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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與適用範圍
1. 標普全球評級在此就其擬對受評金融機構適用之全球評等架構與對其個別基礎信用品質（standalone creditworthiness）進行評估時使用的方法論發布意見徵詢。
2. 金融機構的定義係基於一旦我們認為，該機構所面臨的最大風險與資產品質、資金來源與流動性，
以及有形資本等息息相關時，則屬於金融機構的範疇。金融機構包括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諸如
證券公司與融資公司（包括投資中小企業為主的封閉式基金投資公司）。
3. 本擬定準則適用於所有金融機構全球等級之外國與本國貨幣的長期發行體信用評等。本準則亦將適
用於混合資本工具以外的債務評等。在決定無法持續履行財務承諾或財務義務履行能力脆弱之公司
的個別基礎信用結構（stand-alone credit profile；簡稱SACP）或發行體信用評等（issuer credit
rating；簡稱ICR）時，將不適用本準則（雖然我們可能會使用本準則來評估該實體的個別SACP因
子）。在前述情況下，我們會使用我們的「授予『CCC+』、『CCC』、『CCC-』、與 『CC』評等
的評等準則（Criteria For Assigning 'CCC+', 'CCC', 'CCC-', And 'CC' Ratings）」（請參閱相關準則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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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發佈日期
− 首次發佈日期：2021年6月8日。
− 回覆截止日期：2021年7月20日。
− 生效日期：自最終版準則發布日起立即生效，惟需在當地登記的司法管轄區除外。在前述的司法
管轄區中，本準則唯有在完成當地登記流程後始得生效。
− 一經生效，本準則將取代本文文末「Criteria To Be Fully Superseded」與「Criteria To Be Partly
Superseded」二節中的準則文章。
4. 已註冊為銀行或銀行控股公司，或非銀行金融機構（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簡稱NBFI）皆

Richard Barnes
倫敦
(44) 20-7176-7227
richard.barnes
@spglobal.com
Ivana L Recalde
布宜諾斯艾利斯
(54) 114-891-2127
ivana.recalde
@spglobal.com

屬本擬定準則之適用範圍，即便是在我們將該些實體歸類為政府相關實體時（government-related
entities；簡稱GRE）亦然。我們將使用本準則來決定前述實體的SACP，而GRE準則則用於描述可
能包含在ICR中的外部特別支持。
5. 本擬定準則並不適用於保險公司或是財務服務公司，因為這類機構的最大風險與其產生現金流量的
能力較為相關（如基金管理公司以及金融服務融資公司），而非用於抵禦信用損失的資本需求。額
外損失吸收能力（addition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以及處理機制下交易對手評等（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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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party ratings ； 簡 稱 RCR ） 兩 節 係 適 用 於 金 融 市 場 基 礎 建 設 公 司 （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companies；簡稱FMI），除此之外FMI並不屬於本準則之適用範圍。

擬自前一版準則中提出之變更
6. 我們提議將金融機構的10篇準則文章合而為一（包括一份詞彙表），而大部分的變更係與提升格式
以及術語之一致性有關。我們亦已說明了同業比較之運用。以下為我們提議的分析變動。
7. 原 本用於ICR評估 時進行一 個級距調 整 的比較 評等分 析 （comparable ratings analysis；簡稱
CRA），我們提議更動為當前述調整的原因與SACP相關時則直接在評估SACP時進行比較評等分析
調整。我們亦提議當反映特別的政府相關支持因素時，則維持在ICR做出一個級距調整的比較評等分
析。做出前述ICR調整的範例為：某家銀行的經營正朝向符合法規對於損失吸收能力規範的方向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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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但我們預期，該行在此過渡期間將可獲得政府的支持。在現行準則中，我們會將此視為該行的
ICR可能可因額外的損失吸收能力（addition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ALAC）而上調一個級距，
但我們現在提議將此視為政府支持。
8. 我們亦提議，即使受評金融機構為GRE，在評估政府支持時亦應適用本擬定準則金融機構之政府支
持表格，這是因為前述表格係反映因為具系統重要性（這並非我們GRE評估的重點）而可能獲得的
政府特別支持。
9. 本擬定準則取消了現行準則中，只有在特定基本點範圍內的資本比率下我們方可採用質化調整來做
為我們對資本與獲利進行評估。其中對於特定的證券公司，我們亦提議應說明現金流量槓桿在我們
對資本與獲利進行評估時發揮的作用。
10. 我們提議對我們的ALAC評估方法進行幾項變更，一部分係因我們已更有能力運用質化調整來對資
本與獲利進行評估。我們說明了適用於調升發行體評等一至二級的ALAC門檻係指一般門檻，並說明
由於前述級距調升乃最大調升幅度，因此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給予較低的級距調升幅度。我們亦
提議降低前述門檻，並將總調整後資本（total adjusted capital；TAC）中的「超額」部分自ALAC
中移除，以更清楚地區分持續經營的損失吸收能力（在評估SACP時計得出）與停止經營的損失吸收
能力（在評估ALAC調升級距時得出）。（根據我們的現行準則，「超額」TAC係指：為能使預期
RAC比落在與目前的資本與獲利評估結果相對應之範圍內所必需達到之資本水準，超出此部分的資
本即為「超額」TAC。）我們亦提議，在特定情況下，對前述進行的調整門檻幅度應可在100或200
個基本點以上
11. 我們將不再排除到期日在12至24個月內，且超過標普全球評級風險加權資產（RWA）0.5%的ALAC
工具。同時，若一金融機構選擇在到期日之前贖回ALAC工具，我們提議要對主管機關是否有能力防
止贖回進行審視，而按照我們的現行作法，可能的贖回必須經由主管機關核可。為了使我們的作法
更具前瞻性，我們亦將取消SACP為「a-」之金融機構的ALAC與標普全球評級RWA之比率必須至少
已達8%，其SACP方有可能提升兩個級距的要求。
12. 我們提議不要決定出子因素的得分，除非是要決定初始資本與獲利的得分，以及對資金來源與流動
性分開進行評估。對於所有包括NBFI在內的金融機構，我們提議在全面考量子因素後再對SACP因
素進行評估（包括資金來源與流動性）。
13. 除了資金來源與流動性（會產生綜合影響）之外，針對所有SACP因子，我們提議採用更細化的方
法來決定出各個SACP因子得分屬於最低的兩項評估結果對SACP造成的負面影響。（在現行準則
中，前述評估結果分別被稱為「弱」與「非常弱」等級，但我們提議將其分別更改為「受限」與
「弱」等級。）「受限」的評估結果為-2個級距或-3個級距，而「弱」的評估結果則為-4個級距或5個級距。（對資本與獲利的影響仍依基準點不同而有所差異。）
14. 我們針對所有在準則適用範圍內之所有金融機構提出了一種評估其資金來源與流動性的通用方法。
我們將採用一套四點式量尺（four-point scale）來分別評估資金來源與流動性後，整體考量資金來
源與流動性對SACP的整體影響。一旦評估結果為「弱」時，我們亦提議對SACP的負面影響採取更
細化的分析方法。不過，我們不會根據資金來源與流動性的評估結果來對SACP設定上限。我們亦提
議取消在基本情境以及壓力情境下針對金融公司與BDC所做的現金流量預測。我們的目的是要說明
同業比較在資金來源評估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15. 我們提議在以下情況針對金融機構的SACP設立上限進行修改：（1）該金融機構在遵守有關其最低
法定資本的要求方面獲得主管機關的寬限；或是（2）該金融機構違反前述要求，因此，除非該金融
機構適用「CCC」準則中的情境，否則其SACP將不會低於「b-」。我們亦提議說明我們如何看待臨
時違規與適用的最低資本要求。
16. 我們提議以借款對EBITDA比做為計算特定證券公司之初始資本與獲利得分的基礎，而非以風險調
整後資本比做為計算基礎。
17. 本擬定準則與我們用於銀行以及證券公司的獲利緩衝指標定義一致。
18. 我們提議對於我們可能會在ICR中納入的其他短期支持因素之情況進行說明。我們不檢視較偏機械
式的條件，而是會聚焦在政府當局表明其有意提供支持的情況，包括政府提供的支持是否會及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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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具系統重要性的實體。我們亦提議將此類支持的名稱更改為額外支持（從目前的短期額外支
持），並將其對ICR的影響敘述為額外支持調整。
19. 對於非歐盟的銀行分支機構，我們提議其ICR可以較母國的外幣主權評等高兩個級距，這與我們對
於非歐盟的銀行核心子公司的作法一致。（現行作法為：除非該分支機構位於離岸銀行中心，否則
非歐盟銀行分支機構的ICR均以主權評等做為其上限。）
20. 在為我們先前稱之為個別投資銀行的銀行決定基準點時，我們提議使用以曝險區域風險結構為準的
經濟風險進行評分，而非使用現行的方式，亦即以銀行總部所在地之司法管轄區的經濟風險進行評
分。我們亦提議更改我們的方法，使銀行即使是在頻繁從事交易活動的情況下，其風險部位評估也
可能較原本限定的風險略高等級為佳。
21. 我們提議將FMI納入以ALAC進行評估的適用範圍，因為部分FMI可能會受其中涉及到以損失吸收能
力工具進行自救的有效處理機制的約束。
22. 我們提議增加如何決定債務發行信用評等一節，內容包括如何決定銀行的債務發行信用評等，並將
我們授予NBFI的債務發行信用評等準則搬移至本文中。在前述移動過程中，我們並未提議變更我們
的分析方式。債務發行信用評等準則文章（請參閱「Criteria To Be Partly Superseded」一節）將繼
續適用於非銀行金融服務公司。
23. 本擬定準則將我們的金融機構商業本票準則合併至新的架構中，並刪除了專門適用於商業本票覆蓋
要求相關條文，這是因為我們將在我們的流動性評估中評估如何管理此類計劃。
24. 在處理機制下之交易對手評等（RCR）一節中，我們說明了若我們認為處理機制程序使交易對手之
負債與發行體的其他優先債務之間的違約風險得以有所差異，則為授予交易對手評等而必須具備的
有效處理機制架構便不必涉及自救機制。我們提議援引「有效的處理機制架構」（an effective
resolution framework），而非「有效的自救處理機制架構」（an effective bail-in resolution
framework）。
25. 我們提議，將我們並未歸類為混合型債券之銀行次順位債務工具的評等授予準則搬移至本篇新準則
文章中。不過在前述移動過程中，我們並未提議變更我們的任何分析方式。

對已發布的信用評等的影響
26. 我們認為，在本準則之適用範圍內，發行體信用評等受到的影響將非常小。根據我們的測試並假設
該些實體能維持其目前的信用特徵，受影響的ICR將不到10%。我們估計，大多數受影響的ICR之調
整幅度為一個級距。雖然大多數金融機構與銀行並無處理機制下交易對手評等（RCR），但若我們
更動銀行的ICR且該銀行擁有RCR，則我們很可能將以相同的方式調整RCR。
27. 我們還預期，可能會有50個混合債務工具的債務發行信用評等因SACP發生變化而調整，這是因為
我們將SACP層級的CRA調整因子考慮在內—若前述調整的原因與SACP有關。我們預期，前述調整
對債務信用評等造成的影響將會是約三分之二的債務發行信用評等被降低一個級距，另外三分之一
則升高一個級距。此外，根據我們的測試並假設該些實體能維持其目前的信用特徵，受此提議影響
的SACP將不到5%。我們預期，大部分前述SACP的更動幅度將為一個級距。該些發行體的混合債務
工具評等可能會受到SACP變動的影響。再次強調，我們預期，大多數評等變化將為一個級距。

問題
28. 標普全球評級除了要徵求對本建議準則的一般評論意見外，同時也希望能就以下問題向業界徵求回
應看法：
− 請問您對我們在本文中提出的方法論建議的整體看法為何？
− 請問您認為是否有任何尚未被本建議準則充分考量的因素？
− 請問您認為本建議準則是否有任何明顯的重覆或遺漏之處？
− 請問您認為本擬定準則的結構清楚嗎？若不是，為什麼？
− 請問您認為本建議準則之架構是否過於強調任何特定的評等因素？如果是，您認為前述被過於強
調的部分是否可透過調整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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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您認為我們是否正確地掌握了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且同意我們所提出之用以評估該些風險
的方法？若不是，請問您有何替代方案？

回覆截止日期
29.

我 們 建 議 有 興 趣 的 市 場 參 與 人 士 在 2021 年 7 月 20 日 前 ， 就 本 項 建 議 準 則 在
https://disclosure.spglobal.com/ratings/en/regulatory/ratings-criteria//articles/criteria/requests-for-comment/filter/all#rfc，提交書面意見，參與人士必須從既有的
「意見徵詢（Requests for Comment）」列表中做一選擇以啟動上傳程序（您可能需要先登錄或註
冊）。一旦意見徵求期間結束，我們將在檢視並考量這些意見後發佈最終評等準則。標普全球評級
會 配 合 法 規 規 定 ， 將 在 意 見 徵 詢 期 間 收 到 的 意 見 公 布 於
https://disclosure.spglobal.com/ratings/en/regulatory/ratings-criteria/view-criteriacomments。若參與人士遭遇技術性困難，則亦可將意見寄至CriteriaComments@spglobal.com。
所有意見必會對外發佈，但意見提供者可以選擇以匿名方式發佈其意見，亦可以表明本身的身份發
佈意見。通常標普全球評級會完整發佈評論意見，除非我們認為由於語調或內容等原因不宜完整揭
露該評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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