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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答案”？

我们如何才能衡量“答案”的价值？

今天，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组织和机构

致力于提供答案，然而过多的答案却时常彼此相

悖，反而给我们带来新的困扰。获取答案的成本非常低

廉，获取答案的渠道非常众多，然而从可信赖的渠道获得

可信赖的答案，才是真正稀缺而宝贵的财富——尤其是对于

正在转型和变革的整个行业而言，获得可信赖的答案的需求变得

更为紧迫。机会仅仅存在于真相与近乎真相的毫厘之间：可信赖

的答案帮助金融从业者做出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可信赖的答案帮

助律师更加自信地为客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可信赖的答案帮助

会计师建立更加高效的流程；可信赖的答案帮助科学家站在科

研最前沿以进一步寻找新知。在汤森路透，我们并不仅仅

满足于为人们提供完整全面的信息，而是更加注重信息的

准确性和相关性，以帮助客户作出最佳的决策。与

汤森路透携手，我们的信息，技术和专家

将与您并肩共同寻找您最为迫切需

要的可信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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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业务遍及全球

在当今复杂的商业世界中，我们为您提供最可靠的信息，助您作出最有信心的决策。

专业

汤森路透是世界一流的企业级专业信息提供商，致力于为商务及专业人士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

可靠

汤森路透在全世界最受信赖的新闻机构支持下，结合创新技术与行业经验，为市场的关键决策者提供至关重

要的信息。

全球业务

公司约有6万名员工，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300多个城市；总部位于纽约，在伦敦和美国明尼苏达州伊

根设有主要办事处。汤森路透股票在多伦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代码：TRI)。2014年公司营业收入

达126亿美元。

我们的价值观塑造了我们的文化

我们深受客户信任，帮助他们制定重大决策，让他们满怀信心地在复杂的世界里成功运营。

信任

我们诚实守信，彼此负责，遵循商业道德，值得信赖。

合作

我们与各行业的客户及合作伙伴精诚合作，携手共赢。

创新

我们坚持创新为要，在变化的商业环境中追求卓越。

业绩

我们努力工作，孜孜不倦，以积极改变世界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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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
权与科技

税务
与会计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业务概述

业务概述

我们是全球企业和专业人士获得智能信息的主要来源，为客户赢得竞争优势。智能

信息是人类智能、行业知识及创新技术的独特组合，为决策者提供行动所需的知

识，以便更快地作出更好的决策。以世界上最受信赖的新闻机构为后盾，我们提供

对于财务和风险、法律、税务和会计、知识产权与科技和媒体市场的洞察。

我们在各个细分市场都拥有领先的市场地位，并建立了备受信赖的品牌。我们的业

务部门包括：

金融  提供新闻、金融数

据、市场分析及应用程

序，为交易、投资、金

融和企业专业人士提供

优质服务，帮助客户优

化投资决策、提高效率

和盈利

风险管理   提供综合性

合规及风险管理解决方

案，帮助客户适应不断

变化的监管环境，改善

风险与合规管理

为世界各地法律、调

查、商业和政府专业人

士提供关键信息、决策

支持工具、软件和服

务。法律、法规、新闻

和商业信息数据库提供

多种在线服务

帮助政府、学术界、出版

机构、制药和生命科学机

构、企业和律师事务所发

现、开发、实现创新，提

供全面的科技与知识产权

信息解决方案

为会计师事务所、企

业、律师事务所和政府

专业人士提供综合的税

务合规及会计类信息、

软件和服务

全球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

路透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多媒体新闻提供商，在世界各地近200个分社雇佣超过2800名记者，

以20多种不同语言提供新闻。基于独立性，完整性和无偏见的信任原则(Trust Principle)，路

透以其速度、准确性和公平性，以及洞察、深度和理解享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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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足迹

全球50家顶级银行中的49家选择Thomson Reuters Accelus
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审计、风险管理和合规解决方案

全球超过两千万名学术机构、政府、企业和法律机构客户正在使用汤森路透知

识产权与科技的产品和服务，包括

• 科研与学术文献平台Web of ScienceTM

• 协助资产管理Thomson IP Manager® 
• 专利数据库Thomson Innovation 
• 科研绩效分析平台InCitesTM

• 药物数据库Thomson Reuters Cortellis

超过四十万名专业人员使用我们的金融终端，例如我们的旗

舰产品Thomson Reuters EikonOVER 400,000

MORE THAN
20,000,000

OVER
80% 100

超过80%的世界500强企业使用

汤森路透法律研究产品，包括

WestlawNext，一类为法律专业

人士提供的在线服务

百强律师事务所中94家和财富100
强企业中的9 5家使用T h o m s o n 
Reuters Checkpoint

路透社每年拍摄和发布 

500,000张照片和图像
1,000,000,000

路透社极具深度的新闻及分析

每日拥有超过10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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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全球广受赞誉

Thomson Reuters ONESOURCE的

税务科技解决方案由International Tax 
Review提名为“2013年度税务最佳创新

奖” 

业务概述



汤森路透在中国

我们帮助中国客户管理他们在金融、法律和合规性方面的需求，实现定税及报税流程高度自动

化，提高研发的投资回报率，在全球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是全球最受信赖的专业信息服

务和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

 1871 1980 1999 2000 2006 2008 2010 2011 2012 2013

• 路透与中国外经贸部

国际贸易研究中心签

订三年协议，为中国

引进了第一个电子监

控货币利率服务和商

品服务系统，已于

1981年正式启用。

• 路透在上海

设立新闻办

公室。

• 与 中 国 高 校 教

育 文 献 保 障 系

统 C A L I S 正 式

签约。W e b  o f 
Science在中国

大陆拥有了第一

批客户。

• 汤森路透Matching交易平

台上的离岸人民币外汇买卖

交易落成，这是首个提供人

民币离岸外汇远期交易的银

行间电子交易市场。

• 汤姆森集团和路

透集团合并成立

汤森路透。

• 与中国科学院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通过Web 
o f  Know l edge SM

平台提供其中国科

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CD)。

• 在京表彰了中国科学

家在国际学术研究领

域内所取得的杰出成

就，包括6位两院院

士在内的124位中国

科学家因在国际上发

表的47篇学术论文的

高影响力获得了“经

典引文奖”。

• 全球运营中心中国区

在北京成立。

• 汤森路透率先推出了

中文界面“信用风险

缓释工具”报价，也

可以称为中文版“信

用违约互换”工具。

• 汤森路透推出了中

文界面的汤森路透

Eikon平台。

• 与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建立

ISTIC-Thomson Reuters科学计量学

联合实验室，以推动科学计量学的研

究和应用。

• Web of Science中文版上线

• 万律中国法律信息双语数据库面向全

球客户发布

• 汤森路透收购中华法律网

(iSinolaw)，进一步扩充万

律中国法律信息双语数据

库的内容。

• 汤森路透宣布在中国推

出Elektron管理服务，

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模式

为国际及当地金融企业

提供即时的市场数据及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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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中国客户携手并肩

迈入中国的知识经济新时代

汤森路透的客户遍及全中国，客户类型涵盖企业、金融机构、大学、政府机构等等

• 近400家银行客户，包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 逾200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中国最主要的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

• 逾400家政府、学术及企业客户

• 近100家大学客户，覆盖64%的985高校

• 超过200家律所和企业依靠我们的数据库了解和追踪中国法律法规的最新动态

• 多种法律期刊和书籍，如West Reporters和Black's Law Dictionary，为业内人士和法律专业学

生广泛使用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法律

业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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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家税务总局展开合作，协助制定反避税相关的管理办法

• 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展开合作，积极宣传和推广税务最佳实践，涉及企业所得税、转移定价、间

接税和全球贸易及供应链管理等多个领域

• 超过250所中国高校使用Web of Science
• 包括中科院在内，超过40家研究机构使用Web of Science
• 超过250家企业客户

税务与会计

知识产权与科技

业务概述



我们的业务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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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及风险管理为交易、投资、融资和企业专业人士提供重要资讯、信

息、分析和交易工具，还提供领先的合规和运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金融市场

及风险管理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我们的客户发现盈利机会，进行流动资产评估，

提高业务和运营效率，预测风险，确保合规性。

金融市场

为买方、卖方和企业客户提供信息、分析、工作流程、

交易和技术解决方案及服务，实现有效的市场定价，支

持效率提升、流动性与合规性。

风险管理

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帮助我们的客户解决定价和评

估、企业风险管理、合规管理、审计管理、金融犯罪、

反商业贿赂和腐败问题，并为董事会服务。

250万
我们每秒向金融市场发布大约250
万条价格更新。

4000万
我们提供实时和历史数据，来源于

数千个外汇市场和数百家场外交易

市场以及价格因素，涵盖4000万种

工具。

40,000
我们每年为世界各地的银行提供超

过4万条监管告警。

业务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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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业务为金融市场专业人员提供一系列功能强大的产品，为他

们带来独一无二的整合全球资讯，包括基本面信息、估值、一级市场

和二级市场分析研究等，并提供工具、平台和服务，帮助金融人士快

速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汤森路透Eikon金融终端和汤森路透Elektron是我们金融市场业务的核心产品。它们

提供一系列的一流工具、应用、基础架构、交易处理等功能及服务，帮助我们的客

户制胜和成长。两者共同组成高性能、高度灵活的运营系统，服务于各种类型和不

同规模的金融机构。

汤森路透Eikon是我们的金融市场业务部门的旗舰桌面系统。Eikon为寻求在全球交

易和投资的金融专业人士提供金融市场的强大信息、分析和独家财经新闻组合。它

涵盖所有主要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固定收益、商品、外汇等，并提供有效的

合规与风险管理、投资管理和理财解决方案。Eikon拥有最为广泛深入的数据，可用

于不同资产类别、行业和区域的投资决策。

汤森路透Elektron集数据和交易解决方案为一体，可为企业提供强大助力，以实时和

延时数据、分析、交易平台连接贯通全球市场。它提供低时延数据，数据涵盖数千

个交易所和场外交易(OTC)市场。

我们的外汇(FX)交易解决方支持全球投资者参与OTC市场的流动资产，提供交易平

台，连接全球市场。我们还提供全球范围内的交易后服务，使银行、经纪人和电子

交易平台能够与同业无缝连接。

我们的业务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汤森路透认识到，金融市场的格局已经改变，这一新的现实局面要求

我们的客户能够从根本上更好地另辟蹊径。

为了利用这些新的商机，我们持续投资，提供开放、创新的一体化平台，从而可能

为我们的客户及合作伙伴提供最高程度的透明商机。通过我们的开放连接的平台，

我们提供新闻资讯、数据、分析和见解，让我们的客户在工作中获得详实的信息，

进行前瞻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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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品牌和产品 产品/服务类型 目标客户

汤森路透Eikon 旗舰桌面解决方案，提供交易前决策工

具、资讯、实时定价、交易组合的图表

和分析工具、交易连接和协作工具。

投资专业人员、投资组合经理、财富管理经

理、研究分析师、经济师、策略分析师、投资

银行人员、专业服务和私募股权专业人员、销

售、交易员、经纪人、企业财务主管、企业战

略和研究专业人员以及金融分析师

汤森路透Elektron 灵活的高性能、跨资产数据和交易基础

架构，包括低时延实时数据、分析和连

接，可以提供各种实施模式。

投资银行、资产管理人、信托机构、流动资产

中心和存储处、对冲基金、经纪商、自营交易

员、同业经纪人、多边贸易机构、中央银行和

基金管理机构

汤森路透Trading 对等会话式交易产品，主要适用于外汇

和货币市场。

外汇和货币市场交易员、销售内勤、对冲基金

和声讯经纪人

汤森路透Matching 匿名电子外汇交易匹配系统，提供外

汇即期、远期交易以及和大宗经纪功

能等。

外汇交易员、销售人员和对冲基金

FXall 全球外汇电子交易平台，适用于机构外

汇交易，包括广泛的灵活执行工具、端

到端工作流管理以及直通式交易工具。

交易员、资产管理人、企业财务主管、银行、

经纪自营商和主要经纪人

Tradeweb 全球领先的多交易商-客户电子交易平

台，为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者提供进入

所有主要货币的固定收益及衍生品市场

的渠道。

机构交易员

金融市场业务的主要品牌、产品和客户

我们的业务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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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所获奖励 

提名最佳奖

易用性名列榜首(Eikon)
2014年能源风险管理年度软件排名

卖方最佳数据提供商

2014年卖方技术奖

最佳固定收入交易平台

2014年市场媒体市场最佳选择奖

最佳外汇(FX)数据提供商

最佳低时延数据/技术供应商

最佳BEST COUNTERPARTY DATA PROVIDER
2013年和2014年内部市场数据和内部参考数据奖

最佳运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奖

2015年FTF新闻技术创新优秀奖

最佳交易技术奖(FXALL)
2014年外汇周最佳银行奖

票选最佳奖

最佳专业产品(Eikon的Social Media Monitor)
最佳技术分析平台(Eikon)
2014年技术分析师奖

企业最佳非银行平台(FXALL)
最佳多交易商平台(FXALL)
最佳电子通信网络(Matching)
最佳市场数据平台(Eikon)
最佳研究门户(Eikon)
2014年Profit & Loss数字市场读者选择奖

最佳参考数据提供商

最佳低时延数据馈送提供商

最佳企业行动解决方案提供商

2014年Waters排行榜

我们的业务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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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解决方案

汤森路透Eikon—超越终端，放眼全球

集全球尖端技术于一体，汤森路透历代产品精华于一身，Eikon致力于为您提供更智能、更直

观、更开放的客户体验。新闻、资讯、数据、分析报告和专业金融精英社区，我们将这些集中

呈现于一个界面中，Eikon涵盖所有主要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固定收益、商品、外汇等，

并提供有效的合规与风险管理、投资管理和理财解决方案，助您更快、更明智地做出投资决

策，发现流动性，并轻松管理风险。

通过Eikon开放互联的产品及服务，您将置身金融市场的最前沿。Eikon将帮助您探寻新的机遇

和观点，助您更快、更明智地做出投资决策，发现流动性，并轻松管理风险—这—切只需通过

简便的桌面或移动应用程序即可实现。

• Eikon的数据库系统完美整合了来自客户、汤森路透

以及第三方的丰富数据信息，优中选优，最终呈现

给您最理想的数据组合。我们的宗旨不是提供更多

信息，而是提供更多精准信息。

• 强大的数据可视化工具，帮助您快速获取海量信息

并作出决策，更方便发现基于文字的平台上无法看

到的关联关系、机会、和潜在风险。

• 操作简便，仅需轻击鼠标即可完成，方便您在一个

屏幕或界面查看相关数据并进行操作。

• 先进的图表处理工具，业界最强大的回归分析功能

• 与Microsoft Office整合，Eikon的分析及数据可轻松

导入Excel、PowerPoint和Word。

• 智能搜索意味着通过纯文本的查询，瞬间从海量信

息源中获取高相关性的搜索结果。所有结果均以图

表形式展现，便于理解和操作。

• Eikon采用了开放的设计，让您能够从更广泛的渠道

获取更多信息和观点，轻松整合您现有数据及第三

方数据。

• 汇集全球金融精英的专业金融社交平台，透过我们

的即时通讯工具(Eikon Messager)帮与与全球金融

市场超过21万金融专业人员实现跨时区对话分享。

我们的业务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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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解决方案

汤森路透Elektron
汤森路透Elektron集数据和交易解决方案为一体，助力企业发展、以实时和延时数据、分析、

交易平台连接贯通全球市场。Elektron不仅提供上千个交易所与OCT市场的低延迟数据，同时

附有相关分析数据、配送平台以及可以支持所有金融工作流程应用程序的交易连接。

利用汤森路透Elektron，我们的客户可获得更加详实全面的信息，更加高效。Elektron提供优质的企业解决方案，

包括数据传送、分析、执行平台、交易连接和管理服务等。

通过Elektron，客户能够接触到大范围全方位的资源中的历史和实时数据，分析并共享整个企业的数据，与全球网

络及数千家买卖方同侪连接交易。我们的网络速度和可靠性，加上我们维护和管理全球各大金融枢纽数据中心这

些解决方案和服务的能力，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可以保持经济高效的运营。

我们的业务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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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数千家外汇交易和OTC
市场的实时数据

• 涵盖4000万多工具

• 来自全球5万个新闻站点的

汇聚分析

• 世界上最大的FIX订单路由

网络

Elektron的功能特性

• 能够汇聚、分析、管理和

发布整个企业的专有、第

三方和汤森路透数据

• 访问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

应用开发者社区

数据
为您带来最全面、最深入、最准确的内容，
帮助您果断决策

平台
帮助您管理企业中流动的信息

无与伦比的数据覆盖率，为您提供全面
的解决方案，满足各种数据需求

数据直接来自外汇交易所，以微秒为单
位传送，延迟时间始终不超过个位数

简化交易操作，让您能够将更多时间用于处理业务

帮助您轻松直观地从各个数据集（包括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实时数据、
历史时间序列数据及静态数据）中获得视觉洞见

多项来自政府及私营部门的超低延迟
经济指标

独有的低延迟预测

分析结果聚合自 -

前沿的新闻分析，覆盖 -

近 40 个商品及能源主题

个新网站

家公司与

基于FPGA，硬件加速

降低总拥有成本，
大幅减少碳足迹

降低成本，自
由创新

降低

TCO

更好地控
制IT预算

缩短面市时间

全心全意的SLA，
不间断监控，
保持交易的开展

在全球任何地点获得主要券商的
高品质流动性

最大的全球外汇汇率
与外汇衍生品资源库之一

简化的交易执行流程，可与各种
主要OMS相集成

亿美元 种资产类别

家领先的买方公司

家经纪商与
交易场所

连接买方与卖方群体

交钥匙
解决方案

(BRICS)

实时数据来自1000 多个外汇交易市场
和场外交易市场

ELEKTRON REAL TIME

ELEKTRON DIRECT FEED

可视数据探索

标记历史数据

开放的架构

TRADEWEB

Tradeweb 日平均交易额达

匹配的API

多万条200
4

价格更新(每秒)

微秒69 从发布者到订阅用户

亿20 支股票/天，涵盖一
系列资产类别

万条400 发布者更新

(每台服务器)

万条6100
多万款4000 工具囊括其中

毫秒延迟时间
(在同一个大城市
范围内)

2 千兆字节
以微秒传输的带时间戳标记数据

(可追溯至1996年1月)
4000

2500 22
多万款

场外交易与外汇交易工具囊括其中

涵盖所有:
资产类别
市场

数据集
地理位置 所有功能均可在客户地点

开发而成，或者以完全托
管服务的形式提供

订阅用户更新(每台服务器)；向各种
类型的工作流应用程序馈送内容；管
理各项授权，确保符合规定和降低成
本；整合各种来源的数据

50,000
多款应用程序 – 平台API

最大的第三方
开发者社区

帮助客户及
第三方实现：

聚合

传播

管理

发布

计算

分析
将数据转化为可执行的洞见

ELEKTRON托管服务

全球分布 – 19 个数据中心遍布全球各大金融中心...
数量仍在继续增加

交易连接性
简化交易连接过程

AUTEX TRADE ROUTE
世界上最大的FIX 买卖盘传递网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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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我们的风险管理业务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帮助我们的客户解决定价和评价、第三

方风险(客户、供应商及合作伙伴)、监管合规、企业治理和运营风险控制问题。

汤森路透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为金融服务和跨国机构提供强大智能的集成解决方案，

助其获得全球监管情报信息、预防金融犯罪、贿赂、洗钱和腐败、了解客户(KYC)以
及其他尽职调查实践，支持合规管理、内部审计、在线学习、风险管理，并提供董

事会服务。

汤森路透Org ID于2014年向需要遵从KYC监管的金融服务机构发布。Org ID是一种

端到端客户身份服务，可收集、验证、过滤并帮助确定最终受益人，监控相关法律

事务所的变动。金融服务机构可利用这一托管服务简化客户上线流程，丰富当前的

客户信息，以便符合全球标准。

风险管理业务还提供有关固定收益衍生产品、投资工具和贷款的独立、准确、及时

的价格信息。

我们的业务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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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品牌和产品 产品/服务类型 目标客户

Third-Party Risk 信息和软件产品及服务，包括Org  ID 
(KYC管理服务)、World-Check数据、筛

选软件和尽职调查报告。

企业合规与风险管理专业人员、洗钱报告

主管、业务主管和法律事务所

Regulatory Intelligence 
and Compliance 
Management

信息和软件产品，覆盖全球550家监管机构

和950份规则手册，并有独家新闻和分析。

企业合规与风险管理专业人员、社团和企

业秘书、法律总顾问、业务主管、董事会

和法律事务所

eLearning 培训课程，帮助改善行为，支持诚信合规

的文化。

企业合规与风险管理专业人员、洗钱报告

主管、社团和企业秘书、法律总顾问、人

力资源专业人员、业务主管、董事会和法

律事务所

Internal Audit and 
Controls

内部审计和控制测试，包括风险评估、全

球问题跟踪和管理。

审计管理专业人员、业务主管和董事会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获取风险情报，例如亏损事件、主要风险

指标、评估响应和场景分析数据。

风险管理专业人员、业务主管、董事会和

法律事务所

汤森路透DataScope 数据交付平台，适用于全球非流媒体跨资

产类别的内容，支持管理金融风险。

保管人、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人、

养老金机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主权

基金、承销商、做市商、会计公司和政府

机构

风险管理业务的主要品牌、产品和客户

我们的业务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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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解决方案

汤森路透FATCA解决方案

金融行业正日益体会到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的影响，银行、投

资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同业经纪人、保管人、中间商和私募

股权机构都需要遵守该法案。

FATCA在机构识别和报告关于美国账户持有者方面提出大量要求，由此造成与新客

户上线、分类和备案、收集各种结构化和非机构化来源数据有关的巨大运营和系统

负担。

FATCA
合规流程

解决方案: GoldTier, 
Indicia, Identity

解决方案: Checkpoint 
World, Regulatory 
Intelligence, eLearning

解决方案: Grandfathered 
Obligations (GO), Tax 
Information Reporting

   
   

   
   

   
  上

线
与
认
证

    
     

      
                                           知

识
与
培
训

                                                    

预提与报告

我们的业务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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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意识到FATCA对全球数以千万计机构合规流程的重大影响，提供支持FATCA合规的全业务解决方案，并

可定制以满足各种规模企业的需求。汤森路透FATCA合规解决方案以汤森路透的丰富内容为后盾，并有全球企业

广泛采用的市场领先技术，解决监管合规、完税凭证和税务申报问题。它使企业能够识别、维护、报告其客户记

录，辅助实现FATCA合规性。

2015年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了通用报告标准(CRS)框架。该多边信息报告机制要求采用类似的方法识

别、维护和报告客户记录。汤森路透FATCA解决方案可扩展，解决CRS的挑战。

主要特性

上线

该解决方案促进在上线过程中进行

基于规则的FATCA客户分类，包括

在线W-8/W-9和自我认证表单。它

还可管理复杂的收入受益人分层分

级体系以及直通结构。

报告

报告模块支持FATCA(8966表)及相

关IGA归档，包括审计跟踪和在向

归档功能。该解决方案可过滤800
多万归档记录，以识别和标记受

FATCA监管下的祖父条款(GO)管制

的证券。GO身份集成到报告和预提

流程中。

知识

汤森路透eLearning解决方案支持

在整个企业范围内提供FATCA培

训，以及特定辖区和部门的培训课

程，推动课程学习、保留、掌握和

采纳，以确保各级别的合规性。

该在线知识解决方案跟踪国家税务

机构的相关监管变革，精简税务调

查，并提供专家分析。

我们的业务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30  

特色解决方案

汤森路透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随着金融犯罪的日益盛行，企业越来越多地需要实施超出最低要求范

畴的合规计划。汤森路透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帮助发现与制裁有组织

犯罪、欺诈、洗钱、贿赂和恐怖主义有关的风险以及国家风险。

汤森路透Org ID

这一端到端的客户身份、验证、筛

选和监控服务用于加快客户上线，

进行补救，刷新现有的产品组合以

及共享信息，旨在与领先的金融机

构、企业、资产经理人和对冲基金

等合作，满足一系列全球认可的标

准，遵循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监管

机构的讨论。Org ID加快客户上线

进程，避免重复性工作，让客户能

够更加简便地向金融机构提供身份

文档，从而打造全球认可的了解客

户(KYC)“护照”。该解决方案提

供屏蔽洗钱风险、负面新闻流和制

裁问题的功能，使金融机构可以更

加高效地响应新出台及持续实行的

监管要求。

汤森路透

制裁监控

这一组合解决方案监控可疑的金融

活动，同时支持KYC筛选和上线

流程。通过与反洗钱和KYC系统

相结合，它会成为一种高效的机

制，揭露隐藏在交易和业务合作内

部的风险。

汤森路透

IntegraScreen报告

该服务提供详细的增强型尽职调查

背景检查，适用于任何实体和个

人。它可帮助金融服务及广泛的企

业市场的客户快速及时地审查其新

客户和现有客户，降低总体合规成

本，因为许多监管法规倾向于防范

贿赂和洗钱等犯罪，确保为监管机

构提供完整的审计追溯。

我们的业务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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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业务部门是重要信息、决策工具、软件和服务的领先提供者，

可为全球各地的法律、调查、业务和政府专业人员提供支持。

近年来，法律业务部门日益注重以解决方案为导向，为客户打造

关联的工作流程工具。

法律业务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包括：法律研究、实务指南、

基于软件的工作流与合规解决方案；市场营销、财务和运维软

件；诉讼支持工具；以及业务拓展和法律程序外包服务。

解决方案业务

为律师事务所和企业法务部门提供

软件、服务和信息产品，包括诉

讼、实务指南、业务拓展、调查和

专业人员培养解决方案，适用于全

球市场上的法律专业人员。

在线法律信息

为法律市场提供领先的在线信息和

研究解决方案，以及由稳健增长驱

动的工作流解决方案。

法律著作和期刊

为专业人员提供逾6000本法律著

作、电子书和纸本法律资源。

85%
财富500强企业超过85%采用汤森

路透的法律研究数据库。

65万
每天，有超过65万项调查在Westlaw
和WestlawNext平台上运行。

700万 

现在FindLaw.com每月有超过700
万独立访问。

业务速览

我们的业务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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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品牌 产品/服务类型 目标客户

WestlawNext
Sweet & Maxwell (英国)
Carswell (加拿大)
La Ley (阿根廷)
Revista dos Tribunais (巴西)

基于法律、监管与合规信息的产品和

服务。

律师、法律专业学生、法律图书管理

员、企业法律专业人员、政府机构和

商标法律专业人员

Practical Law 法律实务经验、信息和工作流程工

具，以及来自实务专家的指导意见。

律师、企业法律专业人员和政府机构

Serengeti 在线事项管理、电子账单和法律分析

服务。

企业法律和法律事务所专业人员

Pangea3 法律程序外包解决方案。 企业法律和法律事务所专业人员

Elite 3E ProLaw 集成软件应用系列，具有业务管理职

能，包括财务和实务管理、事项管

理、文件和邮件管理、会计和账单、

计时和记录管理。

专业服务机构、律师、法律事务所财

务和技术专业人员

FindLaw 在线法律目录、网页生成和管理服

务、律师事务所市场营销解决方案、

同行评价服务。

律师、法律专业人员和消费者

Case Logistix Case 
Notebook Drafting Assistant

在线调查工具、案例分享软件和取证

技术以及专家证人、文件审查和文件

检索服务、起草工具，用以支持诉讼

流程的各个阶段。

律师、律师助理和法院

C-Track Court Management 
Solutions

软件系列，支持法院的电子归档、案

例管理和公共访问解决方案，能够与

其他适用于法院的应用相结合。

法官、律师、法院和律师机构工作人

员及一般公众

汤森路透ProView 专业级电子阅读平台。 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员

CLEAR PeopleMap 关于个人和企业的公共及专有记录，

包括支持搜索结果即刻可用的工具。

政府、执法部门、法律事务所和企业

的欺诈防范及调查专业人员

法律业务的主要品牌、产品和客户

我们的业务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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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解决方案

Practical Law
2013年收购Practical Law，使汤森路透能够更全面地满足法律专业人员的需求。

Practical Law的实际知识内容和工具，为如何最好地完成一项与法律实践有关的特定任务提供准确可靠的指导。

其实际知识内容由经验丰富的律师撰写和编辑，实用且重点分明，因此用户能够为客户提供建议，更加快速高效

地完成他们的任务。提供的资源包括：实务指南、实务清单、标准文本、 新法评析以及最新市场交易和相关文件

的数据。对于其在法律事务所和企业法律部门的核心用户，Practical Law可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在英国和美国有

全面且完全本地化的产品，在加拿大、中国和澳大利亚也提供各种产品，并且会继续增长。

当前，汤森路透在WestlawNext拥有领先的法律研究应用，并提供市场领先的工作流解决方案，包括草拟和实务

管理解决方案。扩展Practical Law并将其与其他汤森路透产品结合，是汤森路透努力重构法律工作流程，简化法

律实务的重要任务。

我们的业务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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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解决方案

汤森路透Elite 3E：Intelligence Center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Premier

汤森路透Intelligence Center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Premier来自汤森路透Elite，它通

过分析广义上的行业趋势及事务所的关系，为法律事务所带来真正的竞争优势，同时为其提供

丰富的经验，发掘机遇，获得新的客户资源。

汤森路透Intelligence Center是法律业务部的最新产品之一，将行业特定信息与大数据分析相结合，帮助法律事务

所优化其业务发展策略。汤森路透Intelligence Center可促使更加深入地了解行业态势，明确企业的诉讼历史，并

帮助识别可能影响现有或潜在客户的诉讼或法律问题。

Business Development Premier是一种全面的系统，可支持律师事务所的客户拓展工作流。它应用关系管理工具

分析事务所的内部数据，发现隐藏的商机，并提供实时见解，从而帮助开发和赢得新业务。

总之，汤森路透Intelligence Center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Premier提供全面的市场趋势、商业智能和事

务所特定关系视图，帮助律师事务所更好地管理其业务发展与运营。

我们的业务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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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与会计事业部为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律师事务所和政府的专

业人员提供全球领先的集成式税务合规和会计信息、软件及服务。

知识解决方案

为税务和会计专业人员提

供信息、研究和认证专业

培训工具(CPE)。

企业

为全球企业提供联邦、州、

本地和国际税收合规、筹划

与管理软件和服务。

专业机构

为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全套税

务、会计、薪资、文件管理

和实践管理软件与服务。

政府

提供集成式财产税管理和

土地登记解决方案。

我们的业务  税务与会计

6500万
我们的Aumentum软件每天管理大约6500万地块。

100
100强CPA事务所中的全部、100强律师事务所

中的94家以及财富100强中的95家使用汤森路透

Checkpoint。

业务速览

全部7家
全球7强会计师事务所全部使用

ONESOURCE。

79%
79%的ONESOURCE客户为财富

500强企业。

1,852,392
2014年，ONESOURCE以电子方

式提交1,852,392份纳税申报表。

业务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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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品牌 产品/服务类型 目标客户

ONESOURCE 全面的全球税务合规解决方案，用于管理一家企业的

整个税务生命周期，并侧重于越来越多国家的本地税

务。ONESOURCE软件和服务可单独或成套购买，包

括税务筹划、税项拨备、税务合规、转让定价、贸易

和海关、税务信息申报、信托、财产和税务业务流程

管理以及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跨国和国内企业、会计师事务

所、金融机构及税务机关

Checkpoint 集成式信息解决方案，提供研究、专家指导、应用

和业务流程工具，以及主要来源和第三方内容提供

商等。

会计师事务所、企业税务、财务

和会计部门、国际贸易专业人

员、律师事务所和政府

CS Professional Suite 集成式成套软件应用，包括一系列领先产品，例如

UltraTax CS、Accounting CS和Practice CS，涵盖

专业会计师事务所运营的方方面面——从收集客户数

据、发布完税申报表到会计业务的总体管理。对于大

型会计师事务所，我们提供领先的纳税准备、项目管

理、实践管理、文件管理和业务流程管理解决方案，

包括GoSystemTax RS和GoFileRoom。

会计师事务所

Digita 英国税务合规与会计软件和服务。 会计师事务所、企业税务、财务

和会计部门、律师事务所和政府

Aumentum 使政府可通过自动化的土地和财产税管理软件及服务

来管理其收入。

会计师事务所、企业税务、财务

和会计部门、律师事务所和政府

税务与会计业务的主要品牌、产品和客户

我们的业务  税务与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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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解决方案

汤森路透ONESOURCE
当前，在一个全球化且需要持续访问数据的瞬息万变的监管环境中，企业税务专业人员面临空前的挑战。汤森路

透不仅能帮助您应对这些挑战，并且还可将其转化为商机。

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企业税务解决方案、全球影响力和领先的市场份额，并利用最新技术，摒弃有关税务合规的

传统思维模式。通过我们的ONESOURCE系列产品，全球税务合规活动变得更加积极和高效，从而提升您企业税

务部门的价值和视野。

全球视角必不可少，因此我们的ONESOURCE软件和服务不但适用于全球，同时也有针对本地和具体国家的侧重

点。在我们的全球可访问平台上可实现准确、无缝、透明的合规性，从而帮助您建立一个可持续、可接受的全球

范围企业税务框架。

通过ONESOURCE，您在全球开展的税务活动将为您赢得竞争优势。有了汤森路透相助，您的企业税务部门将成

为战略性价值中心，直面当前及未来的任何税务挑战。

对于当今的企业税务部门，ONESOURCE可作为标准化流程、长期数据管理及无缝合规的基础。ONESOURCE
旨在帮助管理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税务环境中所产生的税务需求，确保每个税务领域随时随地合规。这一极富创造

力的高性能平台提供了集成解决方案，让企业能够管理多种类型的税收。

汤森路透的员工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遍及全球的人员和业务反映了我们客户的全球化，以及我们与之相

随的全球化产品。

ONESOURCE让您能够管理企业在全球多个辖区的税务需求，并且我们在继续扩大其覆盖范围。随着重要的语

言、货币和监管缺口被弥补，我们的本地化解决方案可帮助您顺畅地满足特定地区的税务需求和会计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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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 Reuters Fact Book 2015     Business Units     Tax & Accounting

金融服务化工银行汽车与交通 

 医疗健康 保险 制造 媒体

零售 服务 技术 其它

食品饮料

能源、公共事业和采矿

我们服务的行业

• 税项拨备

• 全球合规

• 美国收入所得税

• 海关和国际贸易

• 间接税(VAT)

涵盖税务领域

• 转移定价

• 信托税

• 税务信息申报

• 税务研究

• 税务分析

• 数据管理

• 法定申报

• 财产税



60 Thomson Reuters Fact Book 2015     Business Un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 Science

 
知识产权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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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为企业、学术界、出版机构、政府和

法律事务所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新想法从发现、保护到最终实

现商业化的过程中，我们驱动创新的整个生命周期。

知识产权解决方案

提供专利、商标和品牌解决方案与

服务，帮助企业和法律知识产权专

业人员推动新的成长机会，管理和

保护知识产权资产，并从其知识产

权系列中获得最大化价值。

学术研究、出版与分析

通过提供全球权威的学术文献资

源、研究分析服务、以及助力同行

评审与出版流程的工具，推动科研

发现，促进科研合作，使科研投资

回报最大化。

生命科学

将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和强大的

分析工具相结合，为全球制药企业和

研究院所提供药物研发、竞争情报、

临床试验、政策法规、交易合作、新

闻资讯、专利等覆盖整个药物生命周

期的信息情报解决方案。

2000万
学术、政府、企业和法律机构有

2000多万个人用户使用我们的知识

产权和科技产品。

业务速览

47
5 0 强 制 药 企 业 中 有 4 7 家 使 用

Cortellis。

7,000
100个国家中的7,000多家机构依赖

Web of Science。

我们的业务  知识产权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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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品牌 产品/服务类型 目标客户

Thomson IP Manager 企业级可配置的知识产权管理解决方

案，可为企业的专利、商标、许可协

议、发明披露及相关知识产权资产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

业务主管、知识产权主管、诉讼管理

员、知识产权顾问、律师、律师助理和

许可主管

Thomson Innovation 全球领先的知识产权情报与协作平台，拥

有全面、整合的技术信息、强大的分析和

可视化工具，提升用户的市场洞察力。

知识产权顾问、律师、信息化专业人

员、研发主管、许可主管、业务策略分

析师、商业智能分析师和企业并购主管

MarkMonitor 在线品牌保护解决方案，适用于域名保

护、反盗版、反欺诈、反伪造和减少网

上品牌滥用问题。

业务主管、知识产权顾问、许可主管、

业务策略分析师和开发人员以及市场营

销主管

SERION 基于网络工作流环境的商标解决方案平

台，适用于在全球范围内筛选、检索和

保护商标品牌。

企业和法律事务所的商标律师、律师助

理、知识产权主管、市场营销主管、提

名生成人和竞争对手情报分析师

Web of Science 基于领先的引文索引的、备受信赖的科

研和学术文献平台。

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高校的科研人

员、学者和图书管理员

汤森路透Cortellis 集成式综合信息平台，包含药物研发管

线、交易、专利、公司信息、重大行业

新闻、会议报道及全球监管信息等。

医药和生物技术企业中的战略规划、业

务发展、项目合作、知识产权、产品组

合管理、研发、临床研究、医学部、注

册法规、情报信息等专业人员。

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的主要品牌、产品和客户

我们的业务  知识产权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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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推动创新的生命周期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为全球客户的创新生命周期提供强大助力，我们驱动创新的整个生命

周期：发现新想法，保护新想法，直到最后实现新想法的商业化。

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拥有针对创新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世界一流的解决方案。

发现

在这一阶段，新理念被发现或创

造出来，其未来的潜力也得到评

估。这一阶段需要锁定研究领域、

撰写(和研究)相关科研论文、分析

行业的现状，以了解一种理念是否

新颖、有用、且并非显而易见，这

是潜在知识产权保护的三个标志。

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科学、

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领域研究发

现和分析的黄金标准)和Thomson 
Innovation(领先的知识产权智能和

协作平台)是用于开展科研和先进的

专利研究的两种领先的解决方案。

汤森路透Cortellis(对于生命科学专

业人士而言是最强大的智能平台)则
是支持药物发现与开发的领先解决

方案。

保护

在评估一种理念值得投入开发之

后，则需要寻求保护。在这一阶

段，首先要提交专利和商标申请。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进行更多的

研究，以此确定该项发明是否已经

受到保护以及其商机所在。这正

是Thomson Innovation的用武之

地。SERION平台上的SAEGIS数

据库是全球最大的商标数据库，提

供方便而强大的商标筛查功能。

MarkMonitor用于在互联网环境

中，确定可用的域名及商标。它

整合先进的技术和专家经验，保

护全球领先品牌的信誉与收益。

Thomson IP Manager是全球领先

的知识产权管理解决方案，管理专

利、商标、许可协议以及其他知识

产权资产。

商业化

要获得创新的投资回报，则需要

将一种理念推向市场。在这一阶

段，实际产品、药物或服务上

市，或者通过与他人合作对外授

权提供一种商业上可行的产品。

Thomson Innovation、Thomson 
IP Manager、InCites(基于网络

的全方位科研绩效分析平台)以及

Cortellis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and Regulatory Intelligence全都

支持创新生命周期的这一阶段。

在创新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均有

一支由行业专家和专业人员组成的

队伍与客户接洽，开展定制化项

目，并提供有关业务战略和智力资

产方面的指导。该专业服务顾问团

队与多个行业的跨国企业、法律事

务所、高校、政府等合作，塑造和

拓展其未来的战略。

我们的业务  知识产权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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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平台

Web of Science™将全球最值得信赖的学术文献资源和先进的在线搜索技术集成在一个直观易用的网络平台环境

中，兼具知识的检索、提取、分析、评价、管理与发表等多项功能，确保了学术信息检索的广度与深度，从而加

速科学发现与创新的进程。 

Web of Science™ 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包含著名的三大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为核心，凭藉独特的引文检索机制和

强大的交叉检索功能，有效地整合了学术期刊、发明专利、化学反应、学术专著、及其它多个重要的学术信息资

源，提供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多个领域中高质量、可信赖的学术信息。 

通过Web of Science™，研究人员能够发现：

• 深度的跨学科综合学术信息；

• 全球及具有区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 交叉前沿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

• 全世界学术群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 潜在的合作研究者和深造机会；

• 相关领域内的学术期刊； 

• ……

我们的业务  知识产权与科技

特色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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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科研绩效分析平台
助力科研管理与决策

InCites™
新一代

平台InCitesTM平台

InCitesTM是基于Web of ScienceTM权威数据的全方位科研绩效分析平台，包括

InCitesTM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SM (简称ESI)和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简称JCR)，拥有全面的数据资源、多元化的指标和丰富的可视化效果，

可以辅助科研管理人员更高效地制定战略决策。

InCitesTM可以帮助科研管理部门：

• 制定机构学科发展战略，优化科学布局，加强学科建设；

• 建立全面、透明的评价基准，科学合理地分配科研资源；

• 包含中国的学科分类，并将全球标杆数据应用于该分类，方便高效地开展机构和学

科间的对标分析，明确差距，树立未来发展方向；

• 构建综合反映机构科研绩效的“仪表板”，利用实时更新的数据全面掌控机构的科

研表现和在全球同行中的地位；

• 挖掘机构内高影响力和高潜力的研究人员，吸引外部优秀人才；

• 监测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活动，寻求潜在的合作机会。

我们的业务  知识产权与科技

特色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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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科研绩效分析平台
助力科研管理与决策

InCites™
新一代

平台

我们的业务  知识产权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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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Cortellis™竞争情报

发现新的药品开发机遇，制定明智的商业决策，行动领先对手一步，无不需要迅速便捷地获取最广

泛的情报。无论您是在全景分析研发管线，抑或开展综合竞争情报研究，汤森路透Cortellis™ 竞争

情报都可让您更快获取所需关键情报。

CORTELLIS™ 竞争情报数据库帮助您：

• 快速概览特定领域的研发进展和布局

• 选题立项评估药物品种的综合状况

• 专利评估待选品种的综合保护策略

• 动态监测竞争对手的风云变幻

• 一站式跟踪最新的业内新闻和会议

我们的业务  知识产权与科技

特色解决方案

Cortellis竞争情报为您提供整合的、

不断更新的八类主题报告：

Cortellis
竞争情报

专利
报告

新闻
报告

会议
报告

临床试
验报告

交易
报告

公司
报告

文献
报告

药物
报告

知
识

产
权

   
 业

务
拓展     战略决

策
    竞

争
追

踪
  

 信
息
调研         寻求合

作

竞 争
情 报

分析面临的机会和挑
战，进行品种选项立
项、产品组合优化和项
目评估

评估知识产权保护现
状，发掘有研究价值的
技术点，制定知识产权
保护战略

立足全球视野，总揽业
内全局，跟踪发展动
态，制定长期目标，部
署实施计划

识别竞争品种和竞争对
手，全面评估其优劣
势、产品线，并跟踪最
新动态

寻找、评估和引进有潜
力的项目品种，识别和
筛选合作或转让的对象

收集、整理特定的信
息，将全面、准备、
最新的情报提供给有
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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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简称DWPISM）是全球最受信赖的专利信

息来源，它是经过技术专家人工重写英文摘要和深度标引的专利信息，可以帮助专业人员轻松和了

解全球创新情况。通过使用权威、准确的DWPI数据，帮助专业人员揭示专利信息并更加自信地做

出正确的决策。全球40余个国家专利局审查员都在使用其专利数据。

汤森路透Thomson Innovation®

Thomson Innovation® 是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解决方案。整合了全球最大的专利数据库、科技文献

和商业及新闻信息，并提供独有的分析、合作和预警等工具的创新平台，面向企业的研发、知识产

权和相关决策部门。它助力企业创新发展，帮助企业做出更快更好地决策。

通过Thomson Innovation® 能够帮助您：

• 确定专利性、侵权或创新的有效性

• 获得竞争情报，跟踪行业趋势

• 揭示新市场和市场机会

• 发现许可机会

• 发现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业务  知识产权与科技

特色解决方案



路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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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闻事业部于160多年前成立，在全球有近2500名记者，我们的报道以速度

快、不偏不倚和深入洞察而著称。路透社应充分支持汤森路透“信任原则”，在收

集和传播信息资讯的过程中保持独立、诚信，远离偏见。

我们以文本、电视、图片和图形等形式提供独家新闻、深度报道以及评论分析。

2014年，我们发布了200多万篇独家的新闻报道、100多万篇新闻通告、将近60万
幅图片以及10万多个视频报道。

50万
每年，路透获取并发布50多万幅照

片和图片。

业务速览

10亿
每天，有10亿人阅读汤森路透的新

闻和洞察文章。



技术推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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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创新

人们访问、使用和分析数据方式的改变以及海量大数据的到来使我们能够更加高效

地满足客户不断演进的需求。

我们相信，通过有效地利用技术手段，我们能够增加信息的相关性，并且更快地为

客户提供信息。我们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威力，通过共享平台与各业务部门之间进行

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易访问以及更具价值的数据。在一个全球联网的世界里，我们

致力于随时随地、通过任何设备提供客户所需的信息。因此，我们极其注重如何利

用智能移动设备交付内容。

推动创新

通过利用大数据工具和技术，我们帮助客户对来源广泛的数据进行组合和分析，将

其可视化，以发掘新模式，创造新思维。新的数据创新实验室让我们站在创新的前

沿阵地，我们与各家企业、客户、新秀企业和学术机构合作，开展数据驱动的创新

与研究。我们的研发工作还重点关注搜索技术、大数据和分析、机器学习、社交计

算和自然语言技术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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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核心企业服务与共享平台

我们持续开发核心企业服务，以便我们所有的业务部门能够充分利用数据。这些服

务提供各种功能，帮助我们开发新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动未来增长。我们已打造一

个企业大数据“湖”，用于更加高效地收集、汇聚、连接和传播我们的内容，链接

其他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开放的互联网内容。此外，我们的共享技术平台构成为客

户提供的广泛产品矩阵的基础。通过在各业务部门利用可共享的平台，我们为客户

带来更大的价值和更有用的内容。

简化我们的基础架构

我们正在对内部技术基础架构进行转型，转向更加标准化的现代数据中心、IT系
统、业务系统和网络。通过更加注重云技术，更好地利用行业最佳实践，我们确保

核心技术基础架构及运营提供必要支柱，以便同时满足内部和外部客户的需求。此

外，随着信息快速流入我们的系统并在系统之间流通，我们继续改善信息安全风险

状况和基础架构，为我们自己和客户的信息资产保驾护航。



汤森路透助力

中国增长
我们提供最受信赖的智能信息和基于工作流的整体解决方案，

助力中国企业的创新和全球化

 





58  

中国企业的成长不再局限于中国

中国企业正在经历全球化，海外投资和海外业务均在增长：

• 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超过554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亚洲首位

• 中国的银行跟随中国企业的脚步，也积极发展海外业务

• 海外业务的拓展从欧美市场延伸到其他快速崛起的市场：全球最大的工

商银行已在4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行

• 工商银行收购了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并有更多股权收购在计划中，

尤其是在欧洲

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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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机遇与风险并存

人民币国际化

• 市场竞争增加

• 跨境业务规模扩大

• 风险监管及合规性管理的需求增加

财富总额持续增长 • 商业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对更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需求增长

居于领先地位的全球贸易

• 更多的自由贸易相关协定和规则出台，政府对进出口税收管

理的需求增加

• 由于进出口相关规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企

业将更需要高度自动化的管理系统

中国企业全球化

• 企业将需要获取更多海外市场资产的信息及分析，控制法律

风险，更好的进行税务管理以避免合规性问题

• 企业将增加投入以增强创新能力和品牌效应，向价值链上游

移动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升级

• 终端用户或消费者将更快的获取和使用最新科技

• 为了接触和得到更多用户，企业需要不断升级和改变商业模

式和渠道

鼓励自主创新
• 研发及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投入将持续增加

• 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将需要更多的支持以进行创新

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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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助力中国客户创新与全球化，

与他们共同成长

• 帮助中国客户学习和采纳全球最佳实践和行业最高标准，更好地在全球

市场中进行业务拓展

• 提供一站式的完整解决方案，满足中国客户在金融、财务、法律、知识

产权、税务及合规性等各个方面的需求

• 帮助中国客户提高经营效率、增加全球监管透明度，并增加他们在各国

市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 帮助中国客户有效监管风险、确保满足合规性要求，减低管理成本的同

时确保监管持续而有效

• 帮助中国客户增强创新能力、增加研发投入，在全球范围内保护他们拥

有的知识产权

• 为了支持和协助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汤森路透提供广泛多样的解决方

案，包括海外投资分析、公司财务管理、公司金融、期货交易、知识产

权保护、风险评估、合规性保护和税务战略等等。

• 我们在伦敦、纽约、圣保罗等各大区域中心均设有专门的“China 

Desk”，以确保我们的中国客户在全球主要市场都能第一时间获取以中

文提供的最出色的服务和最有力的支持。

企业信息





汤森路透

联系信息

北 京
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
凯晨世贸中心F2层
电 话：+86(0)10 6627 1288 

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
融科资讯中心C座北楼610单元

电 话：+86(0)10 5670 1200 

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

15号楼方舟大厦

电 话：+86(0)10 6267 4111 

上 海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233号
汇亚大厦3005-3008室
电 话：+86(0)21 6104 1688 

深 圳
罗湖区深南东路5002室
信兴广场地王大厦27层09单元

电 话：+86(0)755 3288 6200

全球总部

3 Times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10036 United States
电 话：+1 646 223 4000 
www.thomsonreuters.com

业务部门

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法律

税务与会计

知识产权与科技

路透新闻

业务概述

我们的足迹

我们在全球广受赞誉

汤森路透在中国

汤森路透助力中国增长

中国企业的成长不再局限于中国

全球化: 机遇与风险并存

我们助力中国客户创新与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