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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business of certainty

Bureau van Dijk 覆盖的非上市公司信息，帮助客户做
出更佳商业决策，提高工作效率。

Bureau van Dijk 数据的关键优势在于信息广泛且来源
丰富，可实现数据的跨境搜索和比较；包含的公司所有
权信息可帮助用户了解公司股东、公司独立程度和最终
受益人等企业架构信息。

A
AML4    反洗钱 4 号令

欧盟28 个成员国的立法机关预计将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在
本国开始实施欧盟反洗钱 4 号令（通常缩写为 AML4）。

• 该指令旨在协调欧盟与美国的反洗钱法律，并强调在开
展业务时必须确认对方公司的受益所有人

Anti-bribery and corruption (ABC)

反贿赂和反腐败

反贿赂和反腐败在合规调查中日益重要，其指的是银行和其他公
司为打击普遍意义上的腐败流程或特别针对贿赂而制定的工作流
程（其中包括了法律法规）。贿赂是指行贿者为了获得利益向其
他个人或实体给予或提供利益诱惑。

另请参阅        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

关键控制人 (People of significant control，缩写为PSC) 通

常也被纳入受益所有人范畴。

如何界定受益人：通常指在公司所有权结构的任何层级中至
少拥有 25% 股权的人或实体。不过 AML4 对于一些“高
危”公司将实际受益人的股权最小值调整到10%。 



Beneficial ownership  最终受益人

指最终拥有或控制实体的自然人（个人）和/或正在进行交
易当事人所代表的自然人。它还包括法人或拥有最终有效
控制权的人。

以上定义未包含所有情况，对于低风险偏好或者担心发生
声誉风险的用户，还应综合考量其他相关信息。

另请参阅    AML4 和 People of significant control

B 

Anti-money laundering   (AML)  反洗钱 
另请参阅   Money laundering

Compliance   合规
合规是用来确保公司在其内部运营及与第三方交易过程中遵守
国家和国际行为的规则指引。 

在企业所有权的研究中，第三方调查十分重要。研究人员需要
对第三方或涉及第三方的某些所有人实施尽职调查，了解其所
有权类型及所占股份比例，从而保证交易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出于监管或保护自身声誉的目的，合规都与反洗钱 (AML)、了
解您的客户 (KYC)、资助恐怖主义、贿赂腐败以及制裁等领
域相互交叉。因为这些均涉及到所有权问题。

Bribery  贿赂  

请参阅        Anti-bribery and corruption (ABC) 

C
Cascade-down effect           连带影响  

请参阅     Sanctioned by extension

 Client     

请参阅   Know your customer 

Company       公司    

请参阅     Entity 和     Third party

     on-boarding    客户受理



Controlling ownership   控股股权
请立即停止属于下列情况的业务往来：

·某个人或实体已经遭到制裁

·某实体因其所有权关系被连带制裁 

个人或实体对某一实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一般由其在该实体
中所占的股权份额决定。 通常来说，这个最小值是50%，也
有某些区域将最小值设定为50% 加 1 股股份。

从数学计算的角度我们非常容易理解，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复杂的企业所有权结构常常让专业人员无法确定个人或实体
的真实控股信息。

请注意，统合所有权（参阅  Integrated ownership ）通常与

实体控制权的最终归属并不存在太直接的联系，真正需要关
注的是企业架构中针对每个层级的控制权和具体股权份额
（参阅Sanctioned by extension）。 

另请参阅 People of significant control，这是一个关联术
语，其适用场景较多。

Compliance Catalyst

Bureau van Dijk 的 Compliance Catalyst 是一个垂直于合规领域
的平台，它能简化用户合规和尽职调查的工作流程。通过对接 
Orbis 全球企业信息数据库，Compliance Catalyst 可实现：

· 集中查询并保存数据；

· 对接用户自有数据并利用到相应
研究中；

· 创建工作流（或者与用户现有的
工作流相集成）；

·提供附有审计跟踪和注释的报告；

Compliance Catalyst 使用简单，用户还可根据自身
需求设置风险权重。

有时候一个企业的架构信息可能包括了数百家公司，

Bureau van Dijk 所有权查看器可以帮助您理解这些庞
大的结构，并通过“drag and view”图表帮助您在
一个屏幕上看到企业完整结构。您还可以随意放大或
切换不同视角。



G 
Global ultimate owner       全球最终所有人 

指公司股权结构最顶端的个人或实体。全球制裁制度和合规要求正
逐步收紧与规范，这使得了解并确认那些在实体中的全球最终所有
人和国内最终所有人(DUO)（即针对一个国家中最顶层的所有权实
体）就变得格外的重要。

针对这一点，Orbis中涵盖的 2 亿家企业数据和所有权 GUO 标识工
具就可以快速做到。需要注意的是，GUO 并不一定等于控制所有
人或受益所有人。

Governance, risk and compliance (GRC)

治理、风险和合规

请参阅     Compliance  和    Risk

I 
在公司所有权研究中，个人、人和自然人这几个名词通常可以互
换，其均可用于区别于实体的指称。 

个人可拥有或部分拥有实体，并可成为该实体的董事。但如果实体
的所有权个人和董事在制裁处罚名单中或者存在合规问题，则应对

其进行调查。

腐败       

                                                                                                             Corruption                                                                                        腐败

请    参阅    Anti-bribery and corruption (ABC)

Customer due diligence (CDD) / due 
diligence客户尽职调查/尽职调查

在与个人或实体签署合同或者建立业务关系之前，通常
应对其进行尽职调查。某些尽职调查的目的是评估商业
合作的可行性，某些则是明晰相关方应承担的法律义
务。一般来说，尽职调查由银行严格控制把关，并与了
解您的客户（KYC）相关联。

另请参阅                    Compliance

E
              Entity              实体

在公司所有权的研究中，实体是一个与公司相近的概
念，它涵盖的范围比公司更宽泛。除公司以外它还包括
其他机构，如慈善机构、非营利机构、信托、合伙企业
和政府机关等。这一术语在第三方研究中使用广泛。

在Orbis（全球企业信息数据库）中，所有实体都会被赋
予一个专有的ID号码，这将方便用户对于实体的识别或
验证工作，特别是那些名称与其他实体相似或相同的实
体。 目前，金融服务部门针对各实体实施的是国际公认
的法律实体标识符 (LEI)。

                                    

Individual  实体



Integrated ownership       统合所有权

统合所有权用于描述某一个人或实体在另一实体中拥有的

所有权比例总和。

要计算统合所有权，首先需要查明指向该个人或实体

的“所有”所有权路径及对应份额（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
接的），然后再乘以每个层级所占的股权比例，最后将每
个层级的持股比例相加即可。现在，Orbis 可自动帮您完
成这些计算。

在合规调查的某些领域以及企业的具体业务中（如公司估
值），上述计算会很有价值，因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所有
权结构都会考虑到统合所有权。

更多所有权比例及相关注意事项，请参阅
Percentage thresholds and shares、Controlling 
ownership 和Sanctioned by extension

统合所有权按照复杂性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Direct ownership       直接所有权 

指某一实体被个人或实体直接（或部分）拥有，其所有权
关联是直接的且未通过其他任何个人或实体关联。

除了循环所有权以外，在考量比例阈值时所引述的比例份
额可以按面值计算。 

Simple, single-path indirect ownership

简单、单一路径的间接所有权

指实体和拥有其所有权（或部分）的个人或实体之间通过
一个或多个中间实体构成的两个以上的简单所有权链条。 

在计算最高层个人或实体在最底层目标实体的所有权比例
时，只需将各链条的比例相乘即可（Orbis 可自动帮您完
成这些计算）。 

所有权结构中不同层级的比例阈值与合规制度、管辖区
域、目标实体的风险度以及自身公司的风险偏好等因素相
关。

Multiple-path, indirect ownership

多路径的间接所有权 

该类型是上述所有权类型的扩展，其不同之处目标实体与
拥有（或部分）所有权的最顶层个人或实体之间存在两个
以上（含两个）所有权路径。 



在计算所有权比例时，应根据上述规则计算每一链条上
的数值后并加总（同样，Orbis 可自动帮您完成这些计
算）。 

如果一个实体直接部分拥有另一个实体，并且同时通过
第三方间接部分拥有该实体，那么情况通常会更加复杂
（多个层级里存在多个有效的所有权）

Circular indirect ownership

循环的间接所有权 

当两个实体相互拥有对方的部分所有权时，即构成循环
的间接所有权，这通常发生在复杂的公司架构体系中。
这种情况下，理论上其中的一个实体可以完全拥有对
方，而对方实体不能完全拥有该实体，因为公司结构会
形成一个闭环，且不会有个人拥有任何最终所有权。但
是也有极少的极端情况：一个实体可以完全 (100%) 拥
有对方，而对方可以拥有该实体的 99% 股权，剩余
的 1% 归其他方所有。

在复杂的企业架构中存在很多这种循环结构。循环结构必
然会发生相互的关联，并同时会与其他的所有权发生关
联，形成闭环结构里的比例差额。

一般来说，这些比例不会都按照面值计算（特别是当关联
到个人而非实体时），因为其往往在实际代表着更大的份
额和更大的控制权（OFAC 通常更多采用字面方法）。 

并非包含循环的间接所有权的股权结构都存在可疑，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它们通常是随着公司集团的扩大而演进
产生的，但也可能是个人或实体为掩饰自己在公司的真正
利益而采取的转移注意的方法。

Aggregate ownership    聚合所有权

聚合所有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综合所有权，其无需考虑逐
级所有权比例的加成，只与个人层级的所有权总额相关。
因为涉及到同一层级不同实体的所有权比例之结合，聚合
所有权也有其复杂之处。 

适用场景：计算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的受制裁实体或个人
在某一实体任何层级上拥有的直接所有权。



L
Laws and influential bodies     法律和有影响力机构

各种民事和刑事法律均适用于每个相关法律制定机构的管辖区域
所覆盖的所有个人和实体。该等法律可以是“法官裁判”的判
例，例如英国、美国、爱尔兰和英联邦的法律；也可以是欧洲大
陆、拉丁美洲、很多亚非洲国家编纂的规则、条例和立法。 

以下列举了目前在合规事务中相关的法律和机构：

ACAMS：公认反洗钱师协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国际会员组
织，致力于提升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 (CTF) 和金融犯罪监控的
知识。

K 
Know your customer (KYC)      了解您的客户

了解您的客户与客户尽职调查（另参阅Compliance）和客户受
理密切关联，是一种“用于确定客户真实身份以及活动类型是否
符合‘正常和预期’的反洗钱程序”，并且它能够“检测某一客
户是否存在‘异常’活动行为。KYC 与银行部门关联最为密切。

AML4：请参阅        AML4 词条。 

2010 年《反贿赂法案》：一部有影响力的英国法律，可能是该议
题方面最全面的法律，与 FCPA 具有相似性。 

BIS：英国的商业、创新和技术部；其他的管辖区域也有类似的政
府部门。 

DOJ：美国司法部，该部门制订了许多相关法律。伴随全球化进
程的加快，其中部分法律已经在全球范围使用。

EU： 欧盟，一个超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联盟，通过相关法规和指令
（例如 AML4 及其前身）来推动很多欧洲合规规则的实施。 

FATCA：《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FATF：金融行动特别工作
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政府间机构，引领了合规某些领域的发展
趋势。 

FCA：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政府机构。 

FCO：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美国也有类似的部门，即国务院。 

FCPA：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类似于英国的《2010 年贿赂法
令》。 



FinCEN：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美国财政部下设的一个部门。

HMRC：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在美国相当于美国国税局 
(IRS)。 

OFAC：外国资产管制局，这是美国财政部下设的一个机

构。OFAC 在合规制裁方面极具影响力。OFAC 的两个重要
名单包括：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SDN) 名单和 
Sectoral Sanctions Identification (SSI)名单。在英国，金融
制裁执行办公室 (OFSI) 与美国的该部门具有类似的职能。

M
Money laundering                    洗钱

洗钱是指那些隐瞒或掩饰非法获得财产或资金的存在、来
源、移动、目的地或非法使用，并使其看起来合法的行为。
洗钱通常包括三个步骤：将资金转入金融系统；通过分层交
易掩盖资金来源、所有权和位置；以合法的形式使资金流入
社会。

AML工作包括监控洗钱者、报告并防范其交易活动，以及限
制与其开展业务，通常由银行或公司的合规部门负责实施。

O
Orbis and Orbis ownership explorer

 Orbis 和 Orbis  所有权查看器

Orbis 全球企业信息数据库拥有最强大的非上市公司可比
数据资源。作为 Bureau van Dijk 的旗舰数据产品，Orbis 
涵盖全球 2 亿多家公司信息，其中就包含各公司的董监高
管和所有权结构信息。 

Orbis 中的动态可视化工具和所有权查看器能够将一个公
司或企业集团复杂的所有权结构可视化，并形成自上而下
（或自下而上）的浏览视图。信息包括：

·目标实体与其他实体和个人之间的所有权关系；

·直接和间接的所有权比例；

·控制所有人及受益所有人信息；

·相关实体或个人在政界敏感人物（PEP）和制裁
名单上； 

用户还可针对自身需求设置总体比例阈值，也可通过删
除很小比例份额的个人和实体对复杂结构进行简化。



AML4 要求各国政府备存 PSC 名单，并规定公司合规检查时必
须查询PSC信息。PSC 作为公司注册信息的一部分，某些国家
已公开可查（例如：英国），但大多数国家尚待公布。 

由于目前没有规范  PSC  的定义和范围，并且很多信息由公司自
行报告，因此在实际调查中，除了查询关键控制人以外，对受
益所有人的调查也是十分必要的。

Percentage thresholds and shares

比例阈值和股份

任何实体所有权的总和应该等于100%。统合所有权词条中
对所有权比例的计算进行了详细说明。其影响的因素除了 持
股比例、该比例位于企业结构中的哪一层级外，还应参考更
多现实因素（现行法律和企业自身可接受的风险等级）。如 

AML4 词条中所述，受益人通常在公司所有权结构的任何层
级中至少拥有 25% 股权，而对于一些“高危”公司将实际
受益人的股权最小值定义为10%。

针对刚才所说的“层级”，下面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 B 公司持有 A 公司 45% 的股权，而 C 个人持有 B 公司 
30% 的股权，那么尽管 C 个人仅持有 A 公司 13.5% 的股权
（统合所有权），但是其仍属于 A 公司的受益所有人，原因
是在每一层级上的股份所有权均超过 25%。

Owner / ownership   所有人/所有权 

指实体可以被其他实体和/或个人直接（或部分）拥有。如果是私
营企业，则会通过合伙关系或者上市股份的形式被个人完全拥有

（往往是间接拥有）；如果是国营企业，则被国家所有。 

所有权是按照比例份额计算，在重大决策中其通常与表决权成比
例关系。不过这里也有例外情况，就是关键控制人（参阅 People 

of significant control）。

所有权比例份额在许多第三方尽职调查和合规领域中都是重要的
考量因素。

P 
People of significant control     关键控制人

AML4 扩大了欧盟对受益所有人的定义，并引入了关键控制人 

(PSC) 的概念。

PSC 包括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和公司董事长等，却并不一定
要拥有公司股份。 



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

政界敏感人物（PEP）

指因在政府或公共领域担任重要职位或者与政府人士存在联系
（例如配偶关系）而被视为可能发生腐败的个人。 

目前并没有立法规定企业不得与 PEP 发生业务往来，而且每个 
PEP 也不一定就必然存在行为不当。但如果企业可接受的风险等
级较低，并且在审查第三方时发现PEP（部分）拥有第三方实体或
者在其中担任董事，那么需要对此格外注意。

Orbis 全球企业数据库和 Orbis 的所有权查看器都对政界敏感人物

进行了标记。

R
 

Risk  风险 

对风险常见的定义是指有可能遭到伤害或损失的状况。在进行合
规调查时，损失通常意味着财务损失。 

财务损失可能是直接的：比如企业向信用度低的公司出售货物，
他们可能无法付款；或者如果企业触犯法律，则可能遭到罚款。

财务损失也可能是间接的：如果企业破坏了规则或被发现执行了
不当行为，那么声誉以及客户忠诚度也会因此受损。除此以外，
还有可能因为违反法律遭到罚款。 

因此为了避免损失，大多数公司均在其合规人员的帮助下，基于
公司的风险偏好、所处行业及其他外部因素，在决策时加入风险
管理环节。 

对第三方所有权的调查和评估亦归属于这一范畴。

S 
Sanctions    制裁 

英国政府曾就制裁发表过观点：“制裁和禁运是针对目标国家采
取的政治性贸易限制，目的是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制裁，其只适用于特定的个人、实体以及某
些国家内的政府。 

请参阅Controlling ownership  和 Sanctioned by extension 



Sanctioned by extension   连带制裁 

连带制裁有时又称为“关联制裁”。基于关联影响，属于下
列情况之一，公司都将受到连带制裁：

·受制裁个人或实体全部或部分拥有该公司所有权；

·任何链条中的所有权份额均不低于 50%。；

T 
Third party    第三方

在商业和法律中第三方有各种狭义的定义，其中的一些定
义是各方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即构成第三方。但是在合
规和企业所有权研究中，它的含义更为广泛：扩展至与
企业建立合同关系的任何外部个人或实体（通常是公
司）。

第三方包括客户、供应商、代理商、经销商和合资企业合
作伙伴。

请注意：尽管受制裁个人或实体在较低层级公司里持有的股
份可能很少，但仍可能导致该公司受到连带制裁。原因是在
每一层级持股 50% 的情况下，只需经过七个层级，便可将其
持股降至不足 1%。

State-owned enterprise    国有企业

顾名思义，国有企业 (SOE) 或者国有公司 (SOC) 是指由国家拥有
（或部分拥有）的实体。国有企业代表政府从事商业活动。 

例如英国的 BBC 和皇家苏格兰银行、美国铁路公司、法国的国营

铁路公司和 Nissan，以及荷兰的 ABN AMRO。 

Z
Zooming in and out      缩放 

这是 Orbis 所有权查看器中的一个可视化工具，用户可以通过
此功能深入了解一家公司的直接所有人和子公司，或者加深对
整个企业集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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