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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寻常凭单项服务成
为业界领袖
广度及深度均无可比拟的数据流实时传输到您的桌面。除了备受赞誉的数据外，彭博

专业TM服务还为您提供获取所有新闻、分析、通讯、图表、流动性、功能和执行服务的渠

道，帮助您将知识转化为行动。一旦您能够进入我们丰富的内容平台，您就可利用彭博

灵活屏这一包含新闻、股票监控、图表等多种内容的实时多视角平台，创建自设的市场

浏览功能。 

涵盖的资产类别包括：

•	 债券
•	 股票
•	 金融衍生产品
•	 外汇
•	 商品
•	 投资组合与风险管理



债券

彭博覆盖所有债券市场产品，包括国债、机构债、信

贷、抵押贷款、市政债券、银团贷款、信用违约掉期

和金融期货及相关衍生品。至今已经连续二十多年为

客户提供保密数据服务。

彭博将实时、准确的数据流和快速的分析相结合。我

们的分析始于基本面数据，同时结合债券的CUSIP、

结构、赎回信息以及复杂的分析和交易数据。为了

最全面的分析，我们还会融合介于两者之间的市场数

据、新闻、交易建议、研究报告和交易，使您拥有最

强大的竞争优势。	

您可以通过一系列自设的行情显示来跟踪全球债券市

场，使用我们领先的市场预测来预判市场走向并识别

潜在的交易策略，尽享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	 完善的分析、最佳资产管理工具以及彭博专业TM
服

务的广度和深度使得抵押贷款专业人士能够在关键

时刻做出更佳实时决策。

•	 四百六十万种债券证券，包括主权债券、公司债、
美国市政债券、房屋抵押债、商业抵押债、资产抵

押债券和新兴市场债券。

•	 四千一百种收益率曲线跟踪相对价值机会。

•	 三万七千家银团和机构贷款的数据。	

股票

彭博无所不包的创新证券分析工具，助您成功投资。

当您有了完整的自设桌面工具，其中的透明数据、动

态监测和强大分析就能确保您捕捉到对您最重要的商

业信息。

•	 为您提供所需的权威性信息——有关公司、市场、
行业、经济和政府的各类全面信息。

•	 连接至一千二百多个卖方和第三方数据库，完美整
合财经新闻、数据和分析。

•	 借助彭博的估值工具，您只需一个屏幕就可查到几
乎全球所有公司的信息，包括分红、收入、股东和

基本面数据。您还可查看一家公司的历史经营状

况，包括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

现金流量表，以及由这些数据生成的一千八百多种

比率。通过查看每年的相对价值，您能更准确地分

析当前的基本面优势和历史走势。

•	 利用股票筛选工具，您可以在我们全球数据库中的
42万多只股票中，挑选那些符合您投资标准的数

据，创造全新投资机会。

•	 浏览主要新闻媒体的一万多个视频剪辑和超过二十
万个历史报告。

•	 运用技术分析，创建一个或几个股票的自设图表，
查看价差或比率，并利用我们的季度报表来识别周

期性规律。您还可以在图表中添加各种项目，如盈

利公告和经济指标，再加上大量的技术分析（包括

标准、专属和第三方指标），使得图表功能更无所

不包。



金融衍生产品

我们提供的卓越投资组合包括高质量数据和券商的优

质模型，并以此来分析、定价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和涵

盖外汇、利率、通胀、信贷、股票和商品市场的结构

性票据。

•	 数据分析和交易联想工具提供的应用程序，可运用
日内及历史市场的千变万化和潜在的数据关系，如

股利、曲线、价差和波动率等，以激发您的投资想

法，并加以测试。

•	 结构和定价功能，使得从简单的利率掉期和期权交
易到最特殊的结构性票据，您都可以通过透明结构

和定价工具来预估公平价值和交易风险。彭博的

定价工具是基于先进的模型并导入日内数据来运行

的，比如用于定价奇异外汇期权所使用的随机局部

波动率模型。	

•	 交易通讯和执行——您可以使用彭博的一体化通讯
系统向您的同事和客户描绘并发布复杂的交易细

节。还可以使用我们一流的执行系统来策划、监

控、执行和分配从股票期权策略到利率掉期等一系

列类型的交易。

•	 投资组合与风险分析利用先进的投资组合分析和情
景模拟工具，帮助您管理风险并改善决策过程。您

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来预测您在价格变化和波动率中

可能遭遇的风险。您还可以将分析数据输入我们的

交叉资产投资组合和彭博交易管理系统，我们的一

流客服团队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为您提供服务。

•	 彭博估值服务（BVAL）为您的仓位提供中立视角，
以帮助您更好地了解其公平价值。它全面解析评估

工具的输入和输出因素，从而您可以进一步进行分

析，以了解您的风险程度。我们提供的世界顶级的

金融衍生品相关数据和分析，以我们的金融工程师

团队为后盾，让您获得您所需要的绝佳质量和支

持，以做出最能经得起挑战的投资、会计和风险管

理决策。





外汇

快速准确地做出交易、对冲和投资决策。彭博的
核心力量，即业界领先的数据、强大的分析功能
和技术层面的市场动态分析报告，可帮您独占竞
争优势。

无论您是公司财务主管、交易商还是投资组合经
理人，彭博都能为您提供全套的外汇业务经营工
具。您从桌面解决方案中便可以看到全球任何一
个金融市场的信息。

您可获得全方位的外汇交易功能，从全球新闻到
数据、分析、电子盘交易、头寸、价格查询、电
子交易中的议价买卖和机构后台文件资料等一应
俱全。买卖双方都无需付费。

我们强大的外汇交易数据包括：

•	 180多种不同货币

•	 740家不同机构提供的外汇数据与价格

•	 74,170个活跃的定价综合意向

•	 市场上唯一的免佣金交易执行服务

•	 实时准确的市场报价，包括即期、远期、无本
金交割远期外汇和期权波动率（包括风险逆转
和蝴蝶效应）

•	 实际波动率、偏度和峰度的计算

•	 50多家主要机构的外汇预测

•	 每天24小时、每30分钟发布的外汇定价

彭博外汇分析包括远期与套补利率套利计算、货
币回报排名、历史波动率分析、实际/引申波动率
对比、期限结构分析、技术分析/图表、期权定
价、结构和风险管理。

我们也通过彭博外汇电子交易系统（FXET），为
买卖双方提供无佣金外汇电子交易。凭借我们强
大的外汇工具，您可以轻松进行即期、远期、无
本金交割远期外汇、期权或存款交易。通过120多
个全球和地区提供的数据库，您可以找到任何货
币对或期限的投资方式来实现充足的资金流动。
彭博外汇电子交易的特征包括即期、直接远期、
掉期、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期权、存款、贵金
属、数据流、询盘、口头交易、批量交易、语音
交易，以及交易后完整的委托单服务直通式处理
系统。





商品

彭博从一个终端为您提供全球商品市场最全面的
资讯。我们的商品市场记者在全球为您发送实时
新闻资讯。我们新近获得的业务板块——彭博新
能源财经（New	Energy	Finance），是业界中提
供领先信息，清洁能源、低碳科技和碳市场研究
的表率，这再次证明了我们在不断进取，努力为
您提供决策所需的更充足、更可靠的信息服务。

我们提供全面的定价数据和统计数据，帮助您在
能源和替代能源、金属、农产品、生物燃料、航
运市场等方面的交易做出睿智的决策。这些数据
包括：
	
•	 来自所有主要期货市场的当前和历史数据

•	 来自50多个经纪公司的场外交易定价

•	 来自政府和交易机构的统计数据

•	 包含10万多种商品资产的数据库

•	 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综合数据

•	 具有以下功能的计算器：商品掉期和期权定
价、点火及裂解价差交易、大豆压榨价差交
易、种植毛利分析和天气分析

•	 完整的图表系统、技术分析和远期曲线分析

彭博互动绘图应用软件BMAP还可通过整合实物
资产、灾害天气分析、灾害和影响报告，帮助您
预测未来价格走势。所有一切都汇集在一张地图
上。

投资组合与风险管理
彭博的ALPHA系统—您的投资组合业绩取决
于您分析处理复杂问题和预测市场的机智能
力。ALPHA是彭博的多资产组合投资分析和风
险解决方案，该产品可以让您利用工具和简洁的
工作流，来精确地运用市场基准衡量您的投资组
合，并找出机会和风险所在。您可以通过预设一
系列属性来找出表现出色或不佳的资产，衡量与
市场相关的风险，并输出供进一步分析的数据。
彭博的ALPHA系统将是您统观大局、运筹帷幄的
得力助手。

彭博的ALPHA系统适用于黑莓（BlackBerry®）和
iPhone®手机，其特色功能包括归因、风险、实时
损益、风险价值、业绩、特点报道、投资组合分
析和情景分析，所有这些工具都采用最佳的商业
数据——彭博的数据从广度、深度和质量等各方
面来讲，都是一流的。把这些数据与实时和历史
股票信息结合起来，您就会得到最准确的资产表
现图，进而做出最佳选择。这就是彭博有形的优
势。





彭博的尖端优势 
>>>>>>>>>>>>>>
我们的服务不止于此。无论对于何种资产，我们都能
籍此强大的创新工具，助您简化工作流程、获得竞争
优势并最大限度提高生产率：

•	 自设视图所提供的实时报价、图表、报价行情显
示、新闻、分析屏幕和精确数据正好可以助您一
臂之力。彭博灵活屏自设的桌面格式可以提供彭
博专业TM服务的各类丰富内容，从而您可以不间断
地查看与您的策略有关的实时信息，从而做出更
迅速、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	 我们强大的交易执行管理系统让您迅速把策略化
为行动。这是一种可简化您的交易过程的直通式
处理方案。交易记录、实时报价、交易意向和执行
报告都被整合在一个屏幕上。帮您节省时间，捕
捉更多机会。

•	 彭博Excel	插件把市场数据、历史数据、参考数
据和分析整合在一个电子表格内。您可以通过数
据向导精确选择所需的信息，并自动传输。如果
您是高级用户，您还可以使用彭博工作表功能来
创建自己的公式，可谓功能无极限。

彭博致力于服务全球客户。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内，您
对我们任一方案、数据或资讯的任何问题，都有我们的专
业人员为您解决。

汇聚我们所有的服务和支持，强大的优势您触指可得。
我们兼具深度和广度的数据、新闻和分析、专注的客户支
持、无与伦比的优质模型、创新的交易建议和革新的风险

管理理念，都为您而设。彭博专业
TM
服务助您增势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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