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新

协议实施数据管理框架的制定、数据定义、过

渡性数据方案、持续性数据管理。

表5：数据对模型的有效性和预测能力的挑战及德勤的应对策略

主要挑战 德勤的应对策略

中小企业财务报表往往存

在质量问题，无法反映真

实的风险状况

• 由于国内中小型银行的IT及数据存储系统起步较
晚，因此数据质量普遍不高

• 受企业规模所限，中小企业财务报表的数据缺

失及可信度较为严重

• 经过事实的论证，德勤开发的数据诊断工具有

效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使用当地市场特有的因素

及企业所有者的信息

• 在许多市场中，如果只是简单地使用了一些通

用的中小企业风险因素，那么很可能导致风险

控制的盲目性

• 模型的改善可以通过在模型中嵌入一些当地市

场特有的风险因素来实现

• 小微型企业主相关信息往往比公司财务数据更

具有风险预测能力；甚至对于规模相对较大的

中型企业也是如此

开发一个独立的定性打

分卡

• 统计模型/定量评分卡模型往往只能为中小企业
的风险提供部分解释

• 信贷官/客户经理的人工判断也同样重要
• 关键的挑战就是如何保证定性的风险评估具有

可靠性和一致性

• 我们推荐使用高度标准化的定性评分卡方法（

也被称为专家打分卡）

图10：数据管控示意图策略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14

©2012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2013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信用卡

学生卡 商务卡 特殊联名卡 一般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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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客户

清白客户 当前正常污点客户 逾期一期污点客户 逾期二期污点客户

挑战三：模型开发

第一步：进行模型划分

在进行模型开发时，最首要的便是明确模型应

如何划分。同时，由于非零售和零售的风险特

征存在较大差异，在设计非零售和零售内评体

系的模型时应考虑不同的模型划分方法。

一方面，在对非零售模型进行模型划分时，

应同时满足行业覆盖和统计可靠性。从经验表

明，覆盖多个行业的大模型，在现阶段对中小

银行更为可靠。事实上，模型划分也是模型颗

粒度的选择问题，分组越多，模型越精细，越

能反映该子信贷组合的特征，从而对风险的敏

感性就越强。但目前，非零售模型面临的主要

挑战是分组越多，对于数据量的要求就越高，

单个模型的数据量越少，模型的稳定性就越

差。

因此，我们认为对模型分组的选择要结合数据

以及业务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准确性和稳定

性，使模型能够达到最佳的表现。

图11：模型的行业覆盖和统计可靠性的权衡

图12a：零售申请评分卡模型划分示例

图12b：零售行为评分卡模型划分示例

另一方面，针对零售模型的模型划分是指对数

据进行分组，每组独立建立评分卡，以提高模

型的预测能力。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被分组的

样本之间风险特征不同，导致风险驱动因子不

同，或者风险驱动因子的权重不同。

我们认为，零售模型划分是业务经验和数据分

析的结合，建模人员应结合各方面的情况，与

业务部门讨论共同确立最终分组方案。

©2012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2013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大模型 - 最优统计可靠性

• 通用准则：“违约数据越多，模型表现力越强”
• 要建立准确的模型，要求在尽可能多的数据基础

上进行模型验证
• 行业归类有助于模型开发数据的增级
• 覆盖几个行业的全面模型一般比各行业单一的模

型表现更佳，因为通常各行业的单一的模型是在
较少的可用数据基础上开发形成的

最优行业覆盖

• 每一行业建立单独的模型是较为理想的
• 但是：
• 对于多数银行而言，大部分行业违约客

户数量太少，无法准确开发每个行业自
己的模型
过度细分同时将增加模型维护成本

为数不多的大模型覆
盖了几个行业

行业1.2.3 行业4.5

模型1 模型2

针对各个行业的模型

行
业
1

行
业
2

行
业
3

行
业
4

行
业
5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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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
分析

校准

最终定
量模型

最终复
合模型

验证和
模型复
核

最终定
性模型

模型合
并和测
试

数据准
备

和清洗

单因素
分析

定性数
据收集
和测试

定性因
素分析

统计模型 - 定量模型开发过程

专家打分卡 - 定性模型开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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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

行业细分:
从事不同业务的小微客户的风险特征
存在差异性

行业大类:
企业所属的行业特征将影响所处行业
的运营风险

服务业

大金额贷款申请小金额贷款申请

其他商贸类

商场超市类

贷款规模:
按贷款申请金额进行划分

商贸业制造业
小金额

申请

评分卡

(特快通道)

黄金珠宝类

纺织服装批
发类

第二步：选择合适的评级模型

目前业界主要的两种评级模型分为统计模型和

专家打分卡两类，但对评级模型的选择取决于

数据积累情况。在模型开发前期，应对建模的

数据进行详尽的分析，根据数据情况选择最佳

的模型开发方式。一般而言，数据数量越少、

质量越低时倾向于使用专家打分卡模型；反

之，数据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时更倾向于使用

统计模型。

专家打分卡是在数据样本量不足以开发统

计模型时用以替代统计模型的方式。我们

根据多年经验总结出一套Quantitative Credit 
Assessment（QCA）专家打分卡 ，专门解决国
内中小型银行因数据量而无法满足统计模型

开发带来的问题。QCA专家打分卡将信贷专家
的意见进行统计标准化处理，最大限度的避免

了人为主观因素带来的误差。根据项目经验表

明，QCA专家打分卡的表现能力已和统计模型
十分接近。

统计模型则是指基于历史信贷数据，采用数理

统计的方法寻求违约和客户特征之间的联系。

实证表明统计模型的平均表现能力要高于其他

方式的评级模型。但是，由于统计模型的结果

完全基于数据，因此开发统计模型的前提是需

图12c：小微企业评分卡划分示例

图13：评级模型开发过程

满足数据的统计有效性。根据业内的经验，样

本中通常至少包括100条以上的违约数据才能完
成统计模型的开发。而中小银行受资产规模限

制，无法开发多个统计模型。根据中小银行的

数据情况，一般开发1-2个统计模型。

以下是评级模型开发过程的图示: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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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和验证多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QCA样本打分准备QCA样本制定QCA问题

1 2 43 5

•以问卷调
查的形式，
借助银行
信贷专家
的风险管
理经验，
共同确定
风险因子
清单
•对风险因
子进行排
序，找出
35-40个重
要的风险
因子
•与信贷员
共同起草
QCA，包括
对具体标
准的描述

•以问卷调
查的形式，
借助银行
信贷专家
的风险管
理经验，
共同确定
风险因子
清单
•对风险因
子进行排
序，找出
35-40个重
要的风险
因子
•与信贷员
共同起草
QCA，包括
对具体标
准的描述

•确定测试
QCA的样本，
对于每个
细分客户
群
•收集所选
择客户样
本的相关
信息，包
括贷款申
请表、信
用评估报
告等信息

•确定测试
QCA的样本，
对于每个
细分客户
群
•收集所选
择客户样
本的相关
信息，包
括贷款申
请表、信
用评估报
告等信息

•由最初处
理贷款申
请的信贷
员针对每
个客户案
例使用QCA
进行评分
•信贷员应
尽量根据
贷款申请
时的情况
进行评分，
避免受到
结果的干
扰
•信贷员评
估答案可
靠性

•由最初处
理贷款申
请的信贷
员针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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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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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内容
包括预测
能力、稳
定性、问
题预测方
向的逻辑
性、特定
客户群的
表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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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回归模型建立多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建模准备

1 2 43 5

• 模型划分
• 双方认同的
风险要素清
单

• 定义数据采
集要求

• 决定组合分
类

• 对一些常见
定义达成共
识

• 确认数据来
源和收集方
案

• 评估全部备
选风险要素
预测违约的
能力

• 选择最佳的
因素

• 评估定性要
素量化分值
的转换

• 数据采样
• 数据质量分
析

• 数据清理和
补充

• 数据修正

• 要素相关性
分析

• 主成分分析
• 连续要素和
非连续要素
分数转换

• 通过回归分
析决定最佳
的因素和权
重组合

• 敏感性分析
及权重调整

• 样本外验证
• 时段外验证
• 区分能力
• 准确性
• 稳定性

定量模型的开发

对于统计定量模型来说，我们经过业内近十年

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稳定的方法论

和主流的开发技术。我们认为，借助业务专家

的风险管控经验是稳步推进模型开发的关键。

具体而言，统计定量模型开发需经过建模准

备、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回归模型建立

和验证五步骤。

定性模型开发

定性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即QCA专家打分卡 ，
专门解决模型开发过程中因数据量不足而无法

满足统计模型的问题。QCA专家打分卡主要分
为制定QCA问题、准备QCA样本、QCA样本打
分、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和打分卡测试与

验证6个步骤。首先，在制定QCA问题、准备
QCA样本、QCA样本打分环节需开发合理、科
学的问题清单，其次，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可

以采用鱼骨图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最后，

还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对QCA进行验证，以测试
其预测能力、稳定性、预测方向的逻辑性等。

根据样本的违约数据的不同，QCA体系在具体
开发过程中也需采用不同的建模分析方法。首

先，需要通过专家讨论的形式设计一个指标长

清单；然后，对无违约样本方面，在建模时通

常利用专家排序及行业经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和

通过层次分析法进行多因素分析。另外，针对

有少量违约样本的分析，可以适当采用统计办

法，在建模时通常通过T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和
通过标准化差值进行多因素分析。

模型完成构建后需要通过模型验证，样本的违

约数据量决定模型验证需采用的办法。如果样

本中无违约数据，则通常采用基准测试的方式

进行模型验证；如果样本中有少量违约数据，

则可以采用拔靴法（Bootstrap）进行模型验
证。

图14：统计定量模型开发步骤

图15：QCA专家打分卡开发步骤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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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四：中心违约趋势估算、主标尺与风险分

池校准

首先，应该明确中心违约趋势、主标尺和模

型校准的主要概念和其在内评体系建设中的地

位。

 • 中心违约趋势（简称CT），是资产组合的
长期平均违约率；中心违约趋势控制模型

输出结果的总体平均违约概率水平和主标

尺评级分布，直接关系到银行的资本占用

量。对CT的准确估计和合理的模型校准是
银行主标尺设定的基础。

 • 开发主标尺一般是以外部评级机构的主标

尺作为出发点，再开发符合实际情况的主

标尺。主标尺级别和PD值的划分，都是可
以灵活决定的。

 • 模型校准是确保开发一个符合业务实际的

主标尺，使模型的结果（分值和违约概

率）可以和内部及外部的评级映射起来，

保证模型结果映射到“真实”的违约概

率。模型校准主要需要进行三方面的分

析：（1）进行长期违约概率的分析和评
估，作为真实违约概率的依据；（2）进行
资产组合风险评级分布的分析，使分布符

合业务的需求和风险管理的要求；（3）进
行模型数据的检验和调整，决定模型各个

风险级别的可靠性。

表6：中心违约趋势(CT)估算和模型主标尺校准存在的难点

中心违约趋势估算的难点

可靠的中心违约趋势估算 • 缺少长期违约数据

• 低违约的资产组合缺乏统计显著性

• 中小银行成立时间短且多数经过重组改制

主标尺开发难点

风险等级个数设定问题 • 主标尺风险等级个数越多，能实现更精确的风

险度量，辨别更细致的风险水平。

• 风险等级必须有实际的业务含义

• 应保证评级迁徙矩阵的稳定性

业务解释性和计量显著性

的矛盾

• 银行内部有限的历史数据和经验无法从计量显

著性上支持主标尺的开发

资产组合覆盖全面性 • 主标尺应全面覆盖资产组合类型和产品条线

• 不同模型的排序结果可以有不同标准，但映射

后的风险等级和违约概率必须有统一的标准

与外部评级关系的对应 • 主标尺应与外部评级建立良好的对应关系

模型校准的难点

审慎性原则和模型准确性 • 由于模型预测精度或者实际数据支持的不足，

考虑到审慎性原则，会人为提高所有风险级别

的PD值或者调高CT值

在中心违约趋势（CT）估算、主标尺开发和模
型校准方面，主要面临的难点有：

图16：综合主标尺开发及模型校准

如何应对中心违约趋势估算、主标尺与风险分

池校准的挑战

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分别考虑数据缺乏和数

据充足情况下的解决方法，以满足监管要求和

中小银行实际业务需求。一方面，在历史数据

缺乏的情况下，CT估算可借鉴行业历史数据对
本行CT计算进行调整，模型校准也根据行业同
类性质企业的评级分布和违约拟合样本的评级

分布。另一方面，在数据充足的情况下，CT
估算应考虑银行上市、重组、合并、改制以及

资产剥离等带来的影响，同时利用德勤专业的

模型校准工具，根据CT和开发样本抽样比例进
行模型校准。最终模型校准后的评级分布均应

满足集中度要求和每一级别相对违约率的单调

性。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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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CT估算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零
售模型CT估算的零售分池问题。零售分池是
指跟据债务人风险特征、债项风险特征和预期

信息将每笔零售风险暴露准确、可靠地分配到

相应资产池中的过程，同时应使同一资产池中

的零售风险暴露的风险特征保持一致。零售分

池常用建模方法为：在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

可依靠专家经验进行资产池的划分，如利用账

龄、逾期天数、申请评分卡和行为评分卡等因

素进行划分，专家判断的方法必须要用数据不

断的检验和完善；在数据充分的情况下，通常

采用CHAID（Chi-Square Automatic Interaction 
Detection）决策树，或建立零售主标尺的方
案。

图17：零售分池的决策树法（左）和主标尺法（右）

挑战五：模型整合与监控

模型的建立一般是基于特定的样本，将模型应

用到新环境时需要特别注意模型的稳定性和有

效性。建立依赖数据的、可持续验证的内部评

级体系有助于中小银行开展风险管理，各银行

应根据自身条件，不断升级和完善评级模型，

提高模型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在模型整合与监控方面，中小银行面临着核心

模型升级、循序渐进的数据质量提高和行业不

同风险三方面的挑战。根据各个挑战的核心内

容，德勤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表7：模型整合与监控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战略

主要挑战 应对策略

核心模型必须不断

的升级

• 评分模型本质上是利用历

史数据预测客户未来的违

约概率，模型具有一定的

时效性

• 宏观经济变化、科学技术

发展会导致数据分布的

变化

内部评级的核心模型必须

不断的得到连贯性升级，

以适应新的经济状况和数

据分布情况

循序渐进的数据质

量提高

• 目前中小银行的数据储备

不足、数据质量不高，缺

乏规范性，而数据质量的

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

要依靠长期的积累

在数据储备不足、数据质

量不高的情况下，将定量

模型和定性模型相结合，

随着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

和完善，优化评级模型

不同行业的基本特

点、发展趋势和主

要风险因素

• 受评对象在同一行业内部

和不同行业之间的风险

比较

• 行业发展周期对模型的有

效性提出挑战

长期而系统地研究不同行

业的基本特点、发展趋势

和主要风险因素，为受评

对象的风险比较提出必要

的评级依据，从而为信用

级别的确定创造条件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Residential Mort

# Default 2,695   

# Total 289,825 

% Default 0.93%

CLEAN DIRTY

# Default 571     # Default 2,124   

# Total 260,575 # Total 29,250  

% Default 0.22% % Default 7.26%

MOB < 3 3<= MOB < 62 MOB >= 62 M1 M2 M3 NON-SCORABLE PD0PL22
# Default 40      # Default 501     # Default 30      # Default 782     # Default 660     # Default 679     # Default 3       

# Total 23,502  # Total 232,420 # Total 4,653   # Total 25,020  # Total 2,916   # Total 1,049   # Total 265     

% Default 0.17% % Default 0.22% % Default 0.64% % Default 3.12% % Default 22.65% % Default 64.70% % Default 1.25%

PD0PL01 PD0PL07
VAR634 最近12个月（包括观测点）平均实际还款率

BS SCORE LOW-516 PD0PL08 LOW-485 PD0PL14 <= 26 PD0PL19
NON-SCORABLE PD0PL02 # Default 121     # Default 144     # Default 244     

# Default -     # Total 428     # Total 253     # Total 331     

# Total 5,354   % Default 28.28% % Default 57.09% % Default 73.75%

% Default 0.00%

517-552 PD0PL09 486-506 PD0PL15 (26,45] PD0PL20
LOW-500 PD0PL03 # Default 136     # Default 139     # Default 297     

# Default 124     # Total 804     # Total 346     # Total 462     

# Total 1,851   % Default 16.93% % Default 40.24% % Default 64.25%

% Default 6.73%

553-581 PD0PL10 507-515 PD0PL16 > 45 PD0PL21
501-550 PD0PL04 # Default 115     # Default 131     # Default 138     

# Default 121     # Total 1,792   # Total 493     # Total 256     

# Total 9,300   % Default 6.39% % Default 26.57% % Default 53.75%

% Default 1.30%

582-605 PD0PL11 516-526 PD0PL17
551-585 PD0PL05 # Default 129     # Default 115     

# Default 123     # Total 3,310   # Total 629     

# Total 28,444  % Default 3.91% % Default 18.21%

% Default 0.43%

606-622 PD0PL12 527-HIGH PD0PL18
586-HIGH PD0PL06 # Default 139     # Default 131     

# Default 133     # Total 6,386   # Total 1,195   

# Total 187,472 % Default 2.18% % Default 10.98%

% Default 0.07%

623-HIGH PD0PL13
# Default 141     

# Total 12,299  

% Default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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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假设检验方法，根据PD分
布，设置PD池

3.根据资产池PD区间，应用算数平均
法计算池PD

1.将全部零售客户评分校准到违约概率

参数量化

PD等级 PD中间值 下限 上限（含）

1 0.08% 0.02% 0.13% - 734-766 732-744 742-794 719-784 725-737 - -

2 0.18% 0.13% 0.23% 716-722 728-733 726-731 736-741 712-718 715-724 - -

3 0.28% 0.23% 0.33% 706-715 716-727 720-725 725-735 702-711 705-714 - -

4 0.40% 0.33% 0.48% 700-705 711-715 713-719 718-724 692-701 698-704 - -

5 0.60% 0.48% 0.73% 694-699 701-710 705-712 700-717 682-691 690-697 - -

6 0.95% 0.73% 1.18% 688-693 694-700 695-704 673-699 672-681 680-689 - -

7 1.60% 1.18% 2.01% 678-687 661-693 671-694 647-672 662-671 670-679 676-688 -

8 2.80% 2.01% 3.58% 666-677 638-660 649-670 613-646 652-661 650-669 666-675 -

9 4.82% 3.58% 6.05% 653-665 588-637 631-648 603-612 642-651 637-649 656-665 648-680

10 7.96% 6.05% 9.87% 638-652 - 609-630 - 629-641 619-636 646-655 642-647

11 12.98% 9.87% 16.10% 618-637 - 574-608 - 604-628 599-618 636-645 628-641

12 19.49% 16.10% 22.87% 603-617 - 564-573 - 579-603 579-598 624-635 620-627

13 33.79% 22.87% 44.71% 573-602 - - - 559-578 559-578 570-623 580-619

14 55.29% 44.71% 65.87% 563-572 - - - - - 522-569 540-579
15 82.93% 65.87% 99.99% - - - - - - - 51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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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德勤业务应用落地体系的示例

挑战六：评级应用的落地推广

如前文所述，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

结果和风险参数估计值应用于信用风险管理实

践。在具体进行评级应用的推广落地过程中，

需要配合配套政策制度的完善、配套信息系统

的建设、充分的培训和业务应用方案的设计才

能确保内部评级体系的成果能够最终应用到银

行的风险管理和业务经营中。

为此，德勤认为内评体系建设成果需要有机地

与嵌入业务开展整个流程，这要求配套政策制

度和配套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并辅以培

训，以确保最终业务应用方案的落地。

德勤设计的全面的落地和推广机制会根据中小

银行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具体的实施方案，

以下是德勤业务应用落地体系的示例。

表8：评级应用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主要挑战 应对策略

配套政策制度的

完善

• 配套政策制度的建立和完

善能够有效明确应用的标

准、流程及相关职责，确

保业务应用的规范性

• 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

系建设成果的应用，

并非是简单、孤立在

单一业务环节的运

用，而是有机地与嵌

入业务开展整个流程

• 为保证业务应用方案

的落地，德勤设计了

全面的落地推广机

制，涵盖了配套政策

制度和配套信息系统

的建设和完善，并辅

以培训，以确保最终

目标的实现

配套信息系统的

建设

• 配套信息系统的建设能够

支持内评体系的有效运

行，是内评模型内评业务

应用工具操作的基础

充分的培训 • 充分、多层次、贯穿于整

个内评体系过程中的培训

是确保内评体系的应用人

员和管理人员正确理解、

正确操作的保障
业务应用方案的

设计

• 完整、科学的业务应用方

案能指导评级应用的开

展，从而实现业务应用有

效落地

来源：德勤内评体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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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与人员
參与人员的范围越来越具针对性

应用方案设计期 配套体系建设期 应用推广期

全体相关人员 相关应用人员代表 具体应用领域的执行人员

政策制
度建设

落地阶段

工作內容

应用方案设计期 配套体系建设期 应用推广期

 充分参与各类讨论，对政策
的制定提供建议

 就政策制度中的细节提供反馈意
见并进行确认

 严格执行政策制定中的要求

充分
培训

 理解设计原理，对设计方案
有认同感

 初步了解操作方法，理解应用方
式

 深入学习规范的操作方法和配
套规章制度

培训内容由浅入深

培训目标

培训安排

• 所有业务应用相关人员
（特别是业务人员）参与
所以业务应用相关的总体
层面培训

• 充分参与应用方案的设计
和讨论过程

• 基于初步培训结合业务
实践经验提供方案设计
的建议

• 在参与测试和试运行前
接受初步的操作培训

• 根据实际操作中的应
用领域开展具针对性
的深入培训

系统
建设

落地阶段

工作內容

系统需求撰写 系统测试 系统上线及推广

 就实际业务需要提出系统功
能需求

 参与系统的测试，就提供的功
能和操作性提供建议

 根据操作规范使用系统，及时反
馈操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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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七：内部评级系统建设

内部评级系统的建设要求内部评级系统与信贷

系统实现相互交互，一方面客户信息的建立与

维护在信贷管理系统中进行，另一方面评级

系统从信贷管理系统中获取评级所需的客户信

息，并将客户评级结果反馈给信贷管理系统。

内评系统和信贷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需涵盖5方
面：（1）内部评级系统从信贷系统获取单一客户
和集团客户信息，包括客户基本信息、客户财务信

息，导入方式有实时更新和夜间批量两种模式；

（2）内部评级系统从信贷系统获取具有客户经
理角色的用户信息、状态、所属机构等信息，进行

批量更新；（3）内部评级系统将客户评级结果实
时回写给信贷系统；（4）内部评级系统从信贷系
统获取债项风险暴露和风险缓释数据信息以及

已终结债项的损失数据；（5）内部评级系统与信
贷系统交互确认客户违约信息。

因此，内部评级系统的建设需要与信贷体系相

结合，这样的信用评级模式能够全面、客观地

评价客户的真实信用程度和风险状况。同时，

这两个系统的结合也建立了以全面评价客户偿

债能力为核心的主体信用风险管控基础，在强

调客户信用状况的前提下，增加了有效担保对

风险的覆盖程度，较好地解决了评级和授信的

矛盾。

挑战八：人才队伍的建设

实施内部评级，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参与数据

收集、整理、模型建立、运用、结果输出、验

证等工作，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专

业素质。但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仍面临一些瓶

颈，需要银行重点关注与解决。

表9：内部评级体系人才队伍的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主要挑战 德勤的应对策略

• 模型持续优化

与改进

• 内评体系人才

梯队建设

• 现有业务操作

模式的改变

• 现有业务管理

模式的改变

• 前中后台业

务人员观念

转变

• 领导层充分沟通：德勤积极向行领导汇报项目进程及

项目难点，争取领导层的全面支持及理解

• 多层面培训：德勤将积极组织针对不同层级部门同事

的培训方案，确保成果的推广及落地

• 项目组传帮带：德勤将利用丰富项目经验，为中小银

行提供多层级的人才培训，完成模型开发与优化的知

识转移

• 内评体系团队组成与发展：德勤将协助中小银行进行

团队组成与发展的工作，包括人员绩效、知识技能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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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九：风险管理文化

风险管理文化是银行企业文化的重要子系统，

是风险管理体系的灵魂。目前大多数中小银行

成员的风险管理意识淡薄、风险管理制度不完

善、风险管理文化建设匮乏。我们认为，银行

需要树立理性、稳健和审慎的风险管理意识，

逐步建立与内部评级系统相配套的管理制度和

健全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一一击破银行在风

险管理文化建设方面的难题。

表10：风险管理文化的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德勤的应对策略

主要挑战 德勤的应对策略

• 尚未树立起全面风险管理意识

• 尚未形成信贷风险管理文化

思想

• 未能实现对风险进行全过程、

全方位的动态管理

• 缺少规范的风险管理制度文

化，急需构建完善的制度框架

• 注重定性分析，主观性较强，

定量分析技术缺乏，风险控制

技术和工具缺乏

• 应树立理性、稳健和审慎的风险管理

意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组织协调相

关的业务管理部门，加强道德风险管

理，防止金融腐败

• 逐步建立与内部评级系统相配套的管

理制度体系，为实施内部评级创造良

好环境，并在内部评级法实施过程

中，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

建设的原则

• 突破意识上的局限性，拓展风险管理

的范围，实现风险管理关口前移，源

头检测、主动出击，建立系统化、上

下联动、全方位、全过程的风险预

警、分析、报告、处置及后续评价

机制

• 建立独立的垂直管理的信贷审批部

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审计部门，实现

相互制衡，健全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22

德勤管理咨询专业服务

针对中小银行内评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德勤

拥有的全面的技术力量及丰富的实施经验将确

保规划方案的落地执行。德勤的优势可归纳

为：

 • 德勤对中小银行已经具备深刻理解；

 • 丰富的整合性项目实施及变革管理经验；

 • 拥有专利模型工具库；

 • 德勤的方案将有机对接银监会合规要点；

 • 德勤拥有稳定、整合的内评体系专业团

队。

德勤具备国内银行业从模型、应用、合规、系

统等多方面整合性的服务经验

国内经验总结

国内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及新资本协议实施各技术领域中的实施经验

• 为近20家中小银行提供了全面风险和新协议管理相关服务，包括总体规划
及信用、市场、操作及各风险领域的具体实施工作，如：北京银行、宁波

银行、哈尔滨银行、成都银行、浙江银行、大连银行、上海农商、天津农

商、重庆农商、东莞农商等

• 全程参与了国内第一批新协议实施银行中的3家（国开、中行、建行）的新
资本协议实施规划工作；同时也为6家第二批新协议实施银行以及10多家中
小商业银行提供新资本协议实施规划服务

• 为国内10家大型银行提供新资本协议实施项目群管理及合规验证管理工作
（国家开发银行、中行、建行、农行、交行、招商、光大、中信、浦发、

深发/平安）
• 德勤团队为20多家银行提供了信用风险管理相关服务：

• 风险建模相关：交行、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农行、宁波银行、东莞农
商、天津农商、苏州银行等

• 模型验证相关：建行、工行、招商、光大、浦发、中信、交行
• 模型应用相关：国开行、中行、交行、建行、渤海、民生、大连、天津
农商、哈尔滨、宁波等

注：以上服务都包括业务咨询、模型技术咨询、数据与IT咨询

德勤具备丰富的变革经验

银行在新资本协议规划及未来具体实施过程

中，毫无疑问将面临现有操作模式及管理模式

的改变，也同样面临人员观念和风险管理文化

的转变：

 • 对新资本协议带来的转变，即通过变革计

划推动并监控在风险组织架构和业务操作

流程、风险管理电子化系统等方面进行转

变；

 • 员工的转变，即员工克服抗拒心理，尽快

适应新的管理环境，银行高层的统一认识

和支持又是这个转变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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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专利独有的建模工具库

已被多个项目所实证，将被用来协助中小银行

应对来自模型开发、数据管控、应用、知识转

移/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挑战。德勤的工具可以全
面转移给银行的核心团队，实现银行未来内部

建模的目标。

德勤的方案将有机对接银监会合规要点

德勤具有丰富的国内合规管理经验。从07年银
监会出台第一批监管指引征求意见稿开始，就

全程跟踪参与银监会对于指引的讨论、解读和

完善的工作，也提供了一系列和信用风险建设

相关的技术支持和评审工作。德勤全程参与了

银监会的第一批预评估工作，对监管要求以及

中国银行业在信用风险内评体系建设上可能遇

到的难点和挑战有充分的认识，并积累了相关

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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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Number 16
Factor Name Ratio69

Has stored results? Yes

Total sample size 888
Number of data points 888 TRUE

Upper Limits
Maximum 2105607231
95 Percentile 51616994.09
Highest Bucket 51616994.09
Percentage in top bucket 12%
Score f lat at ratio value 51,616,994.09
Score f lattens to value 2.40%

Lower Limits
Minumum 19,860,203-
5 Percentile -1128607
Low est Bucket -1128607.072
Percentage in bottom buck 16%
Score f lat at ratio value -1128607.072
Score f lattens to value 0.234

Transformation Parameters Reset parameters on solve? Yes
a 0.0050
b 1.4599
c 0.0000
d 1.7380
Sum of squares 0.0003
Transform = VarA+VarB/(1+EXP(VarC*Ratio+VarD)

Fitted dis tribution
Max 23%
Min 2%

Ratio definition 股东权益合计 -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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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ted RDF distribution

Percentage of sample Avg default rate Fitted RDF

Next Factor

Store Results

Get Stored Results

Solve Best Fit

Reset Charts

New Data Set

Clear all saved results

Solve for A and B only

Print all saved results

Classification Name Code Description

Dataset and sampling Dataset 
Creation

proc surveyselect  data=lg.develop_original(where=( redm_flag =0)) noprint
method=srs rate=0.1  out=lg.develop_sury ;
run;
data lg.develop_final;
set lg.develop_ original(where=( redm_flag =1)) lg.develop_sury;
if redm_flag=1 then weight=1;
else weight=10;
run;
proc freq data= lg.develop_final;
weight weight;
table redm_flag/missing;
run;

To Creat dataset and load variables, give 
default flag to good and bad samples

Dataset and sampling Sampling by 
classification

libname Mdset "C:\Users\ysyang\Bank\TJRCB\SASdataset";

data A B;
  set  Mdset.model_data Mdset.validation;
  if default_flag=1 then output A;
  else output B;
run;

data aa ab;
set A;
if ranuni(1234)<0.7 then output aa;
else output ab;
run;

data ba bb;
set B;
if ranuni(1234)<0.7 then output ba;
else output bb;
run;

data Mdset.devp;
  set aa ba;
run;

data Mdset.val;
  set ab bb;
run;

Sampling by classification and random samplings

SAS Library

LGD Segments 
(Final) Development CrossTime 二项检验 判断

Group Segments
Population(
#)

Percentage(
%)

LGD (%) 
Goodtimes

LGD (%) 
Downturn

LGD (%) 
Long term

Population(
#)

Percentage(
%) LGD(%) C1 C2 C2-C1

1 Corporate, 0-2 22370 23.26% 34.0% 59.0% 41.0% 49735 8.82% 35.17% 40.6% 41.4% 0.9%满足审慎性

2 Corporate, 3-7 16256 16.90% 30.0% 57.0% 38.0% 38671 6.86% 31.89% 37.5% 38.5% 1.0%满足审慎性

3 Corporate, 8+ 7645 7.95% 26.0% 55.0% 34.0% 21018 3.73% 28.95% 33.4% 34.6% 1.3%满足审慎性

4 One2one, 0-2 20078 20.88% 36.0% 78.0% 48.0% 198653 35.23% 44.24% 47.8% 48.2% 0.4%满足审慎性

5 One2one, 3-7 8073 8.39% 29.0% 77.0% 43.0% 133678 23.71% 41.87% 42.7% 43.3% 0.5%满足审慎性

6 One2one, 8+ 844 0.88% 22.0% 75.0% 37.0% 45345 8.04% 41.72% 36.6% 37.4% 0.9%不满足

7 Walkin, 0-2 8999 9.36% 46.0% 79.0% 55.0% 26078 4.62% 43.36% 54.4% 55.6% 1.2%满足审慎性

8 Walkin, 3-7 5561 5.78% 39.0% 77.0% 50.0% 19574 3.47% 40.85% 49.3% 50.7% 1.4%满足审慎性

9 Walkin, 8+ 2139 2.22% 38.0% 77.0% 49.0% 9699 1.72% 40.38% 48.0% 50.0% 2.0%满足审慎性

10 Others, 0-2 316 0.33% 25.0% 52.0% 33.0% 2498 0.44% 37.72% 31.1% 34.9% 3.7%不满足

11 Others, 3-7 232 0.24% 25.0% 52.0% 33.0% 1994 0.35% 38.16% 30.9% 35.1% 4.1%不满足

12 Others, 8+ 83 0.09% 23.0% 52.0% 31.0% 969 0.17% 35.87% 28.1% 34.0% 5.9%不满足

96179 563905 通过率 67%

EAD Segments (Final) Development CrossTime 二项检验 判断

Group Segments
Population(
#)

Percentage(
%)

EAD K-
factor(D)

Population(
#)

Percentage(
%)

EAD K-factor 
(C) C1 C2 C2-C1 准确性 /审慎性

2 Corporate, 0-2 38136 11.63% 69% 63576 7.42% 70.58% 68.6% 69.4% 0.7%不满足

3 Corporate, 3-7 27970 8.53% 63% 49058 5.72% 65.20% 62.6% 63.4% 0.9%不满足

4 Corporate, 8+ 13187 4.02% 51% 25662 2.99% 53.67% 50.4% 51.6% 1.2%不满足

5 One2one, 0-2 112561 34.34% 88% 308030 35.93% 80.24% 87.9% 88.1% 0.2%满足审慎性

6 One2one, 3-7 67208 20.50% 85% 229857 26.81% 76.23% 84.9% 85.1% 0.3%满足审慎性

7 One2one, 8+ 13883 4.24% 83% 103106 12.03% 65.79% 82.8% 83.2% 0.5%满足审慎性

8 Walkin, 0-2 18560 5.66% 94% 31714 3.70% 87.27% 93.7% 94.3% 0.5%满足审慎性

9 Walkin, 3-7 11950 3.65% 89% 23692 2.76% 82.27% 88.6% 89.4% 0.8%满足审慎性

10 Walkin, 8+ 4054 1.24% 84% 11739 1.37% 72.69% 83.3% 84.7% 1.3%满足审慎性

11 Others, 0-2 1310 0.40% 57% 4742 0.55% 57.01% 55.6% 58.4% 2.8%满足准确性

12 Others, 3-7 948 0.29% 60% 3954 0.46% 57.71% 58.5% 61.5% 3.1%满足审慎性

327778 857311 通过率 67%

PD模型分池准确性检验(Binominal Test)

Pool Good Bad Real PD Count Expect PD Low High High-
Low 准确性/审慎性

3 A_03 74313 796 1.06% 75109 0.25% 0.21% 0.29% 0.07% 不满足
4 A_04 2597567 6872 0.26% 2604439 0.54% 0.53% 0.55% 0.02% 满足审慎性
5 A_05 701887 2389 0.34% 704276 0.47% 0.45% 0.49% 0.03% 满足审慎性
6 A_06 175515 462 0.26% 175977 0.60% 0.56% 0.64% 0.07% 满足审慎性
7 A_07 2648 2 0.08% 2650 0.13% 0.00% 0.26% 0.26% 满足准确性
8 A_08 46543 620 1.31% 47163 1.49% 1.38% 1.60% 0.22% 满足审慎性
9 B1_01 1201577 66781 5.27% 1268358 7.01% 6.97% 7.05% 0.09% 满足审慎性
10 B1_02 2697349 21106 0.78% 2718455 0.95% 0.94% 0.96% 0.02% 满足审慎性
11 B1_03 165461 18963 10.28% 184424 14.12% 13.96% 14.28% 0.32% 满足审慎性
12 B1_04 690182 16424 2.32% 706606 3.98% 3.93% 4.03% 0.09% 满足审慎性
13 B1_05 68051 2379 3.38% 70430 3.21% 3.08% 3.34% 0.26% 不满足
14 B1_06 46364 454 0.97% 46818 0.70% 0.63% 0.78% 0.15% 不满足
15 B1_07 11654 462 3.81% 12116 5.77% 5.36% 6.19% 0.83% 满足审慎性
16 B1_08 7718 111 1.42% 7829 2.60% 2.25% 2.96% 0.72% 满足审慎性
17 B1_09 218090 10439 4.57% 228529 8.39% 8.28% 8.50% 0.23% 满足审慎性
18 B1_10 140441 2362 1.65% 142803 3.40% 3.31% 3.49% 0.19% 满足审慎性
19 B2_01 155518 3028 1.91% 158546 1.90% 1.83% 1.97% 0.13% 满足准确性
20 C_01 12261 11966 49.39% 24227 55.82% 55.19% 56.45% 1.25% 满足审慎性
21 C_02 44891 28663 38.97% 73554 27.60% 27.28% 27.92% 0.65% 不满足
22 C_03 2593 6828 72.48% 9421 83.00% 82.24% 83.76% 1.52% 满足审慎性
23 C_04 15856 26788 62.82% 42644 55.16% 54.69% 55.63% 0.95% 不满足
24 C_05 73882 12180 14.15% 86062 8.44% 8.25% 8.63% 0.37% 不满足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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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简介

德勤全球金融服务行业

德勤全球金融服务行业（Deloitte Global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简称GFSI）是德勤从事
金融行业服务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全球性网络。

这一网络设立于1994年，是德勤第一个也是最
大的全球行业专门化团队。作为全球最大的私

营审计及咨询专业服务机构，德勤长期致力于

服务世界级领先金融机构。受益于服务我们的

客户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得以发展金融

行业的最佳实务和行业认可的领先理念，并通

过GFSI网络与全球同事分享。

德勤金融服务行业拥有银行、证券、保险及投

资管理领域知名的专家，同时集合了审计、风

险管理、税务、财务咨询、管理咨询等方面的

专业人士，组成这一高效服务网络，为客户提

供跨境、跨职能部门、跨行业的专业服务。

德勤中国金融服务行业

德勤中国金融服务行业（Deloitte China GFSI）
是德勤全球金融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们充分运用全球资源，同时根植本地，为中国

领先的金融企业提供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德

勤中国金融服务行业拥有一支在业界出类拔萃

的专业服务团队。至2012年底，德勤中国金融
服务团队已拥有超过900名专业人士，其中包括
70余位专注于金融机构提供审计、税务、企业
风险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和财务咨询等全方位

的专业服务。

我们的专家团队由资深财务和会计专家、管理

咨询专家、风险管理专家、银行、保险及投资

行业专家、变革管理专家、税务专家、并购专

家及各类技术专家等组成。部分合伙人来自于

金融业界的资深人士，他们了解国际国内金融

市场，熟悉各类金融企业的战略和运作，在各

自专精领域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拥有金

融行业各领域的精深服务能力，在中国金融专

业服务市场的地位日臻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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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需求 德勤管理咨询服务范围

德勤作为全球服务历史最悠久，声誉最卓著的
专业服务机构之一，在全球150多个国家，拥有
约20万名专业服务人员。

作为全球最大的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德勤管理
咨询是德勤全球旗下，与审计，税务，风险，
财务服务并重的五大事业部之一。德勤品牌
1917年进入中国市场，德勤管理咨询于1998年
在中国注册独立的法律实体。

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哈尔
滨和香港，我们已经拥有近1200名双语专业咨
询专家与顾问，为整个大中华区的大中型国有
企业，在华跨国公司，高科技高成长的民营企
业提供覆盖企业全价值链的高质量行业专精化

专业服务。

我们以 ‘为企业提升价值’ 为服务目标，提
供的解决方案覆盖了企业的全价值链，包括；
战略与运营服务，人力资本服务，信息技术服
务；我们以 ‘与客户共同成长’ 为服务理念，
重视规划与流程设计的切实落地，与我们的客
户建立战略性长期且深入的服务与合作关系。

来源 能力指标 排名

肯尼迪排行榜 Kennedy 全球咨询公司与管理咨询公司 #1

高德纳排行榜 Gartner 全球咨询服务提供者 #1

Vault 50大咨询公司排行榜 50大管理战略咨询企业 #3 

Vault 50大咨询公司排行榜 顶级实习机构
#2

(排名最高的咨询公司)

《咨询》杂志 最佳雇主排名 #6 

肯尼迪排行榜 Kennedy 人力资源转型服务 #1

肯尼迪排行榜 Kennedy 生命科学与医药卫生行业服务 #1

独立分析机构 Verdantix 可持续发展能力 Leader

肯尼迪排行榜 Kennedy 人力资本 #1

肯尼迪排行榜 Kennedy 全球金融行业咨询服务 #1

肯尼迪排行榜 Kennedy 全球战略咨询服务 #2

肯尼迪排行榜 Kennedy 运营管理咨询服务 #1

请与我们联络：

若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的兴趣或问题，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与我们联络：
公司网址：www.deloitteconsulting.cn
市场邮箱：cndcmarketing@deloitte.com.cn
服务热线： +86 21 6141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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