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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务院，发布国际毒品控制战略

报告（INCSR，第二卷）；

• 汤森路透 (TR) ；

• IBM ； 

• Know Your Country ；以及

• 巴塞尔治理研究所。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拥有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正式授权，

可以制定旨在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扩散

融资的政策。FATF 维护着一个记录完备

的网站 1，其中提供了大量的相关信息。

FATF 定期发布国家或地区互评估报告。

互评估报告程序已经进入第四轮，迄今为

止已对约 50 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评估。 

每四轮互评估报告会产生 40 个技术合规

评级和 11 个有效评级。因此，FATF 为

每个司法管辖区生成 51 个评级。此外，

FATF 还会不定期汇总最近第四轮的所有

评级，这非常有用。2

技术合规分四个等级，分别为合规、大部

分合规、部分合规和不合规。有效性分为高、

较高、中等和低共四个等级。

FATF 没有提供将其四部分评估转换为数

字分数的算法，但是这些数据的许多用户

（包括其他反洗钱评级机构）经常采用他们

自己的算法。

FATF 互评估报告由临时借调到特定国家

或地区互评估报告团队的反洗钱专家主笔，

由与 FATF 有关的全职专业人员或 FATF 

下属九个地区性机构之一提供额外支持。

先实施行之有效的国家或地区自评程序，

其后，审查小组先对自评结果进行远程评

估，然后到访该国再次进行评估，访问

后完成报告并以适当方式确保报告质量。

本文旨在确定提供主权反洗钱 (AML) 风险

评级的组织，并就他们对主权债务评级机

构的态度进行比较和对比。

本文确定的一些组织并不认为自己是主权

反洗钱评级机构，但利益相关的部门或机

构却把这些组织的产品作为评级报告使用。

本文中“评级机构”只是功能性描述，并

非正式定义。

主权反洗钱评级机构有哪些？

我们确定了六家反洗钱评级机构，但这肯

定并不完整。我们同时确定了提供与反洗

钱相关的国家评级的机构，但其业务不够

集中，不足以归为反洗钱评级机构。

我们确定的六个机构如下 ：

•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发布互评

估报告 (MER) ；

主权反洗钱风险评级
机构实用指南

每
个熟悉金融业的人都听说过穆迪、标准

普尔等主要债务评级机构。这些机构会

就借款人（包括主权借款人）违约的

可能性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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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其中概述了美国国务院关于指定国家

或地区反洗钱风险状况的看法，特别是涉

及毒品贩运的情况，当然不仅是与毒品贩

运相关。

这种情况下的“评级”具有二元性 ；一个

国家或地区要么在清单上，要么不在。从 

1999 年到 2016 年，受审查的国家或地区

约有一半被认定为主要洗钱国家或地区。

从 2016 年起，这一比例变为 75%，25% 

的国家或地区被排除在报告以外。从历史

上看，INCSR 有一个清单，其中包括经美

国国务院审查但未列入前述清单的国家或

地区。根据目前的安排 8，在理论上，可以

对所有司法管辖区进行审查，但在实践中，

有些司法管辖区会受到更加密切的关注。

与 FATF 一 样， 不 提 供 正 式 评 级， 但 

INCSR 用户通常用零分或一分建立更大的

评级模型。

年度 INCSR 报告第 1 卷和第 2 卷的清单

于每年夏天编制，由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和

相关国家或地区会同相关美国政府机构共

同协商完成。清单编制完成后，执法事务

局会向美国驻已完成审查的国家或地区的

大使馆或领事馆发送一份一页长的问卷。

各使领馆都会与地方当局合作，准备回复

问卷，然后将问卷发回华盛顿进行编辑并

纳入年度报告。问卷信息会告知有关清单

中每个国家或地区已公布的讨论，但不会

反映该年清单中包括哪些国家或地区。

没有正式的模型用来确定某个国家或地区

是否已被列入 INCSR。也没有类似于评级

机构采用的、用来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如

何进入或退出清单的程序。

在 FATF 互评估报告结果公布后，INCSR 

清单可能是影响一国全球反洗钱声誉的第

二大因素。

INCSR 和 FATF 互评估报告也是两个主要

的“原始判断”评级来源。正如后文所讨论，

我们已明确的主权反洗钱评级领域的四个

订阅服务提供商全部采用加权指数，他们

唯一需要判断的是如何确定指数输入的权

重和算法变换。

汤森路透

汤森路透（最近改称 Refinitiv）提供了几

种与反洗钱 / 反恐融资相关的产品，包括

国家 / 地区风险排名 9 产品。汤森路透采

用的方法是从世界银行、国际透明组织等

最终，将评估结果交给 FATF 全体会议审

议，通过后发布。对于评估方法 3 和第四

轮评估程序 4，FATF 都有详细的记录。

这个过程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

部门评估制度 (FSAP)5 和巴塞尔委员会

的监管一致性评估制度 (RCAP)6，代表了

关于实施专家判断互评估审查的公认国际

标准。

FATF 自 1989 年成立以来，其评估方法已

从第一轮发展到第四轮，同时实施了广泛

咨询、改进审查制度等举措，进一步夯实

了审查程序。

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会已立法授权美国行政部门每年就

全美毒品贩运和麻醉品相关洗钱活动的

状况撰写一份年度报告。美国国务院国

际毒品和执法事务局 (INL) 每年通过编写 

INCSR 来履行这一法定责任。7 本报告第 

1 卷介绍麻醉品生产和转运。第 2 卷为本

文主题部分，明确了被美国国务院评为“主

要洗钱国家或地区”的国家或地区。其中

列出的每个国家或地区（奇怪的是，美国

不在此列）都会收到一篇大约两页长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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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构提供的 200 多个公共数据源获取

信息。然后将这些数据源进行算术变换，

转换为加权指数，索引结果为数值，允许

对汤森路透数据库中的所有司法管辖区进

行排名。

汤森路透用于确定国家 / 地区风险排名的

确切公式为商业机密。汤森路透指出，两

个权重最高的输入项是 FATF 互评估报告

结果和 INCSR 清单。

该产品允许用户从国家 / 地区风险排名数

据库中选择自己的输入数据和权重，并形

成自己的定制主权风险评估报告。

汤森路透通过内部机密算法确保国家 / 地

区风险排名产品的质量。

IBM

IBM 提供的产品称为“IBM 金融犯罪地区

风险洞察”(FCGRI)，10 所用方法与汤森

路透类似。FCGRI 采用来自 18 个以上的

第三方数据源提供的 83 个数据源。

与汤森路透一样，FCGRI 的权重、计算

和质量保证算法均为商业机密。FCGRI 

源 于 普 莱 蒙 特 金 融 集 团 (Promontory 

Financial Group) 的“反洗钱与制裁地

图”(AML ＆ Sanctions Atlas) 产品，该

产品于 2016 年随普莱蒙特金融集团的兼

并而成为 IBM 旗下产品。据了解，FATF 

和 INCSR 结果是 FCGRI 计算结果最重要

的输入项。

KnowYourCountry

KnowYourCountry11 (KYC) 是一家位于

泽西岛的订阅服务提供商，同样采用加权

指数排名系统。其指数主要针对 FATF 非

合作或反洗钱缺陷清单中的十个国家。然

而，在这十个国家以外，FATF 互评估

报告仅占 8% 的权重，而 INCSR 第二卷 

(15%) 和第一卷 (3%) 则占 18% 的权重。

其余权重由其他六个来源占据。KYC 简要

合理地披露了其采用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

法。KYC 公开提供了大量信息，订阅用户

则可获得额外的资料。

巴塞尔治理研究所

巴塞尔治理研究所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

会无关，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巴塞尔反洗

钱指数 12 由 14 个公开指数加权后计算得

到。该机构简要而翔实地总结并公开发布

了其计算方法 13。

巴塞尔反洗钱指数约有三分之二是根据明

确的国家或地区反洗钱 / 反恐融资得分形

成的。该反洗钱 / 反恐融资得分则源于（按

重要性排序）FATF 互评估报告结果、司

法管辖区是否出现在 INCSR 清单上以及该

司法管辖区在税收正义联盟 (Tax Justice 

Network) 金融保密指数中的得分。14 巴塞

尔反洗钱指数得分另有三分之一来自其他 

11 个公开指数的加权排名。

巴塞尔反洗钱指数采用的方法与汤森路透、

IBM 和 KYC 所用方法大同小异。其方法

存在的显著差异包括 ：

• 巴塞尔治理研究所会免费发布缩略版巴

塞尔反洗钱指数结果，同时只为专家版

订阅用户提供完整清单和数据集。

• 反洗钱监管机构和其他相关公共机构可

以免费订阅专家版。

• 巴塞尔治理研究所每年都会审查其指数

计算方法，征询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的

部门或机构的意见。该审查内容包括对

各种输入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统计

分析。

由于巴塞尔反洗钱指数的大部分结果都是

公开的，所以，其年度出版物会引发全球

媒体的广泛关注。

异同 ：原创研究与加权指数评级

FATF 和 INCSR 所用方法的特点 ：

• 直接并且经常私下从受审查的司法管辖

区收集数据 ；

• 免费公布结果 ；

• 不提供正式排名，但评估结果呈现形

式有利于感兴趣的用户进行算术排名

计算 ；

• 在加权指数排名中，FATF 评估结果通

常是最重要的输入项，INCSR 清单位居

第二 ；

• 然而，由于 FATF 互评估报告有 51 个

评分因素并且 INCSR 结果相当于零或

一，所以，一个国家在 INCSR 清单中

是否存在可能是影响国际社会对这个国

家或地区反洗钱风险状况看法的最重要

因素。

这四个加权指数排名机构的特点 ：

• 依赖公开数据，FATF 和 INCSR 为最重

要的输入项 ；

• 因此，其附加值体现在对数据来源的选

择、权重计算、算术变换并转换成专有

排名方案上 ；

由于巴塞尔反洗钱

指数的大部分结果

都是公开的，所以，

其年度出版物会引发

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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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7 Q3-17 Q4-17 Q1-18

Aaa 0.00 0.00 0.00 0.00

Aa 0.00 0.00 0.00 0.00

A 0.24 0.00 0.00 0.00

Baa 0.58 0.52 0.40 0.63

Ba 2.17 1.68 1.17 2.94

以下是定量回溯测试的一个例子 ：16

示例 ：穆迪的违约率、堕落天使

• 结果私有（汤森路透和 IBM）或部分私有（KYC 和巴塞尔反洗钱指数），订阅用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目的混合和匹配数据输入项及权重，获得相当大的灵活性 ；

• 结果有两种形式，一是数字排序，二是归并入（通常）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

代理银行作为反洗钱风险评估机构

与信用风险一样，大多数全球性的银行都会将评级机构的评估结果纳入其内部反洗钱风险

模型。根据对几家国际银行的采访，据了解，除自行开发分析方法以外，他们通常还订阅

至少一种反洗钱评级服务。其分析方法通常高度重视 FATF 和 INCSR 的结果。因此，鉴

于 FATF 和 INCSR 对各种评级模型的重要性，其结果可能获得双倍权重。

反洗钱评级与债务评级的比较

信用评级机构需要接受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督。最重要的是，与本文目的相一致，国际债务

评级机构必须 ：

• 发布关于评级结果形成方法的详细信息，15 包括输入因子和权重 ；以及

• 使用回溯测试和类似统计方法，发布有关其债务评级在各投资组合中的表现的详细信息。

主权反洗钱风险评级机构不必遵守债务评级机构那样的绩效测试标准。在反洗钱评级机构

中，FATF 公布的方法说明与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解释几乎同样有用和广泛。巴塞尔反洗

钱指数和 KYC 会公布缩略版结果。美国国务院、汤森路透和 IBM 都未实际性地公布其评

级方法。但是，汤森路透和 IBM 订阅用户可以获得或者可以推算出这些评级系统采用的

来源材料。

更加重要的是，没有反洗钱评级机构能提供量化证据，证明他们的评估结果随时间推移

的表现。这是信用评级与反洗钱 / 反恐融资评级之间的关键差异。前者有着清晰的违约定

义。例如，评级机构可以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评级为 AAA/Aaa 的投资组合比评级为 

BBB/Baa 的投资组合遭受违约的可能性低得多。主权反洗钱评级不具备对等的能力。事

实上，在各种反洗钱服务方面评为良好的国家或地区很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反洗钱事件。

与信用风险一样，

大多数全球性的

银行都会将评级

机构的评估结果

纳入其内部反洗钱

风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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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
得分 排名

-0.08650 -0.08186

*问题司法管辖区与技术合规的相关性

总体：已完成 FATF 第四轮互评估报告且已经过美国国务院 (INCSR) 评估的

司法管辖区

比例：出于视觉呈现考虑，我们对位置相同的图示进行了轻微偏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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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似乎还没有全球性的反洗钱 / 反恐融资事件数据库可以用于可靠而全面地估测

国家 / 地区洗钱或恐怖融资等级。在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之前，相比主权信用风险评级，

所有主权反洗钱评级系统仍将继续存在根本性缺陷。

主要债务评级机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他们通常会密切跟踪相互的意见。两个主要主权反

洗钱评级机构则不存在这种情况。

FATF 第四轮技术合规与 2017 年美国国务院 INCSR 
报告

在此表中，FATF 的技术合规率已转换为简单的数字公式 ：

• 合规 = 0

• 基本合规 = 1

• 部分合规 = 2

• 不合规 = 3

将结果除以 40，生成每个国家或地区的

平均得分和排名。左表按照合规排名和

分数顺序显示国家 / 地区，其中，是否在

INCSR 清单中存在通过红色（存在）或绿

色（不存在）标示。通过简单的目视检查

可以发现，FATF 结果与 INCSR 结果之间

没有相关性。算术检查显示，相关性为负 

(!)，不显著。如果使用 FATF 有效性分数，

或者对 FATF 结果进行不同的算术变换，

结果几乎相同。

总之，无论 INCSR 通过什么来衡量一个

国家或地区在清单中所处的位置，都不是 

FATF 互评估报告的结果或对确定 FATF 

互评估报告结果至关重要的因素。结果与

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的主权评级相当，

统计相关性接近于零。对包括指数评级机

构和代理银行在内的任何一方来说，这一

结果都应该令人深感不安，因为他们在构

建其反洗钱风险评级模型时给予了 INCSR

（或视角度，FATF 互评估报告）高度重视。

其中一个评级机构不在此列

对于本文讨论的四种指数评级产品的优点，

人们可能见仁见智，但由于缺乏可靠的方

法来衡量反洗钱 / 反恐融资发生率，因此，

其方法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评估主权反洗钱 / 反恐融资风险方面，

FATF 互评估报告使用的资源最多，比其

他产品多出几个数量级。在任何司法管辖

区的反洗钱 / 反恐融资风险方面，FATF 

互评估报告代表着最有影响力的意见。

那么，INCSR 处于何等位置呢？对于主权

反洗钱 / 反恐融资风险意见而言，INCSR 

通常是全球影响力居于第二的因素，在某

些系统中则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否存在于 

INCSR 清单中，这可能是影响人们对一个

国家或地区反洗钱 / 反恐融资风险认知，

最重要的算术性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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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SR 评级方法的基础是什么？美国机构

编写的年度内部调查和咨询报告，以及分

发范围广泛的单页问卷，其目的是满足技

术法规要求，没有中央风险模型。这看起

来丝毫不像传统的评级方法，

正所谓 ：如果园丁使用螺丝刀完成铲子的

工作，那不是螺丝刀制造商的错，而是园

丁的错。一些人不恰当地使用其出版物，

这并不是美国国务院的错。美国国务院在 

INCSR 中非常清楚地表明 ，它不是一个

评级机构，“包含在第二卷清单中，并不表

示某个司法管辖区没有严厉打击洗钱活动，

也不表示其没有完全达到相关的国际标准。

INCSR 不是司法管辖区的‘黑名单’，也

没有以其为依据作出任何制裁决定。”

问题在于，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渴望建立反

洗钱 / 反恐融资风险的主权风险模型，在

没有数据能可靠地证明发生率的情况下，

这些模型构建者会使用能找到的任何资源，

包括 INCSR。由于 INCSR 高度重视“主

要洗钱犯罪分子”，所以，其对其他评级

模型和代理银行模型的最严重影响是，有

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受访银行被评级为高

风险，否则，他们有可能被评级为中等风

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直接和间接使用

中，INCSR 实际上有可能起着黑名单的作

用。通过相应的去风险化措施，有些制裁

与 INCSR 清单存在间接关系。

希望本文有助于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再将 INCSR 作为主权反洗钱 / 反恐融资

风险评级的重要决定因素。

本文中的任何内容都不构成对美国国务院

的批评。任何错误都源于其他方对 INCSR 

的不恰当使用。

总结

本文旨在通过三种方式为读者提供帮助 ：

• 梳理主权反洗钱 / 反恐融资风险评级的

现行做法 ；

• 提醒读者，在关于反洗钱 / 反恐融资违

规事件的全面数据缺乏问题得不到解决

的情况下，任何反洗钱 / 反恐融资风险

评级方法相对于债务评级都存在根本性

的缺陷 ；以及

• 鼓励模型构建者和用户放弃 INCSR，不要

将其作为反洗钱 / 反恐融资风险评级的

重要依据。INCSR 并不适合此目的。 

Charles Littrell，银行和信托公司督察，

巴哈马拿索巴哈马中央银行，CWLittrell@

centralbankbahamas.com

1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http://www.fatf-gafi.org
2 “Table of ratings for assessment conducted against the 2012 FATF Recommendations, using the 2013 FATF Method of Effectiveness”（关于 

2012 年 FATF 建议评估的评级表 ：基于 2013 年 FATF 效度方法），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2018 年 9 月 4 日，http://www.fatf-gafi.org/media/fatf/
documents/4th-Round-Ratings.pdf

3 “Methodology for Assessing Technical Compliance With the FATF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ML/CFT Systems” 
（基于 FATF 建议评估技术合规的方法与反洗钱 / 反恐融资制度的有效性），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http://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
methodology/FATF%20Methodology%2022%20Feb%202013.pdf

4 同上。

5 “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FSAP)”（金融部门评估制度 (FSA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 年 3 月 8 日，https://www.imf.org/en/
About/Factsheets/Sheets/2016/08/01/16/14/Financial-Sector-Assessment-Program

6 “RCAP: role, remit and methodology”（RCAP ：角色、职责和方法），国际清算银行，https://www.bis.org/bcbs/implementation/rcap_role.
htm?m=3%7C14%7C656%7C58

7 “2018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Strategy Report”（2018 年国际毒品控制战略报告），美国国务院，https://www.state.gov/j/inl/rls/nrcrpt/2018/
8 通过作者与负责任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的专访进行验证。

9 “Country Risk Ranking”（国家 / 地区风险排名），汤森路透，https://risk.thomsonreuters.com/en/products/country-risk-ranking.html
10 “IBM Financial Crimes Geographic Risk Insight”（IBM 金融犯罪地区风险洞察），IBM，https://www.ibm.com/us-en/marketplace/

geographic-risk-insight
11 KnowYourCountry，https://www.knowyourcountry.com/
12 “2017 Basel AML Index”（2017 年巴塞尔反洗钱指数），国际资产追回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Asset Recovery)，https://index.baselgovernance.org/
13 “Methodological approach”（计算方法），国际资产追回中心，https://index.baselgovernance.org/methodology
14 “Financial Secrecy Index – 2018 Results”（金融保密指数——2018 年结果），税务司法联盟，2018，https://www.financialsecrecyindex.com/

introduction/fsi-2018-results
15  例如 ：https://www.spratings.com/en_US/understanding-ratings#firstPage
16  以下是一个涉及面更广的示例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documentcontentpage.aspx?docid=PBC_1059749
17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Strategy Report: Volume II”（国际毒品控制战略报告 ：第二卷），美国国务院，2018 年 3 月，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787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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