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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A股相继被纳入MSCI指数和富时罗素指数，到中

国企业的跨境并购交易……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蓝筹股和

中国企业的关注程度前所未有。彭博终端依托优质的数

据，全面整合了投资A股和中概股的必备工具、特为关注

中国股票的投资者呈现彭博中国股票解决方案，给您前

所未有的高效体验，助您快速发现投资机遇。

彭博中国股票平台

更优质的数据

助您发现中国股市的潜在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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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优质的市场数据、密切追踪市场行情、深度分析市场变

化，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发现机遇。彭博中国股票解决

方案让竞争优势触手可及。

覆盖全球各市场的实时数据、无以伦比的新闻和研究、强大

的分析和交流工具、以及世界一流的交易功能，尽在全面整

合的彭博中国股票解决方案。

通过本手册，您可全面了解彭博中国股票解决方案如何助您

把握股市机遇，优化工作流程。

优质的市场数据。

强大的分析工具。一站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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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终端提供全套功能强大的分析工具，帮助用户追踪股市

发展，发现市场机遇。用户可以在中国市场的海量股票中， 

了解影响个股盘中行情的基本面因素，按不同历史时期进行

对比，找到受市场因素影响最大的个股。

全面整合的股票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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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本源

为获得最佳表现，只有强大的分析还不够，高质量的数据必

不可少。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彭博终端为用户提供直接来自

上交所和深交所等证券交易所的中国股票数据，以及来自中

国本地及国际证券公司等其它一手数据源的数据。

及时、精准送达

无论何时，我们确保您能及时获取所需数据。上市公司公

告、收入和净利润等基本面数据，在发布后几分钟内更新于

彭博终端。基金价格随着资产净值数据发布而同步更新。 

来自交易所文件的大型指数成份股公司完整财务数据以及

每日持仓交易情况按日更新。

优质的数据



5

公开透明、无杂质、有效的数据

我们日以继夜进行数据整理，只为确保您在彭博终端上所

获取的数据符合我们的高标准，我们还提供专门的工具， 

为您实时对数据进行验证从而确保其质量。独特的文件标

记、基金价格和经济统计数据自动捕获功能，最大限度地减

少手动数据输入出错的可能性，还有一系列强大功能和特

性，帮助您深入洞悉数据，深入了解公司持仓情况、基本面

数据、贷款和资本结构等信息。



宏观：

股市率先报道  FIRS <GO>

中国股票市场新闻  NI CHINA <GO>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  CHEC <GO>

市场行情：

全球宏观市场驱动 GMM <GO>

沪港通及深港通 MMA <GO>

自设提醒 ALRT <GO>

证券监测：

中国最活跃证券 MOST CH <GO>

相关系数查找 CFND <GO>

构建交易：

焦点因子 FTW <GO>

股票筛选 EQS <GO>

观察名单分析 WATCH <GO>

研究：

彭博行业研究 BI CHINA <GO>

外部研究报告门户 RES <GO>

内部研究报告门户 RMS <GO>

回测：

股票回溯测试 EQBT <GO>

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浏览器 TECH <GO>

概览

您的中国股票门户

从追踪市场行情到分析、从构建交易策略到资产管理，CNFI菜单助您发现中国证 

券市场的良机。菜单构建方式便于快捷浏览，使您可以在股市行情监测、分析模式、

以及交易策略构建等诸多功能间轻松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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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交易策略行情监测



投资组合与风险分析 PORT <GO>

资产与投资管理 AIM <GO>

交易执行管理系统 EMSX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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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情报：

财务分析 FA <GO>

盈利及预测 EE <GO>

分析师建议 ANR <GO>

行业及竞争对手：

供应链分析 SPLC <GO>

相对估值 RV <GO>

持股人：

证券所有权 HDS <GO>

投资者研究 IS <GO>

一级市场：

股票发售分析 IPO <GO>

并购分析 MA <GO>

股票分析 交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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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监测

实时新闻及最新经济数据

彭博率先报道—FIRS <GO>

实时掌握中国股市最新消息，获取专为投资A股和中国概念股的投资者们量身打造的洞见与

分析。率先掌握每一市场的最新动态，新闻以要点形式呈现，方便快速浏览，内容涵盖股票、 

固定收益、外汇、大宗商品等等诸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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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票市场新闻—NI CHINA <GO>

针对中国客户，彭博快讯特别开设了股、债、汇三条中文频道，今年新开辟的中文股市频道

更汇集及时消息、市场观点、深度分析为一体，将A股，Ｈ股和全球股票投资人所需信息 

“一键”呈上。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CHEC <GO>

一张分类列表，全面涵盖中国经济指标，方便用户轻松展开深入分析。您只需选择列表中的

任一基本指标或代码，即可方便快捷地获得一整套综合金融数据、基本面信息和历史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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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市场驱动因素和异常变化 

全球宏观市场驱动—GMM <GO>

这是发现全球市场整体趋势及异常变化的最快捷方式。用户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历史趋势和

盘中走势，并找到驱动市场变化的最大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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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MMA <GO>

监测并分析沪港通及深港通股票交易活动，实时了解交易报价、交易余额和资金流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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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活跃证券—MOST CH <GO>

查看当日市场消息中的最热门中国证券并发现盘中趋势，方便构建交易策略。

13

锁定正确目标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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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查找—CFND <GO>

迅速识别不同资产类别之间相关性最强及最弱资产，一目了然地对当前市场环境做出评估。

分析单只证券的正负相关性，了解与其他市场关系，为构建交易建议助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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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交易策略

监测关键因子

焦点因子—FTW <GO>

您可以通过分析受某一特定因子影响最大的单只证券来发现下一个交易策略，也可以通过

观察影响您投资组合资产盘中表现的主题因子来实时掌握市场最新动态。



16

股票筛选—EQS <GO>

通过筛选符合自设标准的上市公司来生成投资建议。创建证券列表，通过查看历史表现来观

察并验证您的交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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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名单分析—WATCH <GO>

通过这一功能，您可以将绩优者与表现较弱者区分开来。这是一个供您为股票估值并找

到全新投资策略的股票分析平台。运行行业水平分析或是查看某项指标中表现最强的个

股———切随您选择。您可以通过预设或自设指标模板，轻松生成全新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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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研究报告门户—RES <GO>

查看深入分析内容，整合于一处的研究报告来自包括券商、独立供应方、市场研究机构和其

他优质内容提供者在内的1500多个供应方，覆盖所有证券。

简化的研究分析和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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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研究报告门户—RMS <GO>

单一平台的研究报告解决方案助您全面掌控您的券商研究和内部研究工作流程，包含研究

分析工具、券商投票工具、权限控制等多种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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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回溯测试—EQBT <GO>

在彭博独有的时间点数据库中、或按照自选范围对您的交易策略进行测试，以评估其有效

性，数据库中包括2000多个基本面数据点、评分模型和自设公式。

先测试再行动



21

技术分析浏览器—TECH <GO>

为您提供一整套内容广泛的技术分析工具，帮助您发现国内外股票的价格动向及交易量趋

势。是您获取所有类型的技术分析、将自主研究与第三方分析整合一处并与团队成员共享的

一站式平台。

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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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分析

透彻了解您的股票

财务分析—FA <GO>

查看某上市公司或股指的历史基本面数据及未来预期等财务信息，并分析潜在投资、合作伙

伴或收购目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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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及预测—EE <GO>

我们为您将券商盈利预期、意外业绩数据及历史数据全部集中于一处，方便您一目了然地轻

松把握所选个股的完整业绩情况。



24

分析师建议—ANR <GO>

按需获取分析师对特定中国股票的见解，提供简洁摘要，展示市场分析师对该股的当前及历

史评级。可针对个股或证券列表设置提醒，以便在分析师观点发生变化时，率先得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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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分析—SPLC <GO>

通过对公司供应链的深入分析，透彻了解一家公司的风险所在。您可以通过此功能分析某公

司的供应商状况、识别其主要客户、了解成本构成、针对供应链变化设置提醒并查看历史供

应链情况。

洞悉行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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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估值—RV <GO>

对特定公司进行相对估值分析，参照行业内可比公司的业绩水平来评估公司表现。透彻了解

公司在所有相关行业的收入分配情况，并借助各种来源的数据细化充实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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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所有权—HDS <GO>

了解推动个股变化的市场参与者。查看持股比例最高的投资机构，对买进卖出量较高者进

行分析，追踪分析历史所有权变动趋势，并了解投资者建仓与平仓时机。

掌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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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发行分析—IPO <GO>

新股发行，永不错过。您可以按照不同标准自设IPO行情显示，分析新股表现并发现中国本

地市场及全球市场的新股投资机会。

掌握一级市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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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分析—MA <GO>

从中国内地的并购交易到海外市场的最新收购，这一平台供您追踪观察、分析研究并实时

掌握所有并购活动。您可以深入挖掘交易结构、监测资金流、并查看哪些公司在并购领域

最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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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与风险分析—PORT <GO>

彭博投资组合与风险分析平台（PORT）集中了股票投资者的重要投资组合、风险分析和相关

数据。它将投资组合追踪、特性、属性、组合优化、历史表现和情景分析与风险价值（VaR）

方法、交易前和交易后风险评估功能无缝整合于同一屏幕中，是投资经理的必备工具。

管理风险，驱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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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资产与投资管理—AIM <GO>

对于买方而言，彭博资产与投资管理(AIM)提供市场中扩展性最强的资产管理技术，您在现

有投资基础之上扩大资产规模，在不中断现有投资的前提之下，将投资范围扩大至不同资

产类别、市场或投资风格，将您的交易及订单数据转化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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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执行管理系统—EMSX <GO>

彭博执行管理解决方案包括带有完整的实时分析的彭博交易执行管理系统(EMSX)，交易意

向，交易成本分析。通过单一的，定制化的平台，用户可以管理股票、期货、期权和交易所交

易基金(ETF)。



关于
彭博终端

自1981年以来，商业和金融专业人士依靠彭博终

端获取实时数据、新闻和数据分析，做出重要决

策。终端提供各个资产类别的信息，从固定收益

到股票、从外汇到商品、从衍生品到抵押贷款，

无缝整合按需多媒体内容、强大的电子交易功能

及卓越的通讯网络。



迪拜 
+91 22 6120 3600 

纽约 
+1 212 318 2000

旧金山 
+1 415 912 2960

圣保罗 
+55 11 2395 9000

北京 
+86 10 6649 7500

上海 
+86 21 6104 3000

香港 
+852 2977 6000

伦敦 
+44 20 7330 7500

法兰克福 
+49 69 9204 1210

新加坡 
+65 6212 1000

悉尼 
+61 2 9777 8600

东京 
+81 3 3201 8900

了解更多

在彭博终端上连续按两次 

<HELP>键，即可获取更多 

信息及彭博咨询台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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