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法定名称

成立时间

实收资本及净资产
（2018年末）

经营范围、已注册的
业务资质类别

出资额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持股时间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900万元 现金 58% 2019年4月

1,650万元 现金 33% 2019年4月

450万元 现金 9% 2019年4月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2010年12月1日 1,550,000万元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9号博兴大厦6层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DB-1-4

DB-1-5股权结构

    根据营业执照，大公的经营范围为：企业信用度及有价证券等级评估；向国内外申请贷款及担保信用度评估；项目可行性研究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与评估；
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股份制改组企业方案设计、财务咨询服务；信用管理咨询服务；经济管理咨询服务及人员培训。
    目前大公拥有政府监管部门认定的全部评级资质，能够对中国资本市场除国债外所有债务工具和参与主体进行信用评级。

内容

信用评级机构基本情况

  1994年3月

 实收资本 5,000万元、净资产 12,767万元

否

2、控股股东名称，控
股股东为法人的，包
括成立时间、经营范
围、注册资本、注册
地址

控股股东名称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DB-1-1

DB-1-2

DB-1-3

1、直接或间接持有评
级机构股权或表决权
5%（含）以上股东名
称，及其出资额或者
所持股份、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持股时
间、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股东名称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仕行宏良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国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经营范围

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国有
股权经营与管理；受托管理；资本运营；为开
展上述业务所进行的投资和咨询业务。（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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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中国国新持股比例 注册地址

1986年10月15日 100%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180号6层101
室

2016年5月31日 100%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
201室

2014年9月16日 44%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73号6层607

2016年9月23日 100%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122室

2014年8月20日 100%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6号1号楼18层

3、控股股东控制的其
他机构的相关信息，
包括成立时间、注册
地址、经营范围、控
股股东的持股比例、

持股时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教育信息咨询（除留学
中介），商务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财务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网络技术、
通信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成果转让。

国新资本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投资咨询。

经营范围

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资产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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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国新（深圳）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股权投
资；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中国国新控制的子公司名称

国新科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
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
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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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等。

国新国控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中国国新持股比例 注册地址

2018年5月8日 100%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B
座一层西侧

2017年10月17日 100%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与兴洲北
街交界处“宁夏创业谷”办公楼第19层

2015年12月16日 100%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B
座5层558室

2012年5月在香港
注册

10% 香港湾仔港湾道18号中环广场2202室

中国国新控制的子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3、控股股东控制的其
他机构的相关信息，
包括成立时间、注册
地址、经营范围、控
股股东的持股比例、

持股时间

国新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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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参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支持中国企业国
际化并获取投资收益。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
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
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
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
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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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国新央企金融服务（宁夏）有限公司

金融信息数据处理服务，票据的咨询服务，金
融软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金融信息服务，接受金融机构
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及金融信息技术外
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中国国新持股比例 注册地址

2005年3月22日 100%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4号2幢2层2MG
室

1992年8月17日 100%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180号新纪元
大厦6层

2003年4月15日 100%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

2016年4月15日 100%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180号6层608
室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策划。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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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中国国新控制的子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3、控股股东控制的其
他机构的相关信息，
包括成立时间、注册
地址、经营范围、控
股股东的持股比例、

持股时间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新宏盛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华星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国有
股权经营与管理；受托资产管理；资本运营；
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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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对外投资4家公司。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改造、发展的策划与咨
询；企业资产托管、重组与管理；物业管理；
出租办公用房；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
车）。（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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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文化创意产业园经营；教育咨询；文化及相关
产业投资、技术研发与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物
业管理；进出口业务；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
品、其他印刷品及相关设备、材料的生产经营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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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中国国新持股比例 注册地址

2011年10月20日 10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清北路1
号7层

2012年在香港注
册

100% -

成立时间

2003年10月23日

2001年10月10日

4、子公司的相关信息，包括成立时间、经营范围、持股比例、持股时间、注册资本、注册地址：无

5、可实施影响的机构的相关信息，包括成立时间、经营范围、持股比例、持股时间：无

中国国新控制的子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国新控股（上海）有限公司

国新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

注册地址

上海市共和新路3201号1010室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深南大道6017号都市阳
光名苑1座28D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注销手续办理中）

组织架构设置

-

分支机构名称

6、分支机构的相关信
息，包括成立时间、
办公地址及组织架构
设置

3、控股股东控制的其
他机构的相关信息，
包括成立时间、注册
地址、经营范围、控
股股东的持股比例、

持股时间

通讯信息软件开发及销售，通讯信息设备的销
售，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及咨询（除中介），物业管理。

-



组织架构图

DB-1-6组织架构及公司部门职责

1.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为受评对象信用等级评定部门，负责确定受评对象的信用级别，负责防范评审风险并处理重大管理风险事件，参与各行业和主要产品评级方法、标准的
制定修订等相关事宜。
2.技术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为公司评级技术政策、评级业务制度流程、评级技术和研发体系的决策机构。负责组织制定评级技术政策、评级业务制度、评级业务流程政策、各行业
和主要产品评级方法及标准；负责研究组织开展评级质量检验和评价，总结、解决公司技术难题等。
3.营销委员会
营销委员会为公司营销策略制定、营销政策研究的统筹与决策机构，主要负责统筹并制定营销目标和营销政策、研究营销运行规则、风险防控等重大事项的决策。
4.综合管理部
综合管理部为公司战略规划 综合管理 人力资源 行政管理的归 部门 负责制订三会 人力资源 行政管理制度与政策 建立组织建设 招聘 薪酬福利 绩



部门职责

综合管理部为公司战略规划、综合管理、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的归口部门，负责制订三会、人力资源、行政管理制度与政策，建立组织建设、招聘、薪酬福利、绩
效管理、员工关系、培训管理体系并负责督导实施，负责公文管理、档案管理、党工群团、党风廉政、资质证照等相关事宜。
5.财务部
财务部是公司承担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公司资金管理和调度、会计核算管理、投融资项目的财务审核等工作。
6.信息化部
信息化部是公司软硬件总体规划建设、各类系统开发与运行维护的归口部门。负责建设与维护公司办公应用系统，负责规划、设计、开发与维护一库三平台等评级
业务系统，负责组织协调、制定、推广有关信息技术与应用标准，负责维护与管理各类软硬件系统的安全运行工作等。
7.市场部
市场部为公司对外开展债券投资人服务、维护公共关系、渠道管理和客户服务的主责部门，负责为投资人提供债券投资相关服务、渠道维护与管理、组织投资研讨
交流活动、开展客户服务、业务服务与协调、维护与市场各方的公共关系、进行公司品牌建设等工作。
8.战略客户部
战略客户部为公司市场开发、战略客户维护与开发部门，主要负责业绩目标的达成、央企及优质大客户的开发与维护、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新业务增长点的挖掘
、客户端的推广等工作。
9.业务拓展部
业务拓展部为公司市场开发、客户维护与开发部门，主要负责业绩目标的达成、终端客户的开发与维护、客户端的推广等工作。
10.工商部、公用部、结构融资部、金融部
工商部、公用部、结构融资部、金融部为相关行业或产品的研究、评级、数据管理的归口部门，主要负责相关行业或产品的评级方法、评级模型、评级标准的发起
拟定；研究行业或产品运行情况和行业内企业，组织和执行相关行业或产品的评级工作，确保评级作业流程合规性，提高评级报告质量和级别建议的准确性，负责
评级项目风险监测，负责项目数据审核、报送和归档工作。
11.新兴业务部
新兴业务部为公司进行资本市场评级以外评级业务的作业部门，负责相关业务的项目立项、项目管理、报告出具工作，拟定相关产品的评级方法、评级模型、评级
标准，分析研究相关产品的发展和运行情况，出具研究报告。
12.技术产品部
技术产品部为公司的科研中心，同时为公司各类科研和技术成果的归口部门，主要负责宏观研究与主权业务管理、债市研究与违约风险管理、专项研究与技术维护
管理，并负责对新产品、新技术进行可行性研究，对评级结果进行质量验证，对评级模型与验证开发、研究等工作。
13.国际合作部
国际合作部为公司国际对外合作与交流的归口部门，主要负责国际刻度评级标准及其他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统筹与协调国际合作与交流事务，配合完成品牌的国
际化推广等工作。
14.法律合规与风险管理部
法律合规与风险管理部为公司合规管理、评级信息披露与报备、风险管控、评级质量管理、法务管理、内部审计的归口部门，负责组织公司内控制度制定与修订工
作，根据监管要求完成评级信息披露、报备，组织风险排查、风险评估工作，与监管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管理评级流程质量及评级报告质量，处理法务诉讼，组
织实施内部审计等相关事宜。



1、法定代表人

姓名 董监高类型 岗位 职责 兼任情况

吕柏乐 董事长 总裁
全面统筹公司的管理工
作，负责重大经营方针、
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决策

是

松敏 董事 常务副总裁
分管人力资源、综合行政
、信息化工作

否

薛贵 董事 - - -

徐伟雄 董事 - - -

周笃高 董事 副总裁
负责公司战略性大客户的
开发、维护、管理及客户

否

于宁 监事会主席 - - -

胡明杰 监事 - - -

周雯 监事 公用部总经理
负责公用部人员、项目管
理工作。

否

王静 高级管理人员 总裁助理
协管人力资源、综合行政
、信息化工作

否

徐黎明 高级管理人员 总裁助理
负责业务拓展、客户管理
工作。

否

史淑梅 高级管理人员 合规总监
统筹管理公司合规、评级
报告质量审核、风险管理
、法律及内控事务

否

席宁 高级管理人员 评审委员会主任
负责评级项目信用等级评
审、评审委员管理等工作

否

马立颖 高级管理人员 评级总监

负责评级管理工作，包括
评级作业全流程监督管理
、评级制度完善、分析师
团队管理等工作

否

钱晓玉 高级管理人员 评级总监
负责评级管理工作，包括
评级作业全流程监督管理

否

DB-1-7人员情况

2011年8月加入大公，从事评级研究工
作。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的姓名、岗
位、职责、评级相关
从业经历、兼任情况

等

2009年加入大公，从事评级管理工作。

2019年9月加入大公，从事市场拓展与
客户服务工作。

2019年4月加入大公，负责人力、行政
、信息化等工作。

2015年加入大公，从事评级工作。

1997年7月加入大公，从事债券评级市
场推广工作二十余年

评级相关从业经历

2019年4月加入大公，统筹公司管理工
作。

    大公法定代表人为吕柏乐，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高级会计师，拥有注册会计师及注册税务师资格，具有证券评级业务高
级管理人员资质。具有扎实的工商管理知识和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曾在多家央企担任财务负责人。

2018年7月加入大公，从事人力管理工
作。

2012年5月加入大公，从事评级管理工
作。

-

-

2017年12月加入大公，负责合规管理、
法律、风险管理。



3、分支机构负责人的
姓名、职责、评级相
关从业经历等基本情
况

4、子公司负责人的姓
名、职责、评级相关
从业经历等基本情况

5、员工岗位设置、职
责及职位序列

6、公司及分支机构各
岗位人员的数量、资
质及从业年限情况

从业年限 10年（含）及以上
5年（含）—10年

（不含）
3年（含）—5年（不含） 3年以下（不含）

人数 0 10 6 0

8、子公司各岗位人员
的数量、资质及从业
年限情况

9、分析师近三年离职
率

注册地址及邮政编码

办公地址及邮政编码

公司网址

联系电话

传真

投诉电话

电子邮箱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不涉及

    截至2019年9月11日，大公资信各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共计245人，其中高管9人，市场人员34人，分析师129人，研究人员18人，合规人员9人，后台保障人员42
人，行政人员4人;从业年限在3年以上的员工达149人，占总人数的61%;硕士及以上学历员工达174人，占总人数的71%。
　　高级管理人员中通过证券评级高级管理人员资质测试的共6人。评级人员中共有141人取得证券从业资格，48人取得证券执业资格，5人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评级人员中从业年限在3年以上的共90人，从业年限在1年至3年的共49人，从业年限不满1年的共11人。

7、信用评审委员会的
人员数量、职级和从
业年限情况

2016年分析师离职率29.7%；
2017年分析师离职率21%；

2018年分析师离职率为64%（含被动离职）。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A座2901，100125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9号中国外文大厦A座3层， 邮编 100089

www.dagongcredit.com

010-67413300

010-67413555

010-67413300

dagongratings@dagongcredit.com

 史淑梅 13693106588   010-67413368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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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分公司及深圳分公司负责人均为周笃高。

不涉及

公司各部门由总经理进行统一管理，向各分管领导汇报。部门内根据分工需要分组，每组设置主管或组长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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