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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内容覆盖范围广且与众不同

新闻和评论

– 国际与国内新闻

– 时事通讯

–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 路透社 Stocks Buzz 和 FX Buzz
– 国际财务报告

– 路透调查

– 重要事件

– 视频节目

– 新闻分析

– 大宗商品研究及预测

–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

风险

– WorldCheck®

– 最终实益所有人 (UBO)
– 媒体检查

– 路孚特尽职调查服务 (RDD)

公司数据

– 经纪人研究

– 行业分类

– 信用 (CDS)
– 公司新闻

– 竞争对手

– 债务与银团贷款

– 环境、社会与治理 (ESG) 数据、排名、评级

– I/B/E/S® 注册商标

– 预估（详细信息和市场平均预估）

– 指引和可比实际数据

– 文件备案

– 事件和文字记录

– 基本面（标准化的，按报告和时点）

– 并购

– 高管和董事

– 所有权与债券持仓

– 非上市公司数据

– 研究

– 股东积极行动主义情报

– 制裁

– StarMine® 评分

– 交易

– 估值

宏观经济数据

– 国家和地方经济指标

– 关键指标

– 实时经济

– 预测和路透调查

– 国际数据来源（IMF、OECD）

– 宏观 ESG
– 国家/地区风险排名

– 时点

– StarMine Macro 模型

专业数据

– 大宗商品基本面

– 交易情报

– 基金数据（理柏）

– 量化分析与模型 (StarMine)
– 估值定价服务

–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供应链数据

– 供应商

– 经销商

– 关系网络
– 关系的类型、相关性和特征

参考数据

– 行业分类

– 实体数据（公司结构）

– 公司行为

– 证券标识符

– 条款和条件

市场数据与定价

– 股票

– 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 大宗商品和能源

– 衍生品（期货、期权、担保）

– 固定收益（多资产覆盖）

– 外汇 (FX)
– 外汇与利率调查

– 贷款定价

指数和基准

– 富时罗素

– 全球第三方和交易所产品

– 跨资产指数和权重

– 全球基准

– 全球预测汇总

– 行业 KPI
– 市场情绪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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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解读

6 万
太字节数据存储量

5000 万
个预估和 KPI（全球）

1340 万
只固定收益证券

5.7 万
家上市公司

25 万
公司事件

480 万
个研究文档

（每年）

800 万
条金融价格更新

（每秒）

1500 万
个经济时间序列

1.42 亿
个公司金融数据点（每年）

52 万
条来自 297 家交易所的

股票报价

1070 万
家非上市公司

130 万
宗兼并与

收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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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

农业

能源：电力、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碳

能源：原油、精炼产品和石化产品

金属

交通运输

全球天气

大宗商品指数

特色与优势

– 获取原油、精炼产品、石化产品、运输、电力、天然
气、液化天然气、煤炭、碳、农业、金属和天气的全
球定价和基本面数据

– 供需数据，包括来自大宗商品研究团队的所有商
品实际和预测数据

– 广泛的交易所交易和场外交易定价数据

– 原油和原油产品的贸易物流，以及对全球能源产品
互换和公允价值的专有评估

– 全球大宗商品资产详情（船舶、炼油厂、管道、发电站、
LNG 码头、矿山等）

– 全球团队，涵盖班加罗尔、马尼拉、伦敦、巴黎、奥
斯陆、纽约、芝加哥、埃克塞特、基辅、格丁尼亚、
新加坡、鹿特丹和北京

– 与能源领域主要第三方数据提供商合作，包括 Platts、
Argus、IIR 和 O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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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全面覆盖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市场。

定价

农业 金属

能源：电力、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碳 交通运输

能源：原油、精炼产品和石化产品 全球天气

大宗商品交易所 ICE、芝商所、EEX、TOCOM、SHFE、LME、INE、Norexeco + 更多

交易商间经纪人 TP ICAP、GFI、TFS、Marex、OTC Global + 更多

价格报告机构 Platts、Argus、ICIS、OPIS

第三方定价 US ISO、Antaike、Fast Markets (MB)、SMM（上海有色网）、SHMET、CU 
Steel、Bold Positions Research、INTL FC Stone、Jacobsen、Polymerupdate、
GlobalData + 更多

研究、预测和分析

路孚特研究团队对定价和基本面作出的专有预测，包括实际和预测的供需数据，以及对现货、掉期和公允价值的专有
评估分析。

基本面

各个国家的进口、出口、库存/储存、生产、停产等基本面数据——来源于政府机构、TSO、单个公司（如 EIA、USDA、
IIR），并包括历史数据和分析师估计。

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多个大宗商品以反映价格走势，是公认能够反映商品价格和市场动态的主要晴雨表。

大宗商品

新闻、深度观点和内容，从交易所数据到供需基本面，市场覆盖范围广泛，包括玉米、
大豆、小麦、糖、可可、咖啡、棕榈油和牲畜。

农业

主要产品：

Datascope Select、Point Connect、路孚特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定价数据 – 交易所数据：来自全球所有主要大宗商品交易所的
详细的实时、延迟和历史定价

– 全球现货价格数据：主要出口地点的谷物和油籽的每日现金价格数据，来
源于路透社、CNGOIC、JCI、Agrosud、保密经纪商等

– 路孚特研究价格评估：路孚特研究团队为主要大宗商品市场提供价格
评估。

基本面数据 – 当前和历史农业供需数据以及预测的全面集合

– “农业天气仪表板”提供对各季节生长条件的见解或对其可能如何变化的
预测

– USDA、CONAB、中国海关、NBS、加拿大谷物委员会等机构对于谷物
和油籽等重点农产品发布的基本面报告。其他来源：ISO、UNICA、
ICCO、NOPA、COPA、GTT

研究及预测 – 路孚特研究团队拥有一致而准确的早期作物预测记录。该服务涵盖玉米、
大豆、小麦和棕榈油的全球种植和生产预测

– 利用卫星图像、气象数据和其他基本面数据来预测作物播种区域，种植面
积和产量

– 结合船舶跟踪、订租情况、社论、海关和港口检验数据，得出农业流
通和货物运输状况

分析 – 路孚特对欧洲植物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棕榈制品、法国谷物、
黑海的谷物和油籽的研究价格评估

– 专有的价格评估体系在市场上非常著名，拥有长时间的历史久远，并
且是与市场上的密切参与者共同构建的

第三方供应商 – Urner Barry、The Jacobsen、Prima Markets、StarSupply (SCB)、
INTL FC Stone、Platts、Argus、Sucden 等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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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全面覆盖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市场。

定价

农业 金属

能源：电力、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碳 交通运输

能源：原油、精炼产品和石化产品 全球天气

大宗商品交易所 ICE、芝商所、EEX、TOCOM、SHFE、LME、INE、Norexeco + 更多

交易商间经纪人 TP ICAP、GFI、TFS、Marex、OTC Global + 更多

价格报告机构 Platts、Argus、ICIS、OPIS

第三方定价 US ISO、Antaike、Fast Markets (MB)、SMM（上海有色网）、SHMET、CU 
Steel、Bold Positions Research、INTL FC Stone、Jacobsen、Polymerupdate、
GlobalData + 更多

研究、预测和分析

路孚特研究团队对定价和基本面作出的专有预测，包括实际和预测的供需数据，以及对现货、掉期和公允价值的专有
评估分析。

基本面

各个国家的进口、出口、库存/储存、生产、停产等基本面数据——来源于政府机构、TSO、单个公司（如 EIA、USDA、
IIR），并包括历史数据和分析师估计。

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多个大宗商品以反映价格走势，是公认能够反映商品价格和市场动态的主要晴雨表。

大宗商品 能源：电力、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碳

从交易所数据到供需基本面，路孚特提供广泛的能源市场相关信息，内容涵盖原油
和精炼产品、电力、天然气、碳和煤炭。

定价数据 – 来自全球所有主要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实时深度数据，延迟数据和历史价格
数据

基本面数据 – 当前和历史能源供需数据的全面集合

研究及预测 – 基于天气、供需、定价历史的价格预测，重点关注短期现货、日计划市场
和月度合约

– 长期的系统预测和地区的价格预测

– 预测基于主要全球天气模型、用专有的消费模型评估对天然气需求多种驱
动因素的影响，以及对核能断供评估和动态存储的预测

– 电力市场的实时基本面评估，使用 Power Curve 快速了解驱动北欧和德
国电力市场价格的因素。这些评估是基于现货市场的模拟模型，以天气、
供需、燃料价格和产能数据作为参数

分析 – 具体的价格面和预测是基于对天气、供需、历史价格和相关的市场数据作
出的。每日和每周发布预测，其中涵盖 Henry Hub、NBP 和 TTF 合约

– 基于基本面、市场情报、技术指标和政策分析的每日和每周价格
预测

– 基于专有模型和评估政策情景的长期价格预测（至 2030 年）

第三方供应商 – 数据来自最有影响力的能源数据提供商，包括 Platts、Argus、IIR 
Energy、PIERS、Polymerupdate、Hart Energy 等

主要产品：

Datascope Select、Point Connect、路孚特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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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全面覆盖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市场。

定价

农业 金属

能源：电力、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碳 交通运输

能源：原油、精炼产品和石化产品 全球天气

大宗商品交易所 ICE、芝商所、EEX、TOCOM、SHFE、LME、INE、Norexeco + 更多

交易商间经纪人 TP ICAP、GFI、TFS、Marex、OTC Global + 更多

价格报告机构 Platts、Argus、ICIS、OPIS

第三方定价 US ISO、Antaike、Fast Markets (MB)、SMM（上海有色网）、SHMET、CU 
Steel、Bold Positions Research、INTL FC Stone、Jacobsen、Polymerupdate、
GlobalData + 更多

研究、预测和分析

路孚特研究团队对定价和基本面作出的专有预测，包括实际和预测的供需数据，以及对现货、掉期和公允价值的专有
评估分析。

基本面

各个国家的进口、出口、库存/储存、生产、停产等基本面数据——来源于政府机构、TSO、单个公司（如 EIA、USDA、
IIR），并包括历史数据和分析师估计。

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多个大宗商品以反映价格走势，是公认能够反映商品价格和市场动态的主要晴雨表。

大宗商品 能源：原油、精炼产品和石化产品

从交易所数据到供需基本面，路孚特提供广泛的能源市场相关信息，内容涵盖原油
和精炼产品、电力、天然气、碳和煤炭。

定价数据 – 来自全球所有主要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实时深度数据，延迟数据和历史价
格数据

基本面数据 – 当前和历史能源供需数据的全面集合。这包括炼油厂乃至单个装置的实
时和历史停机警报

– 来自 API、EIA 和 Starwiz 的市场波动数据

研究及预测 – 关于原油和成品油基本面的每日、每周和每月报告，包括对贸易流通关键
套利途径的独特见解、供需平衡分析、炼油趋势，且会纳入我们自己的价
格评估和预测。深入解读市场变动事件的专项市场报告

– CIS 大宗商品基本面，覆盖俄罗斯和独联体地区，给出了煤炭、钢铁、
原油和精炼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基本情况

分析 – 获取主要等级和产品类别的现货价格、掉期、期货、裂解价差交易和套
利价值

– 访问路孚特对所有主要交易中心最重要的原油和成品油合约的 48 个月远期曲
线评估

第三方供应商 – 数据来自最有影响力的能源数据提供商，包括 Platts、Argus、IIR 
Energy、PIERS、Polymerupdate、Hart Energy 等

主要产品：

Datascope Select、Point Connect、路孚特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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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全面覆盖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市场。

定价

农业 金属

能源：电力、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碳 交通运输

能源：原油、精炼产品和石化产品 全球天气

大宗商品交易所 ICE、芝商所、EEX、TOCOM、SHFE、LME、INE、Norexeco + 更多

交易商间经纪人 TP ICAP、GFI、TFS、Marex、OTC Global + 更多

价格报告机构 Platts、Argus、ICIS、OPIS

第三方定价 US ISO、Antaike、Fast Markets (MB)、SMM（上海有色网）、SHMET、CU 
Steel、Bold Positions Research、INTL FC Stone、Jacobsen、Polymerupdate、
GlobalData + 更多

研究、预测和分析

路孚特研究团队对定价和基本面作出的专有预测，包括实际和预测的供需数据，以及对现货、掉期和公允价值的专有
评估分析。

基本面

各个国家的进口、出口、库存/储存、生产、停产等基本面数据——来源于政府机构、TSO、单个公司（如 EIA、USDA、
IIR），并包括历史数据和分析师估计。

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多个大宗商品以反映价格走势，是公认能够反映商品价格和市场动态的主要晴雨表。

大宗商品 金属

从交易所数据到供需基本面，路孚特就金属市场提供广泛的覆盖范围，内容涵盖贵金属、
基本金属、关键金属和小金属、再生金属、铁矿石、钢铁和采矿。

定价数据 – 来自全球所有主要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实时深度数据，延迟数据和历史价
格数据

基本面数据 – 对金属市场的专有独立分析和研究，对未来多个时期内主要交易金属的
预测，以及历史分析和独立分析师评论

– Mine Production Screener (MPS) 为用户提供交互式访问，以获取我们
关于矿山生产季度统计数据和矿山所有权的专有数据库。目前涵盖从大
宗商品到基本金属、贵金属等 10 种商品，包括近 2,000 个矿山的生产数
据

– 对于中国市场，可访问中国的金属贸易统计数据

– 其他基本面研究来自 BGS、ICSG、世界钢铁协会等的钢铁统计数据

研究及预测 – 黄金和铜的全球供应、需求和矿山开采分析

– 基本金属和贵金属的矿山生产数据库，包括生产预测

– 全球矿山成本分析，包括黄金、铁矿石和铜的成本曲线

分析 – LME、COMEX 和 SHFE 期权分析数据

– 有关 SHFE 经纪商头寸报告的主要分析

第三方供应商 – 数据来自 Platts、Argus、Fastmarkets、Custeel、Asian Metal、
Steelorbis、Steelhome 和 Antaike

主要产品：

Datascope Select、Point Connect、路孚特数据管理解决方案、Datastream。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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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全面覆盖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市场。

定价

农业 金属

能源：电力、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碳 交通运输

能源：原油、精炼产品和石化产品 全球天气

大宗商品交易所 ICE、芝商所、EEX、TOCOM、SHFE、LME、INE、Norexeco + 更多

交易商间经纪人 TP ICAP、GFI、TFS、Marex、OTC Global + 更多

价格报告机构 Platts、Argus、ICIS、OPIS

第三方定价 US ISO、Antaike、Fast Markets (MB)、SMM（上海有色网）、SHMET、CU 
Steel、Bold Positions Research、INTL FC Stone、Jacobsen、Polymerupdate、
GlobalData + 更多

研究、预测和分析

路孚特研究团队对定价和基本面作出的专有预测，包括实际和预测的供需数据，以及对现货、掉期和公允价值的专有
评估分析。

基本面

各个国家的进口、出口、库存/储存、生产、停产等基本面数据——来源于政府机构、TSO、单个公司（如 EIA、USDA、
IIR），并包括历史数据和分析师估计。

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多个大宗商品以反映价格走势，是公认能够反映商品价格和市场动态的主要晴雨表。

大宗商品 交通运输

主要产品：

Point Connect

路孚特汇集了全球航运新闻和发展的航运数据，并利用强大的工具来进行可视化、分析
和处理。

定价数据 – 包括波罗的海交易所在内的多个来源的运费率，
以及涵盖主要大宗商品的专有评估

– 干散货船和油船的远期运费协议 (FFA)
– 不同地区的船用燃料价格以决定租船事宜或管理价格风险

– 使用 TonnEdge 进行全球船舶船队定价

基本面数据 – 主要大宗商品的干散货船和油船订租状况，具有独特的标准化
流程

– 用于计算多次航行的距离计算器，可规避海盗区域

研究及预测 – 船舶信息，包括大宗商品贸易流量（干散货、原油和原油产品、液化天
然气、液化石油气、农业），并可在远期和历史基础上跟踪个别贸易流
量的汇总情况，使得全球主要实物流的动向变得可见

– 包括船到船转运、平均速度、拥堵、等待时间、浮动存储、天气影
响的市场分析

– 动态 VLCC 和 Suezmax 位置列表

分析 – iMap 上的基础设施使您能够查看和分析生产和产量，监控业绩并跟踪天
气和货运等关键影响因素

– 获取全球大宗商品资产的详细信息，包括船舶、炼油厂、管道、发电站、
LNG 码头、矿山、谷物升运机等，涵盖全球约 110,000 艘船只、
60,000 个发电站、16,000 艘油轮和 700 家炼油厂

第三方供应商 – Wood Mackenzie Vesseltracker 和 Orbcomm
– Clearlynx
– The Baltic Exchange、Simpson Spence Young、Thurlestone 

Shipping、Riverlake、GFI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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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全面覆盖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市场。

定价

农业 金属

能源：电力、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碳 交通运输

能源：原油、精炼产品和石化产品 全球天气

大宗商品交易所 ICE、芝商所、EEX、TOCOM、SHFE、LME、INE、Norexeco + 更多

交易商间经纪人 TP ICAP、GFI、TFS、Marex、OTC Global + 更多

价格报告机构 Platts、Argus、ICIS、OPIS

第三方定价 US ISO、Antaike、Fast Markets (MB)、SMM（上海有色网）、SHMET、CU 
Steel、Bold Positions Research、INTL FC Stone、Jacobsen、Polymerupdate、
GlobalData + 更多

研究、预测和分析

路孚特研究团队对定价和基本面作出的专有预测，包括实际和预测的供需数据，以及对现货、掉期和公允价值的专有
评估分析。

基本面

各个国家的进口、出口、库存/储存、生产、停产等基本面数据——来源于政府机构、TSO、单个公司（如 EIA、USDA、
IIR），并包括历史数据和分析师估计。

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多个大宗商品以反映价格走势，是公认能够反映商品价格和市场动态的主要晴雨表。

大宗商品 全球天气

主要产品：

Datascope Select、Point Connect、路孚特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利用我们来自美国和欧盟天气中心的全球天气数据库。数据包含长期的历史数据、不同
时期的预测、分析以及我们气象学家团队的见解，专注于重要的农业、电力和天然气市
场/地区。

研究及预测 – 来自美国和欧盟气象中心的全球天气。数据包括
深厚的历史信息、不同时期的预测、分析以及我们气象学家团队的见解，
专注于重要的农业、电力和天然气市场/地区

– 天气的历史和预报数据的生成方法，也适用于电力/天然气交
易商

– 覆盖全球热带气候事件，重点关注大西洋和墨西哥湾

– 预测气象图的重要数据库，
便于对预报做出解释

分析 – 对全球历史和预报天气数据进行分析，生成区域的平均天气数据，用于
监测重点农业地区；覆盖范围遍及多数大洲的 50 多个国家/地区

第三方供应商 – NOAA/NCEP
– ECMWF
– Me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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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全面覆盖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市场。

定价

农业 金属

能源：电力、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碳 交通运输

能源：原油、精炼产品和石化产品 全球天气

大宗商品交易所 ICE、芝商所、EEX、TOCOM、SHFE、LME、INE、Norexeco + 更多

交易商间经纪人 TP ICAP、GFI、TFS、Marex、OTC Global + 更多

价格报告机构 Platts、Argus、ICIS、OPIS

第三方定价 US ISO、Antaike、Fast Markets (MB)、SMM（上海有色网）、SHMET、CU 
Steel、Bold Positions Research、INTL FC Stone、Jacobsen、Polymerupdate、
GlobalData + 更多

研究、预测和分析

路孚特研究团队对定价和基本面作出的专有预测，包括实际和预测的供需数据，以及对现货、掉期和公允价值的专有
评估分析。

基本面

各个国家的进口、出口、库存/储存、生产、停产等基本面数据——来源于政府机构、TSO、单个公司（如 EIA、USDA、
IIR），并包括历史数据和分析师估计。

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多个大宗商品以反映价格走势，是公认能够反映商品价格和市场动态的主要晴雨表。

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一揽子大宗商品，以反映其价格变动情况，被认为是大宗商品价
格和市场的主要晴雨表。

所有指数都旨在涵盖全球大宗商品行业，均与美国商品研究局 (CRB®) 指数关联密切，而
且很多指数都受到了交易所交易基金和其他衍生品的追踪。

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 CRB 指数由 Refinitiv Benchmark Services Limited (RBSL) 进行管
理，后者根据欧盟基准监管条例 (BMR) 获得授权成为基准管理者。

关键要点

– 声誉：是公认能够反映大宗商品价格和市场的主要晴雨表

– 与 IOSCO 保持一致的指数：我们所有的指数均符合 IOSCO 有关金融基准的原则

– 符合欧盟 BMR：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 CRB 指数符合
《欧盟基准监管条例》的规定

核心指标

– 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 - CRB® 指数（由 RBSL 管理）：该指数覆盖一揽子的 19 种大
宗商品，包括能源合约、农业、贵金属和工业金属，是大宗商品市场的代表性指标

– 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 CRB® 非能源指数：一组大宗商品指数，农产品和金属所占
权重较高。标准指数中未考虑原油、取暖油、天然气和 RBOB 汽油

– 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 CRB® 非农业和牲畜指数：该指数提升了金属和能源的所占权
重（不含农业和牲畜）

– 路孚特 CRB® 大宗商品股票指数：涵盖了大宗商品相关公司，包括农业、能源和
工业金属等具体细分领域，以及这些领域的大宗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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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数据

特色与优势

利用覆盖全球 99% 市值的公司数据发现全球趋势和机遇。

通过访问最古老的历史数据集和最为广泛的公司覆盖范围，研究过去
的事件并预测未来的机会。

访问关于公司的广泛内容组合，包括基本面、估值、备案文件
和 ESG。

深度洞察

−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超过 130 万宗全球并购交易，包括 37.6 
万宗美国标的公司交易和 92.4 万宗非美国标的公司交易

− 4,400 万份备案文件并且每年新增 290 万份，涵盖 160 个国家/地
区的 200,000 家公司，其中有 60,000 家为存续的上市公司

− 自 1997 年以来 70 个市场中超过 73,000 只活跃和退市股票的持
仓数据

− 路孚特拥有近 1,300 家活跃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可追溯到 1982 年
的报告，拥有最广泛、最深入的机构研究数据集合

公司行为

公司事件

交易数据

ESG

文件备案

基本面

I/B/E/S 预估

组织实体数据

所有权、内部人士、
机构概况

人员（高管和董事）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研究 - 后市场

研究 - 实时

Starmine 量化模型

银团贷款（交易）

文字记录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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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为

为全球资本市场提供全面、及时、优质的公司
行为内容，包括 200 多个交易场所、超过 14.3 
万家活跃和已退市公司。

文件备案

访问各种类型的文件，包括全球 138 个发达和新兴
市场的年度报告、内部报告、债券和定价补充文件。

公司事件

超过 36,500 家公司的市场动态事件，涵盖 90 多
个国家/地区和 180 多种不同的事件类型（包括文
字记录）。

基本面

实体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等被视为
财务报表的文件中呈报的详细数据。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监控投行排名榜单，了解您的竞争力定位，数
据涵盖自 1974 年以来的新发行和并购交易。

I/B/E/S 预估

路孚特 I/B/E/S 预估是分析师详细内容、市场
平均预估和汇总数据、公司指导数据和高级分
析的行业标准。

ESG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组织实体数据

公司概况数据涵盖 3,000 万条记录，数据的维护工作
包括核验实体的法人和官方状态、归类并更新特定时
间范围内的所有相关详细信息。

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人员（高管和董事） StarMine 量化模型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银团贷款（交易）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文字记录和简介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路孚特以 SWIFT ISO 15022 和专有格式（用户定义的 XML/分隔符格式）提供灵活、
及时、高质量的日内企业行动解决方案。

可即时提取或定期提取自定义组合，该任务的执行可以是一次性的或在给定的日期
和时间重复执行。

基础数据有质量保证，并以 15 分钟为周期在日内连续发布 (24x7)。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涵盖 200 多个主流交易所的主要上市或挂牌股票，总计超过 143,000 家上市公司
（88,000 家存续，55,000 家停业）和 213,000 只证券（96,000 只存续，117,000 
只失效）

– 地理范围上覆盖 156 个国家/地区，包括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体系 (GEIS) 市场构
成列表中的发达市场 (25)、新兴市场 (24) 和前沿市场 (30)

– 考虑了 50 多种事件类型

– 发达市场的存档历史超过 25 年。G7 市场平均年限为 38 年；新兴或前沿市场为 5 
年到 10 年以上。关于资本变更，我们最早发出通知的日期在 1974 年；总记录数超
过 30 万。至于股息信息，最早通知日期在 1976 年，有超过 230 万条记录

– 领先的持股披露信息供应商，提供可包含 160 只股票及其投票权和参考事实的
专业数据包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ython、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Excel、FTP、Web 服务

发布频率：15 分钟、每日、基于事件、按需、定期

主要产品：

Datascope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公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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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为

为全球资本市场提供全面、及时、优质的公司
行为内容，包括 200 多个交易场所、超过 14.3 
万家活跃和已退市公司。

文件备案

访问各种类型的文件，包括全球 138 个发达和新兴
市场的年度报告、内部报告、债券和定价补充文件。

公司事件

超过 36,500 家公司的市场动态事件，涵盖 90 多
个国家/地区和 180 多种不同的事件类型（包括文
字记录）。

基本面

实体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等被视为
财务报表的文件中呈报的详细数据。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监控投行排名榜单，了解您的竞争力定位，数
据涵盖自 1974 年以来的新发行和并购交易。

I/B/E/S 预估

路孚特 I/B/E/S 预估是分析师详细内容、市场
平均预估和汇总数据、公司指导数据和高级分
析的行业标准。

ESG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组织实体数据

公司概况数据涵盖 3,000 万条记录，数据的维护工作
包括核验实体的法人和官方状态、归类并更新特定时
间范围内的所有相关详细信息。

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人员（高管和董事） StarMine 量化模型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银团贷款（交易）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文字记录和简介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 利用来自 90 多个国家/地区的超过 100 万家公司和 100 家卖方公司的市场活动信息

– 对于观察列表上的公司，可查看自定义事件日历。通过自动日历下载，及时更新您
的桌面日历

– 利用实时和日内记录、记录索引、实时或可点播的网络视频或音频，以及可下载
的演示材料和 mp3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公司事件涵盖 90 多个国家/地区的超过 36,000 个发行人和约 100 家卖方公司

– 每年超过 250,000 个核心企业事件、1,600 项实时经济指标以及超过 200 万笔交易

– 内容包括超过 180 种不同的事件类型，包括盈利发布日期和时间、电话会议拨入
号码和密码、卖方会议流程、会议演示、分析师电话会议、公司访问、股东大会、
承销团路演、市场
假期、股票分割信息、除息信息、IPO 定价、备案文件以及政治事件和经济指标发
布日期

– 事件覆盖范围每季度更新一次

– 主要第三方：S&P、NASDAQ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网站

发布频率：每日、基于事件、按需、实时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Knowledge Direct、量化分析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

公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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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为

为全球资本市场提供全面、及时、优质的公司
行为内容，包括 200 多个交易场所、超过 14.3 
万家活跃和已退市公司。

文件备案

访问各种类型的文件，包括全球 138 个发达和新兴
市场的年度报告、内部报告、债券和定价补充文件。

公司事件

超过 36,500 家公司的市场动态事件，涵盖 90 多
个国家/地区和 180 多种不同的事件类型（包括文
字记录）。

基本面

实体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等被视为
财务报表的文件中呈报的详细数据。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监控投行排名榜单，了解您的竞争力定位，数
据涵盖自 1974 年以来的新发行和并购交易。

I/B/E/S 预估

路孚特 I/B/E/S 预估是分析师详细内容、市场
平均预估和汇总数据、公司指导数据和高级分
析的行业标准。

ESG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组织实体数据

公司概况数据涵盖 3,000 万条记录，数据的维护工作
包括核验实体的法人和官方状态、归类并更新特定时
间范围内的所有相关详细信息。

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人员（高管和董事） StarMine 量化模型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银团贷款（交易）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文字记录和简介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路孚特是投资银行交易数据领域并购 (M&A) 和新发行交易方面的全球领导者，涵
盖 1970 年代以来 225 个国家/地区超过 400 万笔已宣布交易。

我们行业领先的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排行榜由全球数十家领先媒体发布，我们利用自
身的全球新闻和采选能力以及我们与交易撮合社区的牢固关系，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并购：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超过 130 万宗全球并购交易，包括 37.6 万宗美
国标的公司交易和 92.4 万宗非美国标的公司交易

– 债务资本市场：1970 年以来超过 100 万笔债券交易，包括投资级、
高收益和新兴市场公司债券以及 ABS/MBS/机构债券

– 股权资本市场：超过 40 万个股权资本市场的新股发行，包括首次公开募股、增发、
大宗交易和可转换债券

– 银团贷款：自 1982 年以来超过 374,000 笔全球企业贷款交易

– 公共融资：超过 63 万份美国新发行市政债券，近 2 万个加拿大和国际公共融资

– 项目融资：在有限追索权或无追索权基础上宣布和资助的 34,000 个全球项目

– 合资及回购：全球超过 20 万家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以及近 4.1 万个美国回购
计划

– 企业反收购：超过 11,000 家上市公司的企业反收购资料，包括 12,500 份股东权利
计划通过和修订的详细信息

– 股东积极行动主义：5,000 个异议者股东活动的详细历史信息，包括代理权
争夺和公开股东提案，重点关注由最著名的激进分子发起的运动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主要产品：

Refinitiv Workspace、SDC Platinum

自定义数据源解决方案



16

主页

大宗商品

公司数据

指数和基准

定价和参考数据

新闻

风险与监管

全球基础设施

经济数据

可持续金融

数据互操作性

16

公司行为

为全球资本市场提供全面、及时、优质的公司
行为内容，包括 200 多个交易场所、超过 14.3 
万家活跃和已退市公司。

文件备案

访问各种类型的文件，包括全球 138 个发达和新兴
市场的年度报告、内部报告、债券和定价补充文件。

公司事件

超过 36,500 家公司的市场动态事件，涵盖 90 多
个国家/地区和 180 多种不同的事件类型（包括文
字记录）。

基本面

实体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等被视为
财务报表的文件中呈报的详细数据。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监控投行排名榜单，了解您的竞争力定位，数
据涵盖自 1974 年以来的新发行和并购交易。

I/B/E/S 预估

路孚特 I/B/E/S 预估是分析师详细内容、市场
平均预估和汇总数据、公司指导数据和高级分
析的行业标准。

ESG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组织实体数据

公司概况数据涵盖 3,000 万条记录，数据的维护工作
包括核验实体的法人和官方状态、归类并更新特定时
间范围内的所有相关详细信息。

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人员（高管和董事） StarMine 量化模型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银团贷款（交易）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文字记录和简介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路孚特提供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通过与 LSEG 的整合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路孚特的 ESG 评分旨在基于公开报告的数据，透明、客观地衡量企业在 10 个重大主
题（排放、环境产品创新、人权、股东等）上的相对 ESG 绩效、承诺和有效性。

信息由我们的 ESG 专家根据公开来源收集，如公司网站、年度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等，或是由经审计的公司以标准化方式提供的数据。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超过 80% 的全球市值，涵盖 500 多个不同的 ESG 数据点、
比率和分析，历史可追溯到 2002 年

– 超过 400 个 ESG 数据点和 80 多个 ESG 分析维度

独家：

– 路孚特专有指数包括 ESG 指数、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无化石燃料指数

– 路孚特计算了 500 多项公司级别的 ESG 指标，其中包括 186 个最具可比性和相关
性领域的子集，为其独特的总体评分方法提供了支持

主要第三方：TruValue Labs、交易所、MSCI 和 70 多家 ESG 数据提供商

数据格式：CSV、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网站

发布频率：基于事件、按需、每周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Datastream、路孚特量化分析、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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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为

为全球资本市场提供全面、及时、优质的公司
行为内容，包括 200 多个交易场所、超过 14.3 
万家活跃和已退市公司。

文件备案

访问各种类型的文件，包括全球 138 个发达和新兴
市场的年度报告、内部报告、债券和定价补充文件。

公司事件

超过 36,500 家公司的市场动态事件，涵盖 90 多
个国家/地区和 180 多种不同的事件类型（包括文
字记录）。

基本面

实体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等被视为
财务报表的文件中呈报的详细数据。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监控投行排名榜单，了解您的竞争力定位，数
据涵盖自 1974 年以来的新发行和并购交易。

I/B/E/S 预估

路孚特 I/B/E/S 预估是分析师详细内容、市场
平均预估和汇总数据、公司指导数据和高级分
析的行业标准。

ESG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组织实体数据

公司概况数据涵盖 3,000 万条记录，数据的维护工作
包括核验实体的法人和官方状态、归类并更新特定时
间范围内的所有相关详细信息。

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人员（高管和董事） StarMine 量化模型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银团贷款（交易）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文字记录和简介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 获取当前和历史年份的年度和中期报告、招股说明书、ESG、债务和并购相关文件、
内幕交易报告和其他公开提交的监管文件的集合

– 通过关于美国、加拿大、日本、挪威、中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自动文档
传送，时刻获取最新和最全面的文档资料。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南非为准实
时获取

– 通过高级索引、实时警报或是在 EDGAR 文件中设置相应的导航标签，快速访问
目标文档及其内容章节，从而更加快速地获取独到见解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4,400 万份文档并且每年新增 290 万份，涵盖 160 个国家/地区的 200,000 家公司，
其中有 60,000 家为存续的上市公司

– 数百种文档类型，包括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股权和固定收益招股说明书、市政债券、
并购、企业社会责任、持股情况和监管文件备案

– 唯一可追溯到 1968 年的美国文件合集。其他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89 年

– 我们的全球网络由众多本地专家构成，可提供独一无二的覆盖范围和及时性，文档
当天即可查看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

发布频率：每日、按需、实时

主要产品：

Knowledge Direct API、路孚特数据平台 (2021)、Refinitiv Workspace、

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

文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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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为

为全球资本市场提供全面、及时、优质的公司
行为内容，包括 200 多个交易场所、超过 14.3 
万家活跃和已退市公司。

文件备案

访问各种类型的文件，包括全球 138 个发达和新兴
市场的年度报告、内部报告、债券和定价补充文件。

公司事件

超过 36,500 家公司的市场动态事件，涵盖 90 多
个国家/地区和 180 多种不同的事件类型（包括文
字记录）。

基本面

实体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等被视为
财务报表的文件中呈报的详细数据。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监控投行排名榜单，了解您的竞争力定位，数
据涵盖自 1974 年以来的新发行和并购交易。

I/B/E/S 预估

路孚特 I/B/E/S 预估是分析师详细内容、市场
平均预估和汇总数据、公司指导数据和高级分
析的行业标准。

ESG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组织实体数据

公司概况数据涵盖 3,000 万条记录，数据的维护工作
包括核验实体的法人和官方状态、归类并更新特定时
间范围内的所有相关详细信息。

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人员（高管和董事） StarMine 量化模型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银团贷款（交易）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文字记录和简介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 路孚特基本面数据可帮助您自信地开展公司财务状况研究，该数据集涵盖从发达市
场到新兴市场的全球上市公司

– 评估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并可结合历史情况评估公司的财务“生命历程”

– 通过“标准化”及“公司特定的”财务数据，可进行公司间比较和筛选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108,000 多家活跃和不活跃公司在 120 多个国家/地区进行的交易

• 丰富的数据历史，长达 40 年的年度数据。美国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 1980 年代初期，
其他地区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 1990 年代

• 重述和修订的数据为公司提供真实的同比可比性重述上一期的业绩

• 20 个行业的运营指标（370 多个标准化指标和 740 多个 CSF 报告指标），包括基
于行业（包括航空、矿业、石油和天然气、零售等）特定指标的重点基准

• 具备时点功能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SQL、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SFTP、网站

发布频率：每四小时、每日、每日日终、每小时、按需

主要产品：

Knowledge Direct API、Datastream、QA Direct、路孚特数据平台 (2021)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

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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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为

为全球资本市场提供全面、及时、优质的公司
行为内容，包括 200 多个交易场所、超过 14.3 
万家活跃和已退市公司。

文件备案

访问各种类型的文件，包括全球 138 个发达和新兴
市场的年度报告、内部报告、债券和定价补充文件。

公司事件

超过 36,500 家公司的市场动态事件，涵盖 90 多
个国家/地区和 180 多种不同的事件类型（包括文
字记录）。

基本面

实体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等被视为
财务报表的文件中呈报的详细数据。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监控投行排名榜单，了解您的竞争力定位，数
据涵盖自 1974 年以来的新发行和并购交易。

I/B/E/S 预估

路孚特 I/B/E/S 预估是分析师详细内容、市场
平均预估和汇总数据、公司指导数据和高级分
析的行业标准。

ESG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组织实体数据

公司概况数据涵盖 3,000 万条记录，数据的维护工作
包括核验实体的法人和官方状态、归类并更新特定时
间范围内的所有相关详细信息。

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人员（高管和董事） StarMine 量化模型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银团贷款（交易）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文字记录和简介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我们市场领先的预估数据为 12 个行业提供 270 多个度量和指标。这些数据可基于产
品和细分市场提供更深入的洞察和分析，在板块层面显示预估数据，覆盖 100 个国
家/地区内的 22,000 家公司。

最近新增的覆盖范围包括矿业和电信板块，以及可代表业务和地域细分数据的产品层面
的数据度量。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最全面的全局视图：来自 900 多家经纪商的分布在 100 多个国家/地区的 22,000 家
公司的活跃预估数据，美国市场的数据历史可追溯到 1970 年代，其他市场可追溯
到 1987 年

• 可比较的指引：14 个数据度量拥有可追溯至 1994 年的精细分类检索历史

• 宏观层面视图：13 项指标的全球汇总数据，拥有超过 15,000 个活跃数据系列，涵盖
所有主要第三方指数（如 MSCI、罗素和标准普尔），具有超过 30 年的月度数据和
超过 10 年的每周数据记录

核心数据集

• I/B/E/S 预估：I/B/E/S 实时数据，I/B/E/S 当前数据，I/B/E/S 时点数据，
I/B/E/S 一致预期时点数据，I/B/E/S 历史数据，I/B/E/S 每日平均值

• I/B/E/S 指引（当前和历史数据）

• I/B/E/S 全球汇总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SQL、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

发布频率：15 分钟、每日、每日日终、日内、按需、实时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Datascope、Knowledge Direct、Datastream、QA Direct、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

I/B/E/S 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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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为

为全球资本市场提供全面、及时、优质的公司
行为内容，包括 200 多个交易场所、超过 14.3 
万家活跃和已退市公司。

文件备案

访问各种类型的文件，包括全球 138 个发达和新兴
市场的年度报告、内部报告、债券和定价补充文件。

公司事件

超过 36,500 家公司的市场动态事件，涵盖 90 多
个国家/地区和 180 多种不同的事件类型（包括文
字记录）。

基本面

实体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等被视为
财务报表的文件中呈报的详细数据。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监控投行排名榜单，了解您的竞争力定位，数
据涵盖自 1974 年以来的新发行和并购交易。

I/B/E/S 预估

路孚特 I/B/E/S 预估是分析师详细内容、市场
平均预估和汇总数据、公司指导数据和高级分
析的行业标准。

ESG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组织实体数据

公司概况数据涵盖 3,000 万条记录，数据的维护工作
包括核验实体的法人和官方状态、归类并更新特定时
间范围内的所有相关详细信息。

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人员（高管和董事） StarMine 量化模型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银团贷款（交易）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文字记录和简介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组织实体数据提供识别、关联和描述组织所需的信息。这些数据形成了组织与资产和信
息（包括金融工具、文件、监管机构等关联组织和所有权信息）之间的基本联系。

核心组成部分

– 组织机构 (OA) 数据库为我们的产品提供单一来源且一致的组织实体记录。这些记
录给出了发行人信息以及我们所有金融工具产品之间的相关联系，可以反应所有产
品之间的真实联系情况。

– 经验证实体数据即服务 (VEDaaS) 是一个托管数据服务，客户要求路孚特对其
组织实体数据进行管理

关键要点

– 超过 25 种产品，提供关于法人实体（上市和非上市）的独特信息，可对公司
行为和重要事件（如并购、破产、重组、重新注册、分拆、兼并拆分和 IPO）
进行详细且准确的日常覆盖和维护

– 通过为每个实体分配唯一的永久标识符以及其他标识符（例如 LEI 和 CIK）
来确保 OA 数据的单一性

– 组织实体数据包括业务和行业分类，例如路孚特行业分类 (TRBC) NACE、NAICS 
和 SIC

数据格式：HTML、SQL、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FTP、SFTP、Web 服务

发布频率：每四小时、每日、每日日终、日内、按需、实时、每周

主要产品：

经验证实体数据即服务 (VEDaaS)、量化分析、Knowledge Direct、Datascope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

组织实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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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机构、战略方和内部人士全球持股的详细数据，以
及有关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关键投资专业
人士的情报。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路孚特拥有近 1,300 家活跃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可追
溯到 1982 年的报告，拥有最广泛、最深入的机构研
究数据集合。

人员（高管和董事）

公司高管和董事的详细信息，涵盖 317 万名高管
和超过 20 年的薪酬历史，涉及超过 250 万个独
立个体。

StarMine 量化模型

我们专有的超额收益生成分析和预测模型，
致力于提高投资研究的智能化水平。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超过 1,070 万家全球非上市公司以及私募股权公司、
基金及其投资组合公司的
公司概况和财务报表。

银团贷款（交易）

Refinitiv LPC 是银团贷款内容和市场分析的一流提
供商。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超过 28,000 家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公司和 67,000 
多只基金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 28,000 只融资历
史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的基金。

文字记录和简介

业界最大的关于公司重要事件的可搜索档案，涵盖
新闻通讯社、期刊和电话会议记录，数据历史可追
溯至 2001 年。

公司行为 文件备案

公司事件 基本面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I/B/E/S 预估

ESG 组织实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 路孚特的所有权、内部人士和机构概况，拥有业内最全面的全球股权持有情况和
概况数据，可帮助客户开展详细的公司和投资者分析

– 获取强大的属性特征和关联数据，如关联公司、名称变更、合并和就业历史，提供影
响市场的投资公司和人员的情报

– 与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公司的直接联系，确保资料和联系人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自 1997 年以来 70 个市场中超过 75,000 只活跃和退市股票的持仓数据

– 来源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备案文件、国际应申报股权通知、全球共同基金和
ETF 投资组合、英国股份登记册、董事/内部人士披露（美国、加拿大、英国、欧洲
和亚洲），以及详细的持股通知（日本）

– 源自全球证券交易所、监管备案文件和股份登记册的 830,000 名应申报股权所有者，
包括 34,000 名投资者的简介和 200,000 买方和卖方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 区域性专业内容（如英国股份登记册的深度内容）提供本地洞察，拓展全球深度

– 投资组合持有数据来自 58,000 只基金

– 20 年的全球持股数据，40 年的美国 13F 数据

数据格式：CSV、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

发布频率：每日、日内、按需、每季度、每周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Knowledge Direct、量化分析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

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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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机构、战略方和内部人士全球持股的详细数据，以
及有关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关键投资专业
人士的情报。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路孚特拥有近 1,300 家活跃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可追
溯到 1982 年的报告，拥有最广泛、最深入的机构研
究数据集合。

人员（高管和董事）

公司高管和董事的详细信息，涵盖 317 万名高管
和超过 20 年的薪酬历史，涉及超过 250 万个独
立个体。

StarMine 量化模型

我们专有的超额收益生成分析和预测模型，
致力于提高投资研究的智能化水平。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超过 1,070 万家全球非上市公司以及私募股权公司、
基金及其投资组合公司的
公司概况和财务报表。

银团贷款（交易）

Refinitiv LPC 是银团贷款内容和市场分析的一流提
供商。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超过 28,000 家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公司和 67,000 
多只基金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 28,000 只融资历
史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的基金。

文字记录和简介

业界最大的关于公司重要事件的可搜索档案，涵盖
新闻通讯社、期刊和电话会议记录，数据历史可追
溯至 2001 年。

公司行为 文件备案

公司事件 基本面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I/B/E/S 预估

ESG 组织实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 高管和董事数据可提供公司高管和董事的详细信息，包括薪酬和绩效、就业和教
育经历、委员会成员和综合履历，从而帮助用户厘清人员之间的关联并评估管理
团队/董事会的实力

– 确定组织中的关键决策者，厘清关键的关联关系并评估管理团队的实力

– 通过我们分配的个人唯一识别代码跟踪个人的职业发展

– 利用关联获得推介并寻求合作伙伴或销售机会

– 监控特定公司或行业的人事变动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该数据库涵盖超过 250 万名个人，代表 317 万个高管和董事职位，以及超过 20 年的
就业和薪酬历史

– 全球、全面且持续的覆盖范围，涵盖超过 120 个市场的 85,000 多家上市公司

– 美国境内可查询 20 年以上的就业历史；美国以外地区则为 15 年以上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SFTP、网站

发布频率：每四小时、每日、每日日终、日内、按需、每周

主要产品：

路孚特量化分析、Knowledge Direct、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

人员（高管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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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机构、战略方和内部人士全球持股的详细数据，以
及有关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关键投资专业
人士的情报。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路孚特拥有近 1,300 家活跃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可追
溯到 1982 年的报告，拥有最广泛、最深入的机构研
究数据集合。

人员（高管和董事）

公司高管和董事的详细信息，涵盖 317 万名高管
和超过 20 年的薪酬历史，涉及超过 250 万个独
立个体。

StarMine 量化模型

我们专有的超额收益生成分析和预测模型，
致力于提高投资研究的智能化水平。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超过 1,070 万家全球非上市公司以及私募股权公司、
基金及其投资组合公司的
公司概况和财务报表。

银团贷款（交易）

Refinitiv LPC 是银团贷款内容和市场分析的一流提
供商。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超过 28,000 家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公司和 67,000 
多只基金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 28,000 只融资历
史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的基金。

文字记录和简介

业界最大的关于公司重要事件的可搜索档案，涵盖
新闻通讯社、期刊和电话会议记录，数据历史可追
溯至 2001 年。

公司行为 文件备案

公司事件 基本面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I/B/E/S 预估

ESG 组织实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 非上市公司深入的档案资料和通常难以找到的详细信息，结合强大的筛选功能，
实现全面的全球覆盖

– 调查收购目标，发现剥离机会，查找联盟伙伴和融资活动，开展尽职调查。识
别收购或合作机会，执行一般性市场趋势分析和基准分析

– 数据项包括公司名称、地址、行业、描述、URL、收入、财务报表和主要高管

– 覆盖范围包括公司收入、员工人数、是否存在风险资本投资以及是否存在资本
市场活动，包括贷款和债券发行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通过多种渠道来源访问 1,070 万家全球非上市公司

– 100 万家公司拥有并购交易信息，27,000 家公司拥有公共债务信息，123,000 家公
司拥有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的详细信息

– 140 万家公司的完整财务报表

– 主要第三方数据：Dun & Bradstreet、Creditsafe、Matchdeck (Aihit)

– 独家：Starmine CreditRisk 隐含评级、非上市公司分析计算器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

发布频率：每日、基于事件、每月、按需、每季度、实时、每年

主要产品：

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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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机构、战略方和内部人士全球持股的详细数据，以
及有关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关键投资专业
人士的情报。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路孚特拥有近 1,300 家活跃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可追
溯到 1982 年的报告，拥有最广泛、最深入的机构研
究数据集合。

人员（高管和董事）

公司高管和董事的详细信息，涵盖 317 万名高管
和超过 20 年的薪酬历史，涉及超过 250 万个独
立个体。

StarMine 量化模型

我们专有的超额收益生成分析和预测模型，
致力于提高投资研究的智能化水平。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超过 1,070 万家全球非上市公司以及私募股权公司、
基金及其投资组合公司的
公司概况和财务报表。

银团贷款（交易）

Refinitiv LPC 是银团贷款内容和市场分析的一流提
供商。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超过 28,000 家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公司和 67,000 
多只基金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 28,000 只融资历
史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的基金。

文字记录和简介

业界最大的关于公司重要事件的可搜索档案，涵盖
新闻通讯社、期刊和电话会议记录，数据历史可追
溯至 2001 年。

公司行为 文件备案

公司事件 基本面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I/B/E/S 预估

ESG 组织实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路孚特的私募股权内容集包括数据和数据解读，使得金融专业人士和研究人员能够监控、
衡量、跟踪并分析广泛的全球私募股权活动。

我们跟踪私募股权的全方位内容，包括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及基金的概况、融资、
投资和退出交易，数据历史可追溯到 1970 年代。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超过 374,000 笔私募股权投资的交易详情，包括轮次日期、投资金额、投资阶段和
参与的投资者

– 美国和加拿大地区可提供完整历史，以及从 2005 年到现在的 40,000 多次全球退出，
包括 22,000 多笔股权转让和 7,000 多次 IPO

– 通过与 Cambridge Associates 的合作，可获得私募股权基金的季度业绩基准，其中
包括 8,300 多只基金，资本总额达 6 万亿美元

– 超过 28,000 家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以及 67,000 多只基金的详细资料，包括基
金投资重点、基金规模、融资历史、管理的基金、投资组合公司详情和投资组合配
置情况

– 超过 167,000 家当前或过去有私募股权/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的综合公司资料，包括
公司描述、关键事实、高管和董事、当前和历史投资者、投资轮次详情、相关并购
交易和公开文件

数据格式：CSV、JSON、PDF、Python、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Excel

发布频率：每日、基于事件、按需

主要产品：

Deals Datafeeds、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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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机构、战略方和内部人士全球持股的详细数据，以
及有关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关键投资专业
人士的情报。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路孚特拥有近 1,300 家活跃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可追
溯到 1982 年的报告，拥有最广泛、最深入的机构研
究数据集合。

人员（高管和董事）

公司高管和董事的详细信息，涵盖 317 万名高管
和超过 20 年的薪酬历史，涉及超过 250 万个独
立个体。

StarMine 量化模型

我们专有的超额收益生成分析和预测模型，
致力于提高投资研究的智能化水平。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超过 1,070 万家全球非上市公司以及私募股权公司、
基金及其投资组合公司的
公司概况和财务报表。

银团贷款（交易）

Refinitiv LPC 是银团贷款内容和市场分析的一流提
供商。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超过 28,000 家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公司和 67,000 
多只基金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 28,000 只融资历
史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的基金。

文字记录和简介

业界最大的关于公司重要事件的可搜索档案，涵盖
新闻通讯社、期刊和电话会议记录，数据历史可追
溯至 2001 年。

公司行为 文件备案

公司事件 基本面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I/B/E/S 预估

ESG 组织实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后市场研究集可为用户提供独特见解，包括来自最受追捧的行业专家（如主要卖方银行、
主流独立研究机构和独立智库）的预测和意见。

– 报告包括基础的公司研究、市场和行业研究，以及宏观经济、固定收益、ESG 和第
一手研究

– 卖方研究分析师的报告将在最初发布后经短暂的禁发期后可获取（平均 5 到 7 天）

– 丰富而精确的搜索功能可让您快速找到相关信息，其他增值功能亦可提高生产力和
效率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仅可通过路孚特获得的 15 个独家资源，包括全球主要经纪商和主流的区域研究机构。

– Investext® 订阅集是业内囊括最广泛数据提供者的资源之一。

– 来自 1,900 多个活跃来源和历史资源的超过 3,000 万份研究报告，可追溯到 1982 年。

数据格式：CSV、JSON、PDF、Python、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

发布频率：每日、按需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Knowledge Direct API、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研究：后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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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机构、战略方和内部人士全球持股的详细数据，以
及有关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关键投资专业
人士的情报。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路孚特拥有近 1,300 家活跃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可追
溯到 1982 年的报告，拥有最广泛、最深入的机构研
究数据集合。

人员（高管和董事）

公司高管和董事的详细信息，涵盖 317 万名高管
和超过 20 年的薪酬历史，涉及超过 250 万个独
立个体。

StarMine 量化模型

我们专有的超额收益生成分析和预测模型，
致力于提高投资研究的智能化水平。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超过 1,070 万家全球非上市公司以及私募股权公司、
基金及其投资组合公司的
公司概况和财务报表。

银团贷款（交易）

Refinitiv LPC 是银团贷款内容和市场分析的一流提
供商。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超过 28,000 家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公司和 67,000 
多只基金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 28,000 只融资历
史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的基金。

文字记录和简介

业界最大的关于公司重要事件的可搜索档案，涵盖
新闻通讯社、期刊和电话会议记录，数据历史可追
溯至 2001 年。

公司行为 文件备案

公司事件 基本面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I/B/E/S 预估

ESG 组织实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借助实时研究平台，可访问近 1,300 个活跃的数据来源，包括全球经纪商、区域和本地
市场经纪商以及独立研究提供商，提供基础公司研究、市场和行业研究以及宏观经济、
固定收益、ESG 和第一手研究。

– 获取所有主要全球经纪商和重要的区域经纪商的研究成果（取决于授权），
涵盖所有资产类别，包括股票、固定收益、宏观经济和 ESG

– 基于产品的授权请求工作流程，允许实时研究用户轻松请求对其他经纪商的访问

– 通过点击式的链接，即可从分析师预估数据链接到基础研究源文件以获得上
下文信息

– 如适用，每个文件旁边将显示 StarMine 分析师评级，以显示主要分析师的历史建议
和预估表现

– 生产力功能有助于提升在桌面工作流中进行研究访问的效率

– 借助丰富而精确的搜索功能，您可以通过专有的元数据标记、全文索引、预估
修正、高级功能和目录功能快速找到所需内容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来自全球 90 多个国家/地区的数据提供者提供的研究成果，涵盖主要市场、发展
中市场和新兴市场

– 路孚特拥有近 1,300 家活跃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可追溯到 1982 年的报告，拥有最
广泛、最深入的机构研究数据集合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电子邮件提醒、Excel、网站

发布频率：实时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研究：实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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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机构、战略方和内部人士全球持股的详细数据，以
及有关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关键投资专业
人士的情报。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路孚特拥有近 1,300 家活跃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可追
溯到 1982 年的报告，拥有最广泛、最深入的机构研
究数据集合。

人员（高管和董事）

公司高管和董事的详细信息，涵盖 317 万名高管
和超过 20 年的薪酬历史，涉及超过 250 万个独
立个体。

StarMine 量化模型

我们专有的超额收益生成分析和预测模型，
致力于提高投资研究的智能化水平。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超过 1,070 万家全球非上市公司以及私募股权公司、
基金及其投资组合公司的
公司概况和财务报表。

银团贷款（交易）

Refinitiv LPC 是银团贷款内容和市场分析的一流提
供商。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超过 28,000 家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公司和 67,000 
多只基金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 28,000 只融资历
史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的基金。

文字记录和简介

业界最大的关于公司重要事件的可搜索档案，涵盖
新闻通讯社、期刊和电话会议记录，数据历史可追
溯至 2001 年。

公司行为 文件备案

公司事件 基本面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I/B/E/S 预估

ESG 组织实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StarMine 的分析、模型和股权研究管理工具，可帮助全球的投资公司更有效地产生超
额收益和处理股权信息。

StarMine 提供的套件中包含 19 个专有的超额收益生成分析和模型，涵盖不同的行业、
地区和市场。以稳健的经济直觉为基础，辅之严谨的分析，路孚特的强大分析模型可
跨越不同行业、区域和市场，帮助用户获得更高回报。

StarMine 为量化投资者提供了稳健的选股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作为
多因素模型的输入。

覆盖范围

• 经典模型：分析师修正 (ARM)、价格动量 (Price Mo)、SmartGrowth 和内在估值
(IV)、相对估值 (RV)、盈余质量 (EQ)

• 智能货币模型：智能持仓、卖空份额 (SI)、内部报告

• 组合模型：价值动量 (Val-Mo)、组合 α (CAM)

• 信用和主权模型：结构性信用风险 (SCR)、SmartRatios 信用风险 (SRCR)、文本
挖掘信用风险 (TMCR)、综合信用风险 (CCR)、主权风险

• MarketPsych 媒体情绪

数据格式：CSV、JSON、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Excel、FTP、SFTP

发布频率：每日、每小时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路孚特量化分析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StarMine 量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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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机构、战略方和内部人士全球持股的详细数据，以
及有关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关键投资专业
人士的情报。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路孚特拥有近 1,300 家活跃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可追
溯到 1982 年的报告，拥有最广泛、最深入的机构研
究数据集合。

人员（高管和董事）

公司高管和董事的详细信息，涵盖 317 万名高管
和超过 20 年的薪酬历史，涉及超过 250 万个独
立个体。

StarMine 量化模型

我们专有的超额收益生成分析和预测模型，
致力于提高投资研究的智能化水平。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超过 1,070 万家全球非上市公司以及私募股权公司、
基金及其投资组合公司的
公司概况和财务报表。

银团贷款（交易）

Refinitiv LPC 是银团贷款内容和市场分析的一流提
供商。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超过 28,000 家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公司和 67,000 
多只基金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 28,000 只融资历
史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的基金。

文字记录和简介

业界最大的关于公司重要事件的可搜索档案，涵盖
新闻通讯社、期刊和电话会议记录，数据历史可追
溯至 2001 年。

公司行为 文件备案

公司事件 基本面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I/B/E/S 预估

ESG 组织实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 路孚特为全球交易撮合社区提供行业领先的银团贷款交易详情和排行榜。我们的交易
记录数据库包括自 1980 年代以来的超过 300,000 笔全球贷款交易

– Refinitiv Deals 贷款数据是与路孚特 Loan Pricing Corporation (LPC) 合作编制
的。我们的特许经营能力，提供了市面上可用的最为全面和准确的银团贷款视图

– 我们依靠直接来自全球交易撮合者的交易文件，加上监管文件、新闻专线和公司新闻
稿等严谨的来源，汇集及时、详细的贷款发放信息

– 我们追踪投资级、近投资级、中间市场、杠杆和高杠杆贷款以及项目融资贷款，并辅以
债务和股权融资项目内容

关键要点和统计数据

– 逾 300,000 笔全球贷款交易

– 1980 年代以来的历史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Excel

发布频率：每日、基于事件、每季度、不定期

主要产品：

Deals Datafeeds、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SDC Platinum

银团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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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内部人士、机构概况

机构、战略方和内部人士全球持股的详细数据，以
及有关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关键投资专业
人士的情报。

研究：后市场和实时

路孚特拥有近 1,300 家活跃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可追
溯到 1982 年的报告，拥有最广泛、最深入的机构研
究数据集合。

人员（高管和董事）

公司高管和董事的详细信息，涵盖 317 万名高管
和超过 20 年的薪酬历史，涉及超过 250 万个独
立个体。

StarMine 量化模型

我们专有的超额收益生成分析和预测模型，
致力于提高投资研究的智能化水平。

非上市公司概况和财务信息

超过 1,070 万家全球非上市公司以及私募股权公司、
基金及其投资组合公司的
公司概况和财务报表。

银团贷款（交易）

Refinitiv LPC 是银团贷款内容和市场分析的一流提
供商。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数据

超过 28,000 家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公司和 67,000 
多只基金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 28,000 只融资历
史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的基金。

文字记录和简介

业界最大的关于公司重要事件的可搜索档案，涵盖
新闻通讯社、期刊和电话会议记录，数据历史可追
溯至 2001 年。

公司行为 文件备案

公司事件 基本面

交易数据和排行榜 I/B/E/S 预估

ESG 组织实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公司数据

路孚特提供关键公司事件的记录内容，涵盖 7,200 家公司，包括标准普尔 500 指数和罗
素 1000 指数等所有主要全球指数。提供 1,000 家公司的简报记录。

覆盖范围和统计

– 记录内容涵盖 7,200 家公司，包括标准普尔 500 指数和罗素 1000 指数等所有主要全
球指数。提供 1,000 家公司的简报记录

– 每年制作 35,500 份会议记录内容，涉及财报会议、并购会议、销售会议、分析师
会议以及公司会议演示；每年制作 3,800 份摘要

– 平均每年提供的会议记录数量为 43,200 份

– 历史数据可追溯到 2001 年

– 覆盖范围按区域划分：

− 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 – 1,775

− 亚太地区 (APAC) – 1,115

− 北美洲 (NA) – 3,888

− 拉丁美洲 (LATAM) – 417

主要第三方：S&P、Digital Nirvana

数据格式：CSV、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

发布频率：每日、日内、按需、每季度、每周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Knowledge Direct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

文字记录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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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

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实时经济指标

时点经济数据

可比经济数据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经济预测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Covid-19 数据

特色与优势

从宏观数据到微观细节，我们为您提供一系列全球经济内容，着重关
注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因素。并辅以更多补充信息：消费者信心数据；
商业、政治和金融前景指标；以及所有主要央行的统计数据、预测和
事件。所有这些都使您能够更快地发现洞察和机会。

深度洞察

– 覆盖超过 1,800 种实时的大宗商品、央行和经济指标

– 访问由市场领先的金融预测品牌路透调查发布的 800 多项大宗商
品、央行和经济指标调查

– 使用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预测分析，对调查数据做出进一
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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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超过 900 万个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国际和
区域性官方机构、研究组织、贸易协会和非上
市公司合作伙伴。

可比经济数据

以标准化的方式提供经济数据，以便对各国最重要指
标的表现进行比较。

实时经济指标

实时提供经济数据，帮助客户立刻获知刚刚公开的
重要事件和结果。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涵盖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各国的最全面的
新兴市场数据集。

时点经济数据

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涵盖 700 万个国内数据来源和
670 万个国际数据来源，可追溯至 1900 年代。

经济预测

跨经济指标的宏观经济预测和调查，包括国民账户、
财政和货币指标、服务和贸易、人口统计和收入以
及外国支付。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基于 StarMine 的 SmartEstimates® 方法，对经济指
标、央行指标、大宗商品指标和外汇调查进行专有
预测。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全球主要消费者经济评估、展望、购买和储蓄指
数，以及其他来自 Ipsos MORI 和 Markit PMI 的
企业情绪指标和调查。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基于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分析，对主权政
府未偿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专有估计。

Covid-19 数据

所有国家/地区每天的 Covid-19 病例数、住院人数、
死亡人数和疫苗接种人数。

经济数据

监控和分析国家经济，通过历史和实时时间序列跟踪市场动向。

查看经济数据发布时的原始数据，以及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集成工作流功能，包括绘制时点经济数据的实际值与路透调查数值的对比图，制作时间
序列和未来日历事件，以及构建短期和长期预测。

关键要点

• 超过 900 万个活跃指标，提供新闻提要和数据源自各国的指标，其中 G7 国家的历
史可追溯到 1950 年代，其他主要市场可追溯到 1970 年代，规模较小的市场可追溯
至 1980 年代

• 国际可比经济数据集，提供 51 个关键指标的标准化版本，涵盖高达 130 个国
家/地区，帮助您轻松比较需要研究的不同经济体

• 实时经济数据，包括 1,800 多个影响市场的经济指标，涵盖 70 多个经济体

• 私人来源提供前瞻性数据，包括牛津经济研究所、经济学人智库 (EIU)、
Consensus Economics 和 IHS Markit

• 历史和预测数据集可从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
欧盟委员会的国际官方机构获得

数据格式：CSV、JSON、Python、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Excel

发布频率：每年、每季、每月

主要产品：

Refinitiv Datastream Feeds、Tick History、Refinitiv Real-Time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Refinitiv Datastream

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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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超过 900 万个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国际和
区域性官方机构、研究组织、贸易协会和非上
市公司合作伙伴。

可比经济数据

以标准化的方式提供经济数据，以便对各国最重要指
标的表现进行比较。

实时经济指标

实时提供经济数据，帮助客户立刻获知刚刚公开的
重要事件和结果。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涵盖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各国的最全面的
新兴市场数据集。

时点经济数据

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涵盖 700 万个国内数据来源和
670 万个国际数据来源，可追溯至 1900 年代。

经济预测

跨经济指标的宏观经济预测和调查，包括国民账户、
财政和货币指标、服务和贸易、人口统计和收入以
及外国支付。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基于 StarMine 的 SmartEstimates® 方法，对经济指
标、央行指标、大宗商品指标和外汇调查进行专有
预测。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全球主要消费者经济评估、展望、购买和储蓄指
数，以及其他来自 Ipsos MORI 和 Markit PMI 的
企业情绪指标和调查。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基于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分析，对主权政
府未偿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专有估计。

Covid-19 数据

所有国家/地区每天的 Covid-19 病例数、住院人数、
死亡人数和疫苗接种人数。

经济数据

通过跟踪影响市场的重大经济事件，实时监测国内经济的宏观经济发展。

查看经济数据发布时的原始数据，并借助时点历史数据，了解其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集成工作流功能，包括绘制时点经济数据的实际值与路透调查数值的对比图，匹配时间
序列和未来日历事件，以及构建短期和长期预测。

关键要点

– 实时经济数据，包括 1,950 多个影响市场的经济指标，涵盖 80 多个经济体

– 相关数据包括：

– 来自路透调查的逾 980 项经济指标的时点市场平均预估

– 相关的 StarMine SmartEstimates 衡量指标 - 预测可能出现的经济意外的方向
和规模的加权平均值

独家供应商：

– 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原油数据统计

– 来自国家/地区风险排名的总体综合风险

– 路孚特/IPSOS 的主要消费者信心指数

数据格式：CSV、JSON、Python、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Excel

发布频率：每日、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年

主要产品：

Refinitiv Real-Time、Tick History、Refinitiv Datascope Select、Refinitiv Datastream Feeds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Refinitiv Datastream

实时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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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超过 900 万个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国际和
区域性官方机构、研究组织、贸易协会和非上
市公司合作伙伴。

可比经济数据

以标准化的方式提供经济数据，以便对各国最重要指
标的表现进行比较。

实时经济指标

实时提供经济数据，帮助客户立刻获知刚刚公开的
重要事件和结果。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涵盖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各国的最全面的
新兴市场数据集。

时点经济数据

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涵盖 700 万个国内数据来源和
670 万个国际数据来源，可追溯至 1900 年代。

经济预测

跨经济指标的宏观经济预测和调查，包括国民账户、
财政和货币指标、服务和贸易、人口统计和收入以
及外国支付。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基于 StarMine 的 SmartEstimates® 方法，对经济指
标、央行指标、大宗商品指标和外汇调查进行专有
预测。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全球主要消费者经济评估、展望、购买和储蓄指
数，以及其他来自 Ipsos MORI 和 Markit PMI 的
企业情绪指标和调查。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基于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分析，对主权政
府未偿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专有估计。

Covid-19 数据

所有国家/地区每天的 Covid-19 病例数、住院人数、
死亡人数和疫苗接种人数。

经济数据

路孚特的时点经济数据库使您能够查看经济数据发布时的原始数据，以及随时间的修正。
这些信息使您能够更准确地了解经济数据对市场的影响，并支持您的历史分析和回测需求，
以便您更好地了解您投资策略成功的可能性。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超过 10,000 个经济指标序列，存储了完整的时点或首次发布的数据值

– 与发布日期和参考期相匹配的历史数据值

– 每日频率的历史快照和更新

– 涵盖超过 65 个国家和市场，包括所有主要市场（美国、英国、欧元区、日本、
中国）和新兴市场的全球关键指标

– 系列中 30% 有超过 25 年的数据，大多数有 10 年以上的数据

数据格式：CSV、JSON、Python、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Excel

发布频率：每年、每季、每月

主要产品：

Refinitiv Datastream Feeds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Refinitiv Datastream

时点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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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超过 900 万个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国际和
区域性官方机构、研究组织、贸易协会和非上
市公司合作伙伴。

可比经济数据

以标准化的方式提供经济数据，以便对各国最重要指
标的表现进行比较。

实时经济指标

实时提供经济数据，帮助客户立刻获知刚刚公开的
重要事件和结果。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涵盖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各国的最全面的
新兴市场数据集。

时点经济数据

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涵盖 700 万个国内数据来源和
670 万个国际数据来源，可追溯至 1900 年代。

经济预测

跨经济指标的宏观经济预测和调查，包括国民账户、
财政和货币指标、服务和贸易、人口统计和收入以
及外国支付。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基于 StarMine 的 SmartEstimates® 方法，对经济指
标、央行指标、大宗商品指标和外汇调查进行专有
预测。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全球主要消费者经济评估、展望、购买和储蓄指
数，以及其他来自 Ipsos MORI 和 Markit PMI 的
企业情绪指标和调查。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基于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分析，对主权政
府未偿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专有估计。

Covid-19 数据

所有国家/地区每天的 Covid-19 病例数、住院人数、
死亡人数和疫苗接种人数。

经济数据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采用 StarMine 专有的 SmartEstimates® 方法，并将其应用于
路透调查对经济指标、外汇利率、货币市场和债券收益率的市场平均预估度量之中，以得
到比简单的市场平均预估更为准确的加权平均预测值。

关于模型

对于在调查中提供预测的数据提供者，StarMine 会评估每位数据提供者在各个时点的
历史准确性。然后，对于每位预测者，指标特定的 StarMine 历史准确性得分决定了每
个预测在 SmartEstimate 中的权重。

关键要点

– 回测表明，当 SmartEst imate 与一致预期显著不同时，相对于一致预期，
SmartEstimate 在 61% 的时间内正确预测了经济指标预测值与公布值差异的方向。

–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将我们广泛的经济数据与业内领先的路透社调查数据相
结合，严格评估每位数据提供者的历史准确性

数据格式：CSV、JSON、Python、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Excel

发布频率：每日

主要产品：

Refinitiv Real-Time、Tick History、Refinitiv Datascope Select、Refinitiv Datastream Feeds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Refinitiv Datastream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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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超过 900 万个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国际和
区域性官方机构、研究组织、贸易协会和非上
市公司合作伙伴。

可比经济数据

以标准化的方式提供经济数据，以便对各国最重要指
标的表现进行比较。

实时经济指标

实时提供经济数据，帮助客户立刻获知刚刚公开的
重要事件和结果。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涵盖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各国的最全面的
新兴市场数据集。

时点经济数据

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涵盖 700 万个国内数据来源和
670 万个国际数据来源，可追溯至 1900 年代。

经济预测

跨经济指标的宏观经济预测和调查，包括国民账户、
财政和货币指标、服务和贸易、人口统计和收入以
及外国支付。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基于 StarMine 的 SmartEstimates® 方法，对经济指
标、央行指标、大宗商品指标和外汇调查进行专有
预测。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全球主要消费者经济评估、展望、购买和储蓄指
数，以及其他来自 Ipsos MORI 和 Markit PMI 的
企业情绪指标和调查。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基于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分析，对主权政
府未偿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专有估计。

Covid-19 数据

所有国家/地区每天的 Covid-19 病例数、住院人数、
死亡人数和疫苗接种人数。

经济数据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模型用于评估各种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以预估主权政府
债务违约的可能性。

关于模型

– 预估了 150 个国家/地区在六个时间期限内的年化违约概率：1、2、3、5、7 和 10 年。
违约概率也与传统的字母评级进行比照并按 1 到 100 进行百分位排名

– 该模型每天生成每个国家/地区的隐含发行人评级

– 使用逻辑回归框架来估算违约的可能性

– 使用超过 30 年的主权信用事件数据进行了训练

– 输入数据类型包括实际违约（逾期付款）、不良重组（以不利条款重新发行的债务）
以及在巴黎俱乐部主持下重新安排债务偿还计划。该模型输入内容的主要驱动因素是
宏观经济数据

– 利用额外的市场和政治风险数据作为输入，以生成主权风险的全面图景

关键要点

– 使用广泛的数据，提供对多个时间期限内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的可靠估计

– 使用 StarMine 主权风险数据对 CDS 和固定收益市场交易策略进行的回溯测试表明，
预测 1 个月远期 CDS 价格变化和政府债券收益率利差变化的策略是有利可图的

数据格式：CSV、JSON、Python、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Excel

发布频率：每日

主要产品：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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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超过 900 万个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国际和
区域性官方机构、研究组织、贸易协会和非上
市公司合作伙伴。

可比经济数据

以标准化的方式提供经济数据，以便对各国最重要指
标的表现进行比较。

实时经济指标

实时提供经济数据，帮助客户立刻获知刚刚公开的
重要事件和结果。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涵盖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各国的最全面的
新兴市场数据集。

时点经济数据

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涵盖 700 万个国内数据来源和
670 万个国际数据来源，可追溯至 1900 年代。

经济预测

跨经济指标的宏观经济预测和调查，包括国民账户、
财政和货币指标、服务和贸易、人口统计和收入以
及外国支付。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基于 StarMine 的 SmartEstimates® 方法，对经济指
标、央行指标、大宗商品指标和外汇调查进行专有
预测。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全球主要消费者经济评估、展望、购买和储蓄指
数，以及其他来自 Ipsos MORI 和 Markit PMI 的
企业情绪指标和调查。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基于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分析，对主权政
府未偿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专有估计。

Covid-19 数据

所有国家/地区每天的 Covid-19 病例数、住院人数、
死亡人数和疫苗接种人数。

经济数据

路孚特以标准化格式为 279 个国家/地区提供可比数据。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变量，如国
民账户、货币和金融、价格、劳动力市场、消费者、工业、政府和对外部门。

关键要点

– 在标准化的基础上比较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比较情况

– 数据直接来自国家统计局或中央银行

– 广泛的覆盖范围，许多序列的历史可追溯到 1950 年

数据格式：CSV、JSON、Python、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Excel

发布频率：每年、每季、每月

主要产品：

Refinitiv Datastream Feeds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Refinitiv Datastream

可比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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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超过 900 万个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国际和
区域性官方机构、研究组织、贸易协会和非上
市公司合作伙伴。

可比经济数据

以标准化的方式提供经济数据，以便对各国最重要指
标的表现进行比较。

实时经济指标

实时提供经济数据，帮助客户立刻获知刚刚公开的
重要事件和结果。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涵盖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各国的最全面的
新兴市场数据集。

时点经济数据

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涵盖 700 万个国内数据来源和
670 万个国际数据来源，可追溯至 1900 年代。

经济预测

跨经济指标的宏观经济预测和调查，包括国民账户、
财政和货币指标、服务和贸易、人口统计和收入以
及外国支付。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基于 StarMine 的 SmartEstimates® 方法，对经济指
标、央行指标、大宗商品指标和外汇调查进行专有
预测。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全球主要消费者经济评估、展望、购买和储蓄指
数，以及其他来自 Ipsos MORI 和 Markit PMI 的
企业情绪指标和调查。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基于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分析，对主权政
府未偿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专有估计。

Covid-19 数据

所有国家/地区每天的 Covid-19 病例数、住院人数、
死亡人数和疫苗接种人数。

经济数据

路孚特就新兴市场国内和国际时间序列数据和指标提供最为全面的数据集合。国内
数据直接来自中央统计局和中央银行。国际数据直接取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等全球组织。

关键要点

– 超过 300 万个时间序列，范围覆盖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

– 使用来自国内的数据及早发现投资趋势

– 利用内部来源的数据，轻松比较不同新兴经济体的表现

– 广泛的覆盖范围，许多序列的历史可追溯到 1950 年

数据格式：CSV、JSON、Python、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Excel

发布频率：每年、每季、每月

主要产品：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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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超过 900 万个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国际和
区域性官方机构、研究组织、贸易协会和非上
市公司合作伙伴。

可比经济数据

以标准化的方式提供经济数据，以便对各国最重要指
标的表现进行比较。

实时经济指标

实时提供经济数据，帮助客户立刻获知刚刚公开的
重要事件和结果。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涵盖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各国的最全面的
新兴市场数据集。

时点经济数据

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涵盖 700 万个国内数据来源和
670 万个国际数据来源，可追溯至 1900 年代。

经济预测

跨经济指标的宏观经济预测和调查，包括国民账户、
财政和货币指标、服务和贸易、人口统计和收入以
及外国支付。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基于 StarMine 的 SmartEstimates® 方法，对经济指
标、央行指标、大宗商品指标和外汇调查进行专有
预测。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全球主要消费者经济评估、展望、购买和储蓄指
数，以及其他来自 Ipsos MORI 和 Markit PMI 的
企业情绪指标和调查。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基于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分析，对主权政
府未偿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专有估计。

Covid-19 数据

所有国家/地区每天的 Covid-19 病例数、住院人数、
死亡人数和疫苗接种人数。

经济数据

路孚特提供来自多个知名第三方的广泛经济预测，包括牛津经济研究所、经济学人智
库 (EIU)、Consensus Economics 和路透调查。

覆盖范围包括宏观经济预测和对一系列经济指标的调查，包括外债存量、服务和贸易、
对外支付和贸易、财政和货币指标、人口统计和收入以及国民账户。

路孚特是行业领先的路透调查数据的独家供应商。

核心组成部分

– 牛津经济研究所 - 最权威的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机构，为经济体中最重要的部分和全
球所有国家提供预测。覆盖范围包括 1980 年到 2045 年的宏观经济、社会经济和金
融趋势

– 经济学人智库 - 通过经济学人智库的国家数据，可即时访问全球经济指标的分析数
据库，包含对 201 个国家/地区的预测，其中每个国家/地区拥有多达 320 个系列。
1989 年以来的丰富的数据历史。根据不同的数据系列，可提供未来 2 年、10 年或
20 年的预测

– Consensus Economics - 世界领先的国际经济调查组织之一。调查收集 700 至
1000 名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指标的看法，并将其综合形成市场平均预测

– 路透调查 - 对专家意见进行调查，提供金融市场顶级预测者的看法，并可追溯到特
定时点。超过 1,850 项调查的详细预测和平均预估的历史记录，包括：

– 经济指标、外汇、央行利率政策、债券收益率、货币市场利率、全球股票
指数和大宗商品

经济预测

主要产品：

Elektron Real-Time、Tick History、Data Scope Select、Datastream Feeds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Refinitiv Datastream

补充说明：EIU 和 Consensus Economics 数据集是收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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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超过 900 万个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国际和
区域性官方机构、研究组织、贸易协会和非上
市公司合作伙伴。

可比经济数据

以标准化的方式提供经济数据，以便对各国最重要指
标的表现进行比较。

实时经济指标

实时提供经济数据，帮助客户立刻获知刚刚公开的
重要事件和结果。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涵盖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各国的最全面的
新兴市场数据集。

时点经济数据

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涵盖 700 万个国内数据来源和
670 万个国际数据来源，可追溯至 1900 年代。

经济预测

跨经济指标的宏观经济预测和调查，包括国民账户、
财政和货币指标、服务和贸易、人口统计和收入以
及外国支付。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基于 StarMine 的 SmartEstimates® 方法，对经济指
标、央行指标、大宗商品指标和外汇调查进行专有
预测。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全球主要消费者经济评估、展望、购买和储蓄指
数，以及其他来自 Ipsos MORI 和 Markit PMI 的
企业情绪指标和调查。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基于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分析，对主权政
府未偿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专有估计。

Covid-19 数据

所有国家/地区每天的 Covid-19 病例数、住院人数、
死亡人数和疫苗接种人数。

经济数据

路孚特提供来自不同来源的、广泛的消费者和企业情绪数据，包括路孚特 Ipsos 主要
消费者情绪数据库和 Markit Economics - 采购经理人指数™ 数据库。

关于路孚特 Ipsos 主要消费者情绪

– Ipsos 全球主要消费者信心指数 (PCSI) 衡量了 24 个国家和 7 个地区主要消费者感知
的 11 个关键状况，以提供关于当前和未来经济状况、意图和预期的最全面的数据集

– 数据输出基于每月最新的、具有代表性的随机选择的样本观点，美国和加拿大的样本
包括 18 至 64 岁的主要消费者，其他国家/地区为 16 至 62 岁的主要消费者。主要消
费者是各个国家以最低教育水平和收入为基准的一个可比较的、标准化的、加权的群
体

– 对消费者情绪的进一步深入分析，使用户能够访问 20,000 多个强大、详细的人口
统计序列

关于 Markit Economics - 采购经理人指数™

– IHS/Markit Economics 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调查提供最新、准确和独特的月度
经济趋势指标，是全球最受关注的商业调查

– PMI 数据基于对精心挑选的公司的月度调查，并在所有国家/地区使用相同的方法收
集，以便进行国际比较

– 该调查目前涵盖 50 多个国家和包括欧元区在内的主要区域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主要产品：

Refinitiv Datastream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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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经济数据

超过 900 万个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国际和
区域性官方机构、研究组织、贸易协会和非上
市公司合作伙伴。

可比经济数据

以标准化的方式提供经济数据，以便对各国最重要指
标的表现进行比较。

实时经济指标

实时提供经济数据，帮助客户立刻获知刚刚公开的
重要事件和结果。

新兴市场经济数据

涵盖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各国的最全面的
新兴市场数据集。

时点经济数据

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涵盖 700 万个国内数据来源和
670 万个国际数据来源，可追溯至 1900 年代。

经济预测

跨经济指标的宏观经济预测和调查，包括国民账户、
财政和货币指标、服务和贸易、人口统计和收入以
及外国支付。

StarMine SmartEconomics
基于 StarMine 的 SmartEstimates® 方法，对经济指
标、央行指标、大宗商品指标和外汇调查进行专有
预测。

消费者和企业情绪

全球主要消费者经济评估、展望、购买和储蓄指
数，以及其他来自 Ipsos MORI 和 Markit PMI 的
企业情绪指标和调查。

StarMine 主权信用风险

基于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分析，对主权政
府未偿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专有估计。

Covid-19 数据

所有国家/地区每天的 Covid-19 病例数、住院人数、
死亡人数和疫苗接种人数。

经济数据

使用路孚特从国家和国际卫生机构、政府机构和智库获取的数据集，跟踪 Covid-19 疫情
的发展和恢复情况。提供所有国家/地区的 Covid-19 确诊、住院、死亡和疫苗接种数据，
以及与管控、封锁、政府支持和其他统计数据相关的措施。

关键要点

– 疫情开始至今每日的确诊、住院、死亡和疫苗接种数据

– 在疫情数据中寻找趋势并将其与其他关键经济指标相比较，以了解新冠疫情对当
前和未来经济表现的影响

– 确诊数据非常详细，包括新增、累计、现有确诊和治愈病例

– 疫苗接种数据包括第一剂和第二剂的接种总剂次，以及每 100 人疫苗接种剂次

数据格式：CSV、JSON、Python、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Excel

发布频率：每日、每周

主要产品：

Refinitiv Datastream Feeds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Refinitiv Datastream

Covid-19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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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基础设施

国际项目融资 (PFI)

中东和北非 (MENA) 公司数据（MENA 项目）

“一带一路” (BRI) 项目数据

理柏基金数据

经济数据

路孚特交易商情

ESG 数据

特色与优势

路孚特拥有关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从传言阶段到完成阶段最全面的
新闻、数据和分析，包括交易结构、融资、风险分析、监管合规，以
及贷款人、投资者和顾问信息。

我们的全球基础设施数据和能力，将领先的数据集与分析工具和可视
化技术相结合，为参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相关方提供工作流支持，
包括承建公司、国家机构、银行、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为这些
项目提供融资和持股的基金。

主要工作流：

– 分析基础设施投资趋势

– 管理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风险

– 监控多个项目的进度

– 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构建和部署可投资资产

– 利用过往交易和进行中的交易开展尽职调查、结构化和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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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项目融资 (PFI)
国际能源和基础设施融资市场的新闻、数据和评
论，以及项目融资交易整个生命周期的报道。

经济数据

路孚特经济数据涵盖 165 个国家/地区的国内数据来源，
可通过历史和实时时间序列监测国家经济和跟踪市场
推动者。

中东和北非 (MENA) 公司数据（MENA 项目）

中东和北非地区首屈一指的企业情报监控器，访
问我们在该地区关于企业和官员的全面数据库，
覆盖所有主要板块和行业。

路孚特交易商情

行业领先的项目融资贷款信息和全球交易撮合社区排
行榜，涵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近 3,700 万美元的
已宣布交易。

“一带一路” (BRI) 项目数据

被中国政府、国务院或 BRI 走廊沿线国家纳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数据和分析。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的
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追溯到
2002 年。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
领导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份类别。

全球基础设施

PFI 是全球项目融资情报的主要来源。PFI 每两周出版一次纸质版报告，每天在线更新，
就交易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报告，内容包含从最初的传言到项目结束后的分析。全球的
项目融资专业人士依靠 PFI 的交易分析来识别机会并跟踪竞争对手。

来自世界各地的项目融资新闻，每天更新：

• 排行榜：定期发布的项目融资业排行榜，提供绩效基准和交易机会

• 融资项目数据库：按板块、地区、交易规模和日期，对数据库进行筛选。详细的交易
资料，包括项目参与者（含发起人、牵头方和顾问）；财务条款；以及 PFI 评论

• 管道交易数据库：通过搜索过滤和访问每笔交易的最新 PFI 消息，从传闻开始掌握
“实时”交易信息；

• 市场动向

• 人员流动

国际项目融资 (PFI)



43

主页

大宗商品

公司数据

指数和基准

定价和参考数据

新闻

风险与监管

全球基础设施

经济数据

可持续金融

数据互操作性

43

国际项目融资 (PFI)
国际能源和基础设施融资市场的新闻、数据和评
论，以及项目融资交易整个生命周期的报道。

经济数据

路孚特经济数据涵盖 165 个国家/地区的国内数据来源，
可通过历史和实时时间序列监测国家经济和跟踪市场
推动者。

中东和北非 (MENA) 公司数据（MENA 项目）

中东和北非地区首屈一指的企业情报监控器，访
问我们在该地区关于企业和官员的全面数据库，
覆盖所有主要板块和行业。

路孚特交易商情

行业领先的项目融资贷款信息和全球交易撮合社区排
行榜，涵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近 3,700 万美元的
已宣布交易。

“一带一路” (BRI) 项目数据

被中国政府、国务院或 BRI 走廊沿线国家纳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数据和分析。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的
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追溯到
2002 年。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
领导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份类别。

全球基础设施

作为“MENA 公司数据”覆盖范围的一部分，“MENA 项目”可就中东/北非地区
的建筑业提供可靠的信息、透明度和具有操作性的见解，该行业现在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复杂、成熟和具有竞争力。

关键要点

– 通过该地区最全面的项目、公司和联系人数据库，直接接触决策者。浏览和比较
42,000+ 家公司、415,100+ 个联系人、15,300+ 个项目和 181,000+ 个标书，准确找
到您的需求

– 通过 80+ 个区域和国际新闻提供商以及 33+ 个领先研究提供商的内容，了解最新的
市场动态新闻和研究。使用我们强大的分析工具来评估项目机会和行业参与者

– 了解整个项目的价值链，厘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将历史成本和绩效基准与我们的
KYC 工具结合使用，为更有效管理风险和成本提供所需的透明度

关键数字

– 23,000 个项目

– 价值 9.71+ 万亿美元的项目

– 33,000+ 公司

– 380,000+ 联系人

– 180,000+ 招投标

– 15 个国家/地区

– 60+ 地方和国际新闻来源

– 33 家领先的研究服务提供商

中东和北非 (MENA) 公司数据（MENA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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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项目融资 (PFI)
国际能源和基础设施融资市场的新闻、数据和评
论，以及项目融资交易整个生命周期的报道。

经济数据

路孚特经济数据涵盖 165 个国家/地区的国内数据来源，
可通过历史和实时时间序列监测国家经济和跟踪市场
推动者。

中东和北非 (MENA) 公司数据（MENA 项目）

中东和北非地区首屈一指的企业情报监控器，访
问我们在该地区关于企业和官员的全面数据库，
覆盖所有主要板块和行业。

路孚特交易商情

行业领先的项目融资贷款信息和全球交易撮合社区排
行榜，涵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近 3,700 万美元的
已宣布交易。

“一带一路” (BRI) 项目数据

被中国政府、国务院或 BRI 走廊沿线国家纳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数据和分析。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的
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追溯到
2002 年。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
领导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份类别。

全球基础设施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BRI) 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构想，通过六大经济走廊打通沿线
的陆上和海上网络，将亚洲与非洲和欧洲相连，旨在促进区域一体化、增加贸易和刺激经
济增长。
参与该项目的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波兰、土耳其、新西兰和俄罗斯。

路孚特在提供公正的 BRI 和 ESG 数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提供从项目类型、
交易类型、资金细节到合作伙伴、项目状态和完成日期等不同内容的洞察和分析。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项目总数：2,645

– 项目总价值：3.7 万亿美元

– 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公司总数：2,560

– 交易总数：170

– 涵盖的国家总数：103

关于“一带一路”项目认定的说明

– 由中国政府或国家部门认定的项目

– 或项目承包商已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相关国家/地区的政府部门签署协
议并获得“一带一路”倡议所需的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项目

– 已在“一带一路”官方网站上发布的项目

– 由中国企业作为顾问、业主、承包商、资金筹措人直接参与的项目；或在“一带一
路”倡议经济走廊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

“一带一路” (BRI) 项目数据

https://www.yidaiyil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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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项目融资 (PFI)
国际能源和基础设施融资市场的新闻、数据和评
论，以及项目融资交易整个生命周期的报道。

经济数据

路孚特经济数据涵盖 165 个国家/地区的国内数据来源，
可通过历史和实时时间序列监测国家经济和跟踪市场
推动者。

中东和北非 (MENA) 公司数据（MENA 项目）

中东和北非地区首屈一指的企业情报监控器，访
问我们在该地区关于企业和官员的全面数据库，
覆盖所有主要板块和行业。

路孚特交易商情

行业领先的项目融资贷款信息和全球交易撮合社区排
行榜，涵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近 3,700 万美元的
已宣布交易。

“一带一路” (BRI) 项目数据

被中国政府、国务院或 BRI 走廊沿线国家纳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数据和分析。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的
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追溯到
2002 年。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
领导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份类别。

全球基础设施

在过去的 45 年里，理柏基金一直是全球投资领域独立基金内容、分析和洞察的领先提供
商。用于基金业绩基准管理、风险管理、基金尽职调查和选择、定义产品策略，以及帮
助投资者找到合适的投资。

支持全球基础设施工作流

– 筛选属于基础设施分类的基金，以深入了解基金持仓并查看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全面的全球基金覆盖范围：涵盖 80+ 市场、超过 345,000 只活跃股票类别的全球数
据库

– 基金分类体系：使用理柏基金的 500 多个专有分类，更轻松地对同类基金和基准表现
进行对比

– 管理风险：通过 70 多个风险和回报的相对和绝对衡量指标、监管风险数据和持股透
视解决方案，提升风险管理并降低风险

– Lipper Leaders：利用我们专有的基金评级系统，评估对比单个基金的业绩与特定投
资目标，包括总回报、一致回报、保本能力、费用和美国税务效率。该基金评级系统
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以构建适合投资者偏好的个性化投资组合

– 确定最佳表现者和市场趋势：使用一系列绩效和分析数据，挑选表现最好的基金，
识别产品和市场趋势

– 理柏基金全球资金流：评估行业领先的销售和赎回内容与分析，提供对当前和历史
市场情绪的洞察

理柏基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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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项目融资 (PFI)
国际能源和基础设施融资市场的新闻、数据和评
论，以及项目融资交易整个生命周期的报道。

经济数据

路孚特经济数据涵盖 165 个国家/地区的国内数据来源，
可通过历史和实时时间序列监测国家经济和跟踪市场
推动者。

中东和北非 (MENA) 公司数据（MENA 项目）

中东和北非地区首屈一指的企业情报监控器，访
问我们在该地区关于企业和官员的全面数据库，
覆盖所有主要板块和行业。

路孚特交易商情

行业领先的项目融资贷款信息和全球交易撮合社区排
行榜，涵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近 3,700 万美元的
已宣布交易。

“一带一路” (BRI) 项目数据

被中国政府、国务院或 BRI 走廊沿线国家纳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数据和分析。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的
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追溯到
2002 年。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
领导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份类别。

全球基础设施

– 监控和分析国家经济，通过历史和实时时间序列跟踪市场动向

– 查看经济数据发布时的原始数据，以及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 集成工作流功能，包括绘制时点经济数据的实际值与路透调查数值的对比图，制作
时间序列和未来日历事件，以及构建短期和长期预测

关键要点和统计数据

– 超过 900 万个活跃指标，提供新闻提要和数据源自各国的指标，其中 G7 国家的历
史可追溯到 1950 年代，其他主要市场可追溯到 1970 年代，规模较小的市场可追溯
至 1980 年代

– 国际可比经济数据集，提供 51 个关键指标的标准化版本，涵盖高达 130 个国
家/地区，帮助您轻松比较需要研究的不同经济体

– 实时经济数据，包括 1,800 多个影响市场的经济指标，涵盖 70 多个经济体

– 私人来源提供前瞻性数据，包括牛津经济研究所、经济学人智库 (EIU)、
Consensus Economics 和 IHS Markit

– 历史和预测数据集可从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
欧盟委员会的国际官方机构获得

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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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项目融资 (PFI)
国际能源和基础设施融资市场的新闻、数据和评
论，以及项目融资交易整个生命周期的报道。

经济数据

路孚特经济数据涵盖 165 个国家/地区的国内数据来源，
可通过历史和实时时间序列监测国家经济和跟踪市场
推动者。

中东和北非 (MENA) 公司数据（MENA 项目）

中东和北非地区首屈一指的企业情报监控器，访
问我们在该地区关于企业和官员的全面数据库，
覆盖所有主要板块和行业。

路孚特交易商情

行业领先的项目融资贷款信息和全球交易撮合社区排
行榜，涵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近 3,700 万美元的
已宣布交易。

“一带一路” (BRI) 项目数据

被中国政府、国务院或 BRI 走廊沿线国家纳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数据和分析。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的
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追溯到
2002 年。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
领导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份类别。

全球基础设施

路孚特为全球交易社区提供行业领先的项目融资贷款信息和排行榜。覆盖范围从 1980 
年代初开始，涵盖近 37 万亿美元的已宣布交易，外加 4 万亿美元的融资交易。

路孚特项目融资内容，是银团贷款数据库的一个子集，包括在建设阶段完成之后确
认对发起人有追索权或无追索权的贷款交易。

关键要点

– 路孚特每天都会进行一系列强有力的质量保证检查，以确保为客户提供最高质量的数
据，并且每小时更新路孚特产品的项目融资内容

– 数百个数据元素，包括项目概况（行业、地点、产出等）、交易结构、本金金额、
货币、期限、定价、账簿管理人、代理人、贷款人、利息和费用信息、项目概要等

– 路孚特全面的项目融资银团贷款内容，来源于全球银行和法律数据提供者提交的直接
交易数据，再加上全球专业研究分析师团队开展的广泛研究

路孚特交易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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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项目融资 (PFI)
国际能源和基础设施融资市场的新闻、数据和评
论，以及项目融资交易整个生命周期的报道。

经济数据

路孚特经济数据涵盖 165 个国家/地区的国内数据来源，
可通过历史和实时时间序列监测国家经济和跟踪市场
推动者。

中东和北非 (MENA) 公司数据（MENA 项目）

中东和北非地区首屈一指的企业情报监控器，访
问我们在该地区关于企业和官员的全面数据库，
覆盖所有主要板块和行业。

路孚特交易商情

行业领先的项目融资贷款信息和全球交易撮合社区排
行榜，涵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近 3,700 万美元的
已宣布交易。

“一带一路” (BRI) 项目数据

被中国政府、国务院或 BRI 走廊沿线国家纳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数据和分析。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的
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追溯到
2002 年。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
领导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份类别。

全球基础设施

路孚特提供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通过与 LSEG 的整合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路孚特的 ESG 评分旨在基于公开报告的数据，透明、客观地衡量企业在 10 个重大主
题（排放、环境产品创新、人权、股东等）上的相对 ESG 绩效、承诺和有效性。

信息由我们的 ESG 专家根据公开来源收集，如公司网站、年度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等，或是由经审计的公司以标准化方式提供的数据。

支持全球基础设施工作流

– 与 ESG 数据相整合，促进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超过 80% 的全球市值，涵盖 500 多个不同的 ESG 数据点、比率和分析，历史可追
溯到 2002 年

– 超过 400 个 ESG 数据点和 80 多个 ESG 分析维度

独家

– 路孚特专有指数包括 ESG 指数、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无化石燃料指数

– 路孚特计算了 500 多项公司级别的 ESG 指标，其中包括 186 个最具可比性和相关
性领域的子集，为其独特的总体评分方法提供了支持

主要第三方：TruValue Labs、交易所、MSCI 和 70 多家 ESG 数据提供商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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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基准

大宗商品指数

可转换证券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ESG 指数

固定收益指数

外汇指数

富时罗素

全球股票指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伊斯兰指数

利率基准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风险资本指数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特色与优势：指数

− 超过 200 万家受监管投资公司 (RIC)，涉及所有主要第三方提供商
（如 MSCI、标普、富时等）的主要基准以及行业板块分类

− 时间序列数据涵盖所有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自成立以来
的信息，具有不同的来源和深度成分

− 具有深厚的成分历史深度数据，可以对行为和趋势进行量化和分析
研究

− 指数动向和板块分类分析应用程序，可以每天进行市场驱动因素、
影响因素和趋势分析

− 专有指数计算服务，可就定制交易策略和基础基金产品进行自定义
指数创建

特色与优势：基准

− WMR 特许经营，为所有主要市场提供外汇直盘和交叉汇率

− 30 多个基准的管理者，60 多个基准的计算代理机构

− 路孚特产品可提供超过 300 个覆盖面为全球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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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一揽子大宗商品，以反
映其价格变动情况，被认为是大宗商品价格和市
场的主要晴雨表。

固定收益指数

我们的固定收益指数提供高质量的指标，用以衡量
多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在不同流动性、期限和风险水
平上的表现。

可转换证券指数

我们的可转换证券指数拥有大量可用的指数组合，
为随时间变化的可转换债券资产类别提供了独立
和透明的定义。

外汇指数

我们的外汇指数利用我们在外汇市场的基础设施来建
立基准，跟踪全球战略货币表现，且可用作交易和投
资产品的依据。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对全球 7,000 多家公司进
行了排名，选出了工作场所最具多元化和包容
性特征的前 100 家上市公司。

富时罗素

富时罗素是全球领先的基准、分析和数据解决方案
提供商，可帮助投资者准确了解投资过程中涉及的
市场。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全球股票指数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风险资本指数

伊斯兰指数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利率基准

其他内容集

指数和基准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一揽子大宗商品，以反映其价格变动情况，被认为是大宗商
品价格和市场的主要晴雨表。

所有指数都旨在涵盖全球大宗商品行业，均与美国商品研究局 (CRB®) 指数关联密切，
而且很多指数都受到了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和其他衍生品的追踪。

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 CRB 指数由 Refinitiv Benchmark Services Limited (RBSL) 进
行管理，后者根据欧盟基准监管条例 (BMR) 获得授权成为基准管理者。

关键要点

– 声誉：是公认能够反映大宗商品价格和市场的主要晴雨表

– 与 IOSCO 保持一致的指数：我们所有的指数都遵循 IOSCO 的金融基准原则

– 符合欧盟 BMR：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 CRB 指数符合
《欧盟基准监管条例》的规定

核心指标

– 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 - CRB® 指数（由 RBSL 管理）：一揽子 19 种商品，包括能
源合约、农业、贵金属和工业金属；该指数是大宗商品市场的代表性指标

– 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 CRB® 非能源指数：一组大宗商品指数，农产品和金属所
占权重较高。将原油、取暖油、天然气、RBOB 汽油从标准指标中剔除

– 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 CRB® 非农业和牲畜指数：该指数提升了金属和能源的所占
权重（不含农业和牲畜）

– 路孚特 CRB® 大宗商品股票指数：涵盖了大宗商品相关公司，包括农业、能源
和工业金属等具体细分领域，以及这些领域的大宗商品价格

大宗商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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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一揽子大宗商品，以反
映其价格变动情况，被认为是大宗商品价格和市
场的主要晴雨表。

固定收益指数

我们的固定收益指数提供高质量的指标，用以衡量
多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在不同流动性、期限和风险水
平上的表现。

可转换证券指数

我们的可转换证券指数拥有大量可用的指数组合，
为随时间变化的可转换债券资产类别提供了独立
和透明的定义。

外汇指数

我们的外汇指数利用我们在外汇市场的基础设施来建
立基准，跟踪全球战略货币表现，且可用作交易和投
资产品的依据。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对全球 7,000 多家公司进
行了排名，选出了工作场所最具多元化和包容
性特征的前 100 家上市公司。

富时罗素

富时罗素是全球领先的基准、分析和数据解决方案
提供商，可帮助投资者准确了解投资过程中涉及的
市场。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全球股票指数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风险资本指数

伊斯兰指数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利率基准

其他内容集

指数和基准

可转换证券指数为随时间变化的可转换债券资产类别提供了独立和透明的定义。

有大量指数组合可供选择，例如是全球覆盖还是区域覆盖；未对冲或对冲货币；亦或不
同的剥离子块，如仅筛选“均衡的”或投资级债券。也可以支持自定义指数的开发和报
告。

指数的管理和计算秉持国际证监会组织 (IOSCO) 的原则和精神。

路孚特可转换证券指数由 Refinitiv Benchmark Services Limited 进行管理，后者根
据欧盟 BMR 获得授权成为基准管理者。

关键要点

– 全面覆盖范围：覆盖范围为全球市场，可细分为多个次级指数和剥离子块，以适应
不同的投资组合或投资要求

– 专家品质与服务：由专业的可转换证券指数和咨询团队计算。多个自定义指数
选项可用

– 独立、监管和透明：遵守《欧盟基准监管条例》的规定，遵循 IOSCO 原则和基于
规则的方法

– 灵活的交付选项：可转换证券指数可通过 Eikon 和 Datastream 独立访问或
是通过 FTP、电子邮件或第三方供应商获取

可转换证券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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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一揽子大宗商品，以反
映其价格变动情况，被认为是大宗商品价格和市
场的主要晴雨表。

固定收益指数

我们的固定收益指数提供高质量的指标，用以衡量
多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在不同流动性、期限和风险水
平上的表现。

可转换证券指数

我们的可转换证券指数拥有大量可用的指数组合，
为随时间变化的可转换债券资产类别提供了独立
和透明的定义。

外汇指数

我们的外汇指数利用我们在外汇市场的基础设施来建
立基准，跟踪全球战略货币表现，且可用作交易和投
资产品的依据。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对全球 7,000 多家公司进
行了排名，选出了工作场所最具多元化和包容
性特征的前 100 家上市公司。

富时罗素

富时罗素是全球领先的基准、分析和数据解决方案
提供商，可帮助投资者准确了解投资过程中涉及的
市场。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全球股票指数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风险资本指数

伊斯兰指数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利率基准

其他内容集

指数和基准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对全球 7,000 多家公司进行了排名，选出了工作场所最具多元化和
包容性的前 100 家上市公司，具体通过四个关键支柱上的 24 个独立指标来衡量。

它的设计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对多元化、包容性和员工发展指
标进行跟踪、报告和实现的公司，其业绩会比得分较低或不跟踪这些指标的公司更好。

获得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公司业绩洞察，识别投资中的长期机会和风险。

我们的 ESG 数据为深入的社会责任投资分析提供绩效信息。

关键要点

– 灵活性：自动评分提供高度灵活的架构，是集成新增可用数据流的理想选择

– 可扩展性：动态加权数据点反映了市场动向。分析检查每个数据的数据可用性并
自动调整权重

– 全球基准标准：基准组通常基于 TRBC 板块分类，这是识别同行和标记研究的全球
标准

核心指标

– 全球平等机会精选指数：我们的全球平等机会精选指数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基准，帮
助投资者筛选出积极投资 ESG 并在其业务运营中推广 ESG 价值观和原则的公司

– 欧洲平等机会精选指数：欧洲平等机会精选指数，捕捉了那些倾向于促进工作场所多
元化和包容性的股票的表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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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一揽子大宗商品，以反
映其价格变动情况，被认为是大宗商品价格和市
场的主要晴雨表。

固定收益指数

我们的固定收益指数提供高质量的指标，用以衡量
多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在不同流动性、期限和风险水
平上的表现。

可转换证券指数

我们的可转换证券指数拥有大量可用的指数组合，
为随时间变化的可转换债券资产类别提供了独立
和透明的定义。

外汇指数

我们的外汇指数利用我们在外汇市场的基础设施来建
立基准，跟踪全球战略货币表现，且可用作交易和投
资产品的依据。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对全球 7,000 多家公司进
行了排名，选出了工作场所最具多元化和包容
性特征的前 100 家上市公司。

富时罗素

富时罗素是全球领先的基准、分析和数据解决方案
提供商，可帮助投资者准确了解投资过程中涉及的
市场。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全球股票指数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风险资本指数

伊斯兰指数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利率基准

其他内容集

指数和基准

我们的 ESG 指数帮助您评估和减轻公司在 ESG 方面的风险，帮助具有社会责任
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关键要点

– 单个 ESG 支柱或组合：允许具有特定 CSR 要求或规定的投资者更准确地
衡量其投资组合

– 基于“动态”评级：400+ 关于 ESG 绩效的关键指标，公司评级一目了然

– ESG 评级最高的公司：结果建立了一个更多元化、波动更小的基准，反映全球主要
指数的表现

– 实时或日终：可通过上市的投资品种（如 ETF）跟踪，亦可用来作为基准

– 下载评级：允许投资经理、顾问、学生和媒体
以经济实惠的方式对股票组合的 ESG 表现进行评级

核心指标

– 路孚特/S-Network ESG 最佳实践指数

– 路孚特/Future Super 澳大利亚无化石指数

– 路孚特 IX 全球 ESG 等权重指数和路孚特 IX 全球 ESG 高股息低波动等权重指数

– 路孚特全球资源保护精选指数

– 路孚特欧元区 ESG 精选指数

ESG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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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一揽子大宗商品，以反
映其价格变动情况，被认为是大宗商品价格和市
场的主要晴雨表。

固定收益指数

我们的固定收益指数提供高质量的指标，用以衡量
多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在不同流动性、期限和风险水
平上的表现。

可转换证券指数

我们的可转换证券指数拥有大量可用的指数组合，
为随时间变化的可转换债券资产类别提供了独立
和透明的定义。

外汇指数

我们的外汇指数利用我们在外汇市场的基础设施来建
立基准，跟踪全球战略货币表现，且可用作交易和投
资产品的依据。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对全球 7,000 多家公司进
行了排名，选出了工作场所最具多元化和包容
性特征的前 100 家上市公司。

富时罗素

富时罗素是全球领先的基准、分析和数据解决方案
提供商，可帮助投资者准确了解投资过程中涉及的
市场。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全球股票指数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风险资本指数

伊斯兰指数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利率基准

其他内容集

指数和基准

20 多年来，我们的固定收益指数一直被用作债券投资组合管理的基准和债券市场表
现的指标，可对具有不同流动性、期限和风险水平的多个发达和新兴市场进行高质
量的衡量。

关键要点

– 经验：我们在计算固定收益指数方面已经拥有 20 多年的经验

– 历史：我们的债券指数有着悠久的历史，能够让您开展研究和回溯测试

– 多种用途：这些指数可用于基准测试和分析目的

核心指标

– 主权债券指数：这些指数是根据欧洲金融分析师协会 (EFFAS) 有关债券指数的规则
计算得出，涵盖 20 余年历史，每个指数仅包含符合约定规则的债券，且所有指数都
进行了回溯测试

– 加拿大固定收益指数：这些指数使用与我们的主权债券指数相同的 EFFAS 指数方法，
涵盖 9 种债券期限的公司、省级和政府债券

– RF/iEDGE 新加坡固定收益指数 (SFI)：被新加坡大华银行 (UOB) 选作固定收益推荐
基准，这些指数是第一批包含新加坡主权债券、公司债券和法定董事会债券的固定
收益指数，根据我们的估值价格计算得出，历史可追溯至 2009 年 1 月

– 债券定价机构马来西亚指数：这些指数涵盖整个本地债券领域，包括政府债券、公司
债券和伊斯兰债券。该系列指数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马来西亚固定收益指数，可用于
基准管理

– 全球伊斯兰债券指数：面向政府和企业部门的零息票和固定息票全球伊斯兰债券，
为寻求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固定收益产品的投资者提供一个独立而全面的基准

– 信用违约互换 (CDS) 指数：成交量加权指数，其成分由主要区域交易商精心挑选以
反映流动性，为投资者提供对冲信贷波动的选择，涵盖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一
系列主权债券

固定收益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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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一揽子大宗商品，以反
映其价格变动情况，被认为是大宗商品价格和市
场的主要晴雨表。

固定收益指数

我们的固定收益指数提供高质量的指标，用以衡量
多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在不同流动性、期限和风险水
平上的表现。

可转换证券指数

我们的可转换证券指数拥有大量可用的指数组合，
为随时间变化的可转换债券资产类别提供了独立
和透明的定义。

外汇指数

我们的外汇指数利用我们在外汇市场的基础设施来建
立基准，跟踪全球战略货币表现，且可用作交易和投
资产品的依据。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对全球 7,000 多家公司进
行了排名，选出了工作场所最具多元化和包容
性特征的前 100 家上市公司。

富时罗素

富时罗素是全球领先的基准、分析和数据解决方案
提供商，可帮助投资者准确了解投资过程中涉及的
市场。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全球股票指数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风险资本指数

伊斯兰指数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利率基准

其他内容集

指数和基准

我们的外汇指数利用我们在外汇市场的基础设施来建立基准，跟踪全球战略货币表现，
且可用作交易和投资产品的依据。

关于路孚特/港交所人民币货币指数 (RXY)

RXY 指数为人民币兑中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提供独立、透明和及时的基准。
这些指数是与香港交易所合作建立的，后者是上市人民币交易和风险管理工具及
产品的先驱。

关键要点

– 值得信赖：该指数由我们的外汇指数专家使用 WM/路透汇率建立，后者是全球各
种指数和金融合约中使用最广泛的参考点

– 独立：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我们不主动参与金融市场活动，我们提供公正的绩效
衡量标准

– 透明：指数设计完全透明，遵循 IOSCO 的金融基准治理和管理原则

研究方法

– 计算方法：几何平均

– 加权方法：针对香港转口调整对双边贸易进行加权

– 贸易数据来源：UN Comtrade、香港政府统计处

– 加权再平衡：年度审核。6 月公告，第四季度第一个工作日实施

– RXY 简化离岸人民币具有固定的权重，不需要再平衡

– 指数计算频率：每小时

– 外汇汇率数据来源：WM/路透社外汇汇率

外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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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指数

我们的大宗商品指数跟踪一揽子大宗商品，以反
映其价格变动情况，被认为是大宗商品价格和市
场的主要晴雨表。

固定收益指数

我们的固定收益指数提供高质量的指标，用以衡量
多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在不同流动性、期限和风险水
平上的表现。

可转换证券指数

我们的可转换证券指数拥有大量可用的指数组合，
为随时间变化的可转换债券资产类别提供了独立
和透明的定义。

外汇指数

我们的外汇指数利用我们在外汇市场的基础设施来建
立基准，跟踪全球战略货币表现，且可用作交易和投
资产品的依据。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对全球 7,000 多家公司进
行了排名，选出了工作场所最具多元化和包容
性特征的前 100 家上市公司。

富时罗素

富时罗素是全球领先的基准、分析和数据解决方案
提供商，可帮助投资者准确了解投资过程中涉及的
市场。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全球股票指数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风险资本指数

伊斯兰指数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利率基准

其他内容集

指数和基准

富时罗素是全球领先的基准、分析和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可帮助投资者准确了解投资
过程中涉及的市场。

一系列可靠和准确的综合指数为投资者提供了所需的工具，以对各个市场的不同资产
类别、风格或策略进行衡量和对标。

客户需求和客户伙伴关系驱动的指数创新，促使富时罗素不断提高产品的广度、深度
和范围。

关键要点

– 资产所有者、资产管理公司、ETF 提供商和投资银行选择富时罗素指数作为其投资
业绩的基准，并创建 ETF、结构性产品和基于指数的衍生品

– 结合全球视野和本地知识的指数，体现了富时罗素利用关联与合作关系为全球市场
创建本地基准的经验

– 为客户提供资产配置、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的工具

– 构建 Smart Beta 和因子基准、主题、行业特定和 ESG 指数套件

– 指数设计和治理方面的最高行业标准，采用透明的、基于规则的方法，由主要市场
参与者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提供信息

富时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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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票指数

我们的全球股票指数可支持您以不同的粒度水平，
对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和精选前沿市场进行分析和
比较。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我们的私募股权收购指数涵盖了一系列公开交易的
流动资产，用于衡量美国私募股权收购行业的表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全球最大的指数定价、成分内容和历史数据来源之
一，涵盖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交易所产品，
且包含全面的第三方数据来源。

风险资本指数

该指数通过一系列公开发行的流动资产，
复制风险资本研究指数的表现。

伊斯兰指数

路孚特/IdealRatings 指数涵盖了最受欢迎的伊斯
兰投资目的地，如金砖四国、中东和北非、马来
西亚、阿联酋和环球医疗——在各种伊斯兰教义
解释下都能被接受。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WM/路透社汇率使用直接源于市场交易的数据构建，
对捕获和计算的汇率应用多种验证技术，从而为全
天的每个定盘提供准确的即期汇率。

利率基准

我们的利率基准服务可提供多个参考利率产品
的组合——计算；计算和治理；计算和管理；
以及计算、治理和管理。

大宗商品指数 固定收益指数

可转换证券指数 外汇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其他内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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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基准 全球股票指数

我们的全球股票指数可支持您以不同的粒度水平，对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和精选前沿市
场进行分析和比较。

板块指数基于路孚特行业分类 (TRBC)，是业内最全面、最新和最详细的分类方案。

这些指数也极具代表性，涵盖了各市场可投资市值的 99.5% 以上，非常适用于基准管
理和市场分析，也可以作为自定义指数策略和叠加的基础。

关键要点

– 广泛的市场覆盖范围：可充分代表每个市场，是定制指数的理想起点。包括大型、
中型、小型和某些微型市值

– 收费结构简单：收费视指数的使用情况而定，展示公共指数不收取额外费用

– 方法透明、基于规则：适用于所有国家、地区和行业。能够用于在股票市场之间
进行公平的比较

– 自由流通市场加权方法：与知名指数有业绩关联性

– 实时和日终指数：能够推出跟踪实时指数的上市投资品种或交易产品

– 板块指数：每个国家或地区有四个粒度级别。跟踪利基行业和全球板块走向，并对
其进行基准管理

核心指标

– 路孚特全球指数（概况介绍）

– 路孚特美洲指数（概况介绍）

– 路孚特欧洲指数（概况介绍）

– 路孚特意大利指数（概况介绍）

– 路孚特亚太指数（概况介绍）

https://www.refinitiv.com/content/dam/marketing/en_us/documents/fact-sheets/global-equity-index-global-index-fact-sheet.pdf
https://www.refinitiv.com/content/dam/marketing/en_us/documents/fact-sheets/global-equity-index-americas-fact-sheet.pdf
https://www.refinitiv.com/content/dam/marketing/en_us/documents/fact-sheets/global-equity-index-europe-fact-sheet.pdf
https://www.refinitiv.com/content/dam/marketing/en_us/documents/fact-sheets/global-equity-index-italy-fact-sheet.pdf
https://www.refinitiv.com/content/dam/marketing/en_us/documents/fact-sheets/global-equity-index-asiapac-fact-she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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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票指数

我们的全球股票指数可支持您以不同的粒度水平，
对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和精选前沿市场进行分析和
比较。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我们的私募股权收购指数涵盖了一系列公开交易的
流动资产，用于衡量美国私募股权收购行业的表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全球最大的指数定价、成分内容和历史数据来源之
一，涵盖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交易所产品，
且包含全面的第三方数据来源。

风险资本指数

该指数通过一系列公开发行的流动资产，
复制风险资本研究指数的表现。

伊斯兰指数

路孚特/IdealRatings 指数涵盖了最受欢迎的伊斯
兰投资目的地，如金砖四国、中东和北非、马来
西亚、阿联酋和环球医疗——在各种伊斯兰教义
解释下都能被接受。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WM/路透社汇率使用直接源于市场交易的数据构建，
对捕获和计算的汇率应用多种验证技术，从而为全
天的每个定盘提供准确的即期汇率。

利率基准

我们的利率基准服务可提供多个参考利率产品
的组合——计算；计算和治理；计算和管理；
以及计算、治理和管理。

大宗商品指数 固定收益指数

可转换证券指数 外汇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其他内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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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基准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ICW)

路孚特是指数定价、成分内容和历史记录的全球最大来源之一，这对我们大多数金融市
场的运行和终端客户的工作流至关重要。

我们提供的内容涉及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交易所产品，从基准指数到行业分析和自
定义一篮子水平，以及丰富的批发式第三方产品组合，其中涵盖所有经典市场提供商
（如 MSCI、富时、标准普尔/道琼斯等）。

关键要点

– 实时内容可用于从交易所到供应商产品的所有主要指数。可通过桌面终端和市场数
据源机制获取。

– 可提供大约 50 万个指数实体自 1950 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日终）内容，可用于设定
基准、估值和图表展现绩效活动。

– 上市前和上市后数据均带有指数成分和权重，可用于指数基准、板块和第三方产品。

– 路孚特受益于高度合规的实施系统，该系统可根据交易所和市场供应商的预期和授
权对客户使用情况进行定制。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网站

发布频率：实时、15 分钟、每日、日间、每周、每月、每年、按需、基于事件

主要产品：

Knowledge Direct、Datastream、路孚特量化分析、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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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票指数

我们的全球股票指数可支持您以不同的粒度水平，
对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和精选前沿市场进行分析和
比较。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我们的私募股权收购指数涵盖了一系列公开交易的
流动资产，用于衡量美国私募股权收购行业的表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全球最大的指数定价、成分内容和历史数据来源之
一，涵盖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交易所产品，
且包含全面的第三方数据来源。

风险资本指数

该指数通过一系列公开发行的流动资产，
复制风险资本研究指数的表现。

伊斯兰指数

路孚特/IdealRatings 指数涵盖了最受欢迎的伊斯
兰投资目的地，如金砖四国、中东和北非、马来
西亚、阿联酋和环球医疗——在各种伊斯兰教义
解释下都能被接受。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WM/路透社汇率使用直接源于市场交易的数据构建，
对捕获和计算的汇率应用多种验证技术，从而为全
天的每个定盘提供准确的即期汇率。

利率基准

我们的利率基准服务可提供多个参考利率产品
的组合——计算；计算和治理；计算和管理；
以及计算、治理和管理。

大宗商品指数 固定收益指数

可转换证券指数 外汇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其他内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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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基准 伊斯兰指数

我们联手合作伙伴 IdealRatings 和 Bond Pricing Agency (BPA) Malaysia，共同制定伊
斯兰指数。路孚特/IdealRatings 指数涵盖最受欢迎的伊斯兰投资目的地，如金砖四国、
中东和北非、马来西亚、阿联酋和环球医疗。

我们拥有一系列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基准指数。这些指数结合了我们无与伦比的全球股
市覆盖范围和基于规则的一致方法，以及 IdealRatings 的专业知识和基于研究的伊斯
兰教义筛查方法。

我们借助 BPA Malaysia 的丰富经验，提供一整套马来西亚债券指数。路孚特 BPA 
Malaysia 债券和伊斯兰指数涵盖整个当地债券市场，是最具代表性的马来西亚固定收益
产品基准。

关键要点

– 全面覆盖范围：一整套指数全面覆盖最受欢迎的伊斯兰投资目的地

– 指数专家：这些指数通过我们无与伦比的覆盖范围和基于规则的一致方法构建而成

– 符合伊斯兰教义：我们所有的伊斯兰指数都遵守伊斯兰教法

核心指标

– 路孚特/IdealRatings 指数：涵盖最受欢迎的伊斯兰投资目的地，如金砖四国、
中东和北非、马来西亚、阿联酋和环球医疗，在各种伊斯兰教法下均可接受

– 路孚特全球伊斯兰债券指数：与在独立评估债券和伊斯兰债券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
BPA Malaysia 共同开发，伊斯兰债券指数适用于马来西亚和全球市场，涵盖广泛的
债券类别和期限

– 路孚特亚太农商指数：一项业绩基准，专门衡量主要从事亚太地区上游农业生
产活动且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各个公司的股票业绩



60

主页

大宗商品

公司数据

指数和基准

定价和参考数据

新闻

风险与监管

全球基础设施

经济数据

可持续金融

数据互操作性

全球股票指数

我们的全球股票指数可支持您以不同的粒度水平，
对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和精选前沿市场进行分析和
比较。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我们的私募股权收购指数涵盖了一系列公开交易的
流动资产，用于衡量美国私募股权收购行业的表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全球最大的指数定价、成分内容和历史数据来源之
一，涵盖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交易所产品，
且包含全面的第三方数据来源。

风险资本指数

该指数通过一系列公开发行的流动资产，
复制风险资本研究指数的表现。

伊斯兰指数

路孚特/IdealRatings 指数涵盖了最受欢迎的伊斯
兰投资目的地，如金砖四国、中东和北非、马来
西亚、阿联酋和环球医疗——在各种伊斯兰教义
解释下都能被接受。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WM/路透社汇率使用直接源于市场交易的数据构建，
对捕获和计算的汇率应用多种验证技术，从而为全
天的每个定盘提供准确的即期汇率。

利率基准

我们的利率基准服务可提供多个参考利率产品
的组合——计算；计算和治理；计算和管理；
以及计算、治理和管理。

大宗商品指数 固定收益指数

可转换证券指数 外汇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其他内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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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基准 利率基准

我们拥有超过 25 年的设计、计算、管理和发布金融基准的经验，这些基准始终占据着全
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我们的利率基准服务可提供多个参考利率产品的组合 - 计算；计
算和治理；计算和管理；以及计算、治理和管理。

在新加坡、香港、俄罗斯等 12 个国家/地区，我们是 30 多个关键利率的管理人，40 多
个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利率和外汇基准的计算代理人。

RBSL 管理的基准

– 加拿大利率基准：我们是加拿大各大银行针对短期抵押贷款使用的官方基准利率的
首选供应商（了解更多）。

– 沙特阿拉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SAIBOR)：我们是沙特阿拉伯王国 SAIBOR 的官方
管理机构和计算机构（了解更多）。

– 路孚特期限利率 SONIA：RBSL 管理期限参考利率 SONIA，以支持业内的英
镑 LIBOR 转换（了解更多）。

路孚特管理的基准

– 东京掉期参考利率 (TSR)：TSR 的全球基准，分别反映 6M LIBOR 和 6M 
TIBOR 的参考利率

– 越南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VNIBOR)：提供越南批发货币市场主要银行之间定期存
款的平均利率

https://www.refinitiv.com/en/financial-data/financial-benchmarks/interest-rate-benchmarks/canadian-interest-rateshttps:/www.refinitiv.com/en/financial-data/financial-benchmarks/interest-rate-benchmarks/canadian-interest-rates
https://www.refinitiv.com/en/financial-data/financial-benchmarks/interest-rate-benchmarks/saibor-rates
https://www.refinitiv.com/en/financial-data/financial-benchmarks/term-sonia-reference-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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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票指数

我们的全球股票指数可支持您以不同的粒度水平，
对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和精选前沿市场进行分析和
比较。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我们的私募股权收购指数涵盖了一系列公开交易的
流动资产，用于衡量美国私募股权收购行业的表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全球最大的指数定价、成分内容和历史数据来源之
一，涵盖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交易所产品，
且包含全面的第三方数据来源。

风险资本指数

该指数通过一系列公开发行的流动资产，
复制风险资本研究指数的表现。

伊斯兰指数

路孚特/IdealRatings 指数涵盖了最受欢迎的伊斯
兰投资目的地，如金砖四国、中东和北非、马来
西亚、阿联酋和环球医疗——在各种伊斯兰教义
解释下都能被接受。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WM/路透社汇率使用直接源于市场交易的数据构建，
对捕获和计算的汇率应用多种验证技术，从而为全
天的每个定盘提供准确的即期汇率。

利率基准

我们的利率基准服务可提供多个参考利率产品
的组合——计算；计算和治理；计算和管理；
以及计算、治理和管理。

大宗商品指数 固定收益指数

可转换证券指数 外汇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其他内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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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基准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我们的私募股权收购指数涵盖了一系列公开交易的流动资产，用于衡量美国私募
股权收购行业的表现。

这些公开交易的资产分布在七个板块组合中，每个组合都代表美国私募股权收
购公司所投资的一个不同板块。

该系列指数包含了“私募股权收购研究”私募股权指数，它是用于衡量美国私募股权收
购行业的一个全面且极具代表性的指标，而私募股权收购指数是一个颇具开创性的可投
资指数，使用公开交易的流动证券跟踪我们的私募股权收购研究指数的表现。

关键要点

– 访问私募股权：这些指数通过汇总公司价值来跟踪美国私募股权行业的表现

– 重点明确：该指数关注的重点是收购和杠杆收购

– 结构：指数都是围绕一个能够充分代表私募股权市场的结构而构建的

核心指标

– 私募股权收购研究指数：私募股权收购研究指数利用我们的私募股权投资数据库，
分析了 8,000 多家美国私募股权公司。该指数通过全面汇总公司价值来跟踪美国私
募股权收购行业的总体表现

–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板块指数组合旨在通过持有交易所交易的流动性工具，而不是
直接投资于私募股权公司，来跟踪私募股权投资的表现。在每个交易日结束时进行
计算，提供有关私募股权环境动态的即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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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票指数

我们的全球股票指数可支持您以不同的粒度水平，
对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和精选前沿市场进行分析和
比较。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我们的私募股权收购指数涵盖了一系列公开交易的
流动资产，用于衡量美国私募股权收购行业的表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全球最大的指数定价、成分内容和历史数据来源之
一，涵盖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交易所产品，
且包含全面的第三方数据来源。

风险资本指数

该指数通过一系列公开发行的流动资产，
复制风险资本研究指数的表现。

伊斯兰指数

路孚特/IdealRatings 指数涵盖了最受欢迎的伊斯
兰投资目的地，如金砖四国、中东和北非、马来
西亚、阿联酋和环球医疗——在各种伊斯兰教义
解释下都能被接受。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WM/路透社汇率使用直接源于市场交易的数据构建，
对捕获和计算的汇率应用多种验证技术，从而为全
天的每个定盘提供准确的即期汇率。

利率基准

我们的利率基准服务可提供多个参考利率产品
的组合——计算；计算和治理；计算和管理；
以及计算、治理和管理。

大宗商品指数 固定收益指数

可转换证券指数 外汇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其他内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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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基准 风险资本指数

我们的风险资本指数系列根据非上市公司估值来衡量美国风险资本的表现，由以下几个
指数构成：

– 路孚特风险资本 (VC) 研究指数——美国风险投资行业中一个全面且极具代表性的
指数

– 路孚特风险资本 (VC) 指数——一个有影响力的可投资指数，使用公开发行的流动
性证券复制路孚特风险资本研究指数的表现

关键要点

– 可投资：第一个可投资的风险资本指数，可以让通常没有渠道的投资者获得风险资
本回报

– 访问风险资本：通过汇总由风险资本出资的非上市公司的价值，来跟踪美国风
险资本行业的表现

– 稳健的方法：由路孚特与 DSC Quantitative Group 和学术顾问密切合作开发而成

详情介绍

• 我们的风险资本指数：该指数通过一系列公开发行的流动资产，复制风险资本研究指
数的表现。这些公开交易的资产分布在七个板块指数中，每个板块指数都代表美国风
险资本所投资的一个不同板块

• 风险资本研究指数：通过全面汇总由风险资本出资的非上市公司的价值，跟踪美国风
险资本行业的表现。该指数按市值加权，每季度发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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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票指数

我们的全球股票指数可支持您以不同的粒度水平，
对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和精选前沿市场进行分析和
比较。

私募股权收购指数

我们的私募股权收购指数涵盖了一系列公开交易的
流动资产，用于衡量美国私募股权收购行业的表现。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全球最大的指数定价、成分内容和历史数据来源之
一，涵盖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交易所产品，
且包含全面的第三方数据来源。

风险资本指数

该指数通过一系列公开发行的流动资产，
复制风险资本研究指数的表现。

伊斯兰指数

路孚特/IdealRatings 指数涵盖了最受欢迎的伊斯
兰投资目的地，如金砖四国、中东和北非、马来
西亚、阿联酋和环球医疗——在各种伊斯兰教义
解释下都能被接受。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WM/路透社汇率使用直接源于市场交易的数据构建，
对捕获和计算的汇率应用多种验证技术，从而为全
天的每个定盘提供准确的即期汇率。

利率基准

我们的利率基准服务可提供多个参考利率产品
的组合——计算；计算和治理；计算和管理；
以及计算、治理和管理。

大宗商品指数 固定收益指数

可转换证券指数 外汇指数

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其他内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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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基准 WM/路透社外汇基准

20 多年来，WM/路透社外汇汇率一直是外汇数据的完全独立来源。我们公开且透明
的计算方法完全符合《IOSCO 金融市场基准原则》。

在新加坡、香港、俄罗斯等 12 个国家/地区，我们是 30 多个关键利率的管理人，40 多
个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利率和外汇基准的计算代理人。

关键要点

– 全面覆盖范围：WM/Refinitiv 提供业内最广泛的覆盖范围，包括日内和收盘即期汇率、
远期汇率和 NDF

– 遵守法规要求：完全透明且与符合 IOSCO 要求的方法，下午 4 点汇率均遵守
EU/BMR 法规要求

– 值得信赖的行业标准：超过 1,000 家金融机构依靠WM/Refinitiv 汇率来更清晰地评估
全球市场

WM/路透社主要汇率

– 下午 3 点巴西基准

– 下午 4 点巴西基准

– 下午 2 点 CET Fix

– 中午 12 点 EST 外汇基准

– 收盘即期汇率

– 收盘远期和 NDF

– 日内远期和 NDF

– 历史数据

– 日内即期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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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和参考数据

衍生品 - 期货

衍生品 - 期权

股票

交易所交易基金

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 Tradeweb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参考数据 - MiFID II

特色与优势

我们的定价数据服务提供全面而独特的数据、分析和新闻，
以帮助您发现更多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我们对所有金融资
产类别的广泛而实时的市场覆盖，涵盖了最广泛的跨资产市
场和定价数据。

深度洞察

− 超过 700 万只证券的全球覆盖，资产涉及 100 多个国家/地区 200 多个
交易所 20 年的价格历史

− 来自 1,200 多个市场报价商的场外交易定价，涵盖超过 600 万种工具

− 每天 2.5 太字节的实时定价数据，历史可追溯到 1996 年

− 超过 900 万个活跃的经济指标，对于 G7 国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

− 涵盖 80 多个市场、超过 345,000 只活跃股票类别的全球基金数据库

− 参考数据覆盖范围涉及 8,000 万个证券及投资工具

参考数据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理柏基金数据

外汇和货币市场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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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 - 期货

来自 46 个国家/地区的 112 家受监管衍生品交
易所的全球期货数据，可按不同的发布频率提
供，历史可追溯至 1973 年。

固定收益

来自 150 多家交易所和 800 名报价商的固定收益定
价，涵盖所有资产类型的 510 万种实时产品，以及来
自所有交易商经纪人、MarketAxess 和 Tradeweb 的
数据。

衍生品 - 期权

100 多家受监管交易所的交易所交易期权数据，
涵盖多资产交易产品，包括股票和指数、大宗商
品和能源、外汇和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 Tradeweb
Tradeweb 的“交易商对客户”在线市场平台提供
了最深的流动资产池之一，将 50 多家全球一级交
易商的做市能力提供给 2,200 多家买方机构。

股票

广泛的实时市场覆盖范围，涵盖不同市场的交易
数据，包括交易前信息、为价格发现提供深度透
明的全面买卖盘记录，以及实时交易后数据带来
的完善的服务质量水平。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一个独立的全球估值定价来源，涵盖逾 270 万种
固定收益证券，包括主权和企业债券、市政债券、
结构性产品、场外交易衍生品和贷款。

交易所交易基金

路孚特交易所交易基金数据提供市场领先的全球
实时和时间序列参考数据，涵盖 350 多个交易所
交易和场外交易市场。

参考数据 - MiFID II
汇总的 MiFID II 风险、流动性、成交量、附加定价及
参考内容和指标，有助于确定哪些工具需要 MiFID II 
交易报告。

参考数据 外汇和货币市场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理柏基金数据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定价和参考数据

路孚特提供广泛的期货数据，涵盖 46 个国家/地区 112 个受监管衍生品交易所的全球
交易所交易金融合约和商品期货合约。

根据工作流要求以不同的发布频率访问我们的期货数据 - 可提供实时的、经整合的全球
数据源，其中包括完整的逐笔交易数据和市场深度数据，以及延迟和日终数据。也可提
供期货的逐笔交易历史数据。

关键要点和统计数据

– 凭借广泛的覆盖范围和单个期货的完整时间序列历史，我们的数据产品还包括以连续
序列形式，提供从合约第一天开始的长期不间断的期货合约历史

– 包含 50 多个特定期货数据字段的综合参考内容，例如最后交易日期、
货币代码、手数、逐笔交易值等

– 针对不同资产类型进行实时分析计算。可提供日终衍生内容，例如连续合约系列和
交易量以及未平仓合约汇总

– 提供涵盖期货和场外交易的公允价值曲线

– 可用的美国期货合约最早始于 1973 年，具有卓越的内容质量和 40 多年满足严格标
准的传统

– 主要第三方：ICE、芝商所、泛欧交易所、台湾期货交易所、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

发布频率：15 分钟、20 分钟、优化合并、每日、日终、基于事件、日间、日内、每月、按需、实时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Real-Time Optimized、量化分析、Datascope、Datastream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衍生品 - 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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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 - 期货

来自 46 个国家/地区的 112 家受监管衍生品交
易所的全球期货数据，可按不同的发布频率提
供，历史可追溯至 1973 年。

固定收益

来自 150 多家交易所和 800 名报价商的固定收益定
价，涵盖所有资产类型的 510 万种实时产品，以及来
自所有交易商经纪人、MarketAxess 和 Tradeweb 的
数据。

衍生品 - 期权

100 多家受监管交易所的交易所交易期权数据，
涵盖多资产交易产品，包括股票和指数、大宗商
品和能源、外汇和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 Tradeweb
Tradeweb 的“交易商对客户”在线市场平台提供
了最深的流动资产池之一，将 50 多家全球一级交
易商的做市能力提供给 2,200 多家买方机构。

股票

广泛的实时市场覆盖范围，涵盖不同市场的交易
数据，包括交易前信息、为价格发现提供深度透
明的全面买卖盘记录，以及实时交易后数据带来
的完善的服务质量水平。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一个独立的全球估值定价来源，涵盖逾 270 万种
固定收益证券，包括主权和企业债券、市政债券、
结构性产品、场外交易衍生品和贷款。

交易所交易基金

路孚特交易所交易基金数据提供市场领先的全球
实时和时间序列参考数据，涵盖 350 多个交易所
交易和场外交易市场。

参考数据 - MiFID II
汇总的 MiFID II 风险、流动性、成交量、附加定价及
参考内容和指标，有助于确定哪些工具需要 MiFID II 
交易报告。

参考数据 外汇和货币市场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理柏基金数据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定价和参考数据

路孚特提供 100 多个受监管交易所的交易所交易期权数据，涵盖多资产交易产品。
我们实时整合的全球数据源提供完整的、深度的市场信息。提供日内和日终定价
信息，包括重要的时间序列。

关键要点和统计数据

– 覆盖范围取决于交易所，拥有超过 700 万个活跃期权和超过 3000 万个到期期权

– 期权覆盖范围按资产划分：股票和指数（310 万）、大宗商品和能源（300 万）、
外汇（50 万）和固定收益（40 万）

– 包含 50 多个特定期权事实的综合参考内容，例如到期日、货币代码、手数和执
行价格

– 期权分析（例如隐含波动率、希腊值、德尔塔和货币曲面）以及日终时间序列
可实时获取、请求和响应

– 所有市场均可实时获取希腊值，香港、日本和印度市场可获取时间序列

– 具有卓越的内容质量和 20 多年满足严格标准的传统

– 日内和日终时间序列产品可通过报价、Excel 插件和时间序列功能获得

– 主要第三方：芝商所、泛欧交易所、ICE、期权价格报告机构 (OPRA)、多伦多证
券交易所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

发布频率：15 分钟、20 分钟、优化合并、每日、日终、基于事件、日间、日内、按需、实时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Real-Time Optimized、量化分析、Datascope、Datastream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衍生品 - 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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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 - 期货

来自 46 个国家/地区的 112 家受监管衍生品交
易所的全球期货数据，可按不同的发布频率提
供，历史可追溯至 1973 年。

固定收益

来自 150 多家交易所和 800 名报价商的固定收益定
价，涵盖所有资产类型的 510 万种实时产品，以及来
自所有交易商经纪人、MarketAxess 和 Tradeweb 的
数据。

衍生品 - 期权

100 多家受监管交易所的交易所交易期权数据，
涵盖多资产交易产品，包括股票和指数、大宗商
品和能源、外汇和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 Tradeweb
Tradeweb 的“交易商对客户”在线市场平台提供
了最深的流动资产池之一，将 50 多家全球一级交
易商的做市能力提供给 2,200 多家买方机构。

股票

广泛的实时市场覆盖范围，涵盖不同市场的交易
数据，包括交易前信息、为价格发现提供深度透
明的全面买卖盘记录，以及实时交易后数据带来
的完善的服务质量水平。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一个独立的全球估值定价来源，涵盖逾 270 万种
固定收益证券，包括主权和企业债券、市政债券、
结构性产品、场外交易衍生品和贷款。

交易所交易基金

路孚特交易所交易基金数据提供市场领先的全球
实时和时间序列参考数据，涵盖 350 多个交易所
交易和场外交易市场。

参考数据 - MiFID II
汇总的 MiFID II 风险、流动性、成交量、附加定价及
参考内容和指标，有助于确定哪些工具需要 MiFID II 
交易报告。

参考数据 外汇和货币市场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理柏基金数据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定价和参考数据

路孚特是全球最大的股票相关内容来源之一，拥有实时和历史数据，为我们大多数金
融市场架构和终端客户工作流程提供了重要支持。

– 通过与世界各地主要交易所（包括绝大多数小型交易所）开展商务和技术基础设施
方面的长期合作，构建了对广泛股票内容的概览

– 利用与交易所的长期关系，为市场提供有关交易所交易工具的深入全球洞察

关键要点和统计数据

– 超过 700 万只证券的全球领先覆盖，资产涉及 100 多个国家/地区 200 多个交易所
20 年的价格历史

– 实时市场覆盖范围包括“1 级——交易后”和“2 级——交易前”服务，并附带买卖
盘记录内容

– 每日更新，提供高质量的日终定价、全球条款和条件、公司行为和交叉参考
市场标识符

– 存储了海量历史数据，可提供各类股票内容、逐笔成交数据以及日内分时数据图
表和分析

– 来自路孚特的编辑团队和第三方新闻来源的广泛的股票新闻报道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RSS 数据源

发布频率：15 分钟、20 分钟、优化合并、每日、日终、基于事件、每小时、日间、日内、按需、实时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Real-Time Optimized、Knowledge Direct、Datascope、Datastream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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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 - 期货

来自 46 个国家/地区的 112 家受监管衍生品交
易所的全球期货数据，可按不同的发布频率提
供，历史可追溯至 1973 年。

固定收益

来自 150 多家交易所和 800 名报价商的固定收益定
价，涵盖所有资产类型的 510 万种实时产品，以及来
自所有交易商经纪人、MarketAxess 和 Tradeweb 的
数据。

衍生品 - 期权

100 多家受监管交易所的交易所交易期权数据，
涵盖多资产交易产品，包括股票和指数、大宗商
品和能源、外汇和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 Tradeweb
Tradeweb 的“交易商对客户”在线市场平台提供
了最深的流动资产池之一，将 50 多家全球一级交
易商的做市能力提供给 2,200 多家买方机构。

股票

广泛的实时市场覆盖范围，涵盖不同市场的交易
数据，包括交易前信息、为价格发现提供深度透
明的全面买卖盘记录，以及实时交易后数据带来
的完善的服务质量水平。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一个独立的全球估值定价来源，涵盖逾 270 万种
固定收益证券，包括主权和企业债券、市政债券、
结构性产品、场外交易衍生品和贷款。

交易所交易基金

路孚特交易所交易基金数据提供市场领先的全球
实时和时间序列参考数据，涵盖 350 多个交易所
交易和场外交易市场。

参考数据 - MiFID II
汇总的 MiFID II 风险、流动性、成交量、附加定价及
参考内容和指标，有助于确定哪些工具需要 MiFID II 
交易报告。

参考数据 外汇和货币市场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理柏基金数据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定价和参考数据

路孚特在超过 350 个交易所交易和场外交易市场，提供市场领先的全球实时数据和时
间序列参考数据，以及及时准确的价格和业绩数据，包括资产净值、买方出价、卖方报
价、总净资产、股息、费用和支出。自 1990 年代初以来，路孚特就在 ETF 领域构建
了自己的内容和能力。此外，路孚特理柏基金可直接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处获
取数据。

关键要点

– 实时定价和时间序列，适用于在交易所交易平台上挂牌的全球所有 ETF 报价

– 对基金定价和业绩数据工作流以及 ETF 成本结构的广泛洞察

– 关于基金持仓和相关成分信息无与伦比的历史深度，无论是以完整的月末格式还是
可交易的每日一篮子形式呈现

– 对价格和业绩数据的全球深入洞察，包括资产净值、买方出价、卖方报价、总净资产
和股息/分配

– 准确的资料信息，包括基准、重要的地理位置、注册地、理柏基金全球分类

– 在 38 个市场上，ETF 全部投资组合具有完全的透明度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网站

发布频率：15 分钟、20 分钟、每两个月、每两周、优化合并、每日、日终、基于事件、日间、
日内、按需、实时、不定期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Knowledge Direct、Datascope、Lipper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交易所交易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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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 - 期货

来自 46 个国家/地区的 112 家受监管衍生品交
易所的全球期货数据，可按不同的发布频率提
供，历史可追溯至 1973 年。

固定收益

来自 150 多家交易所和 800 名报价商的固定收益定
价，涵盖所有资产类型的 510 万种实时产品，以及来
自所有交易商经纪人、MarketAxess 和 Tradeweb 的
数据。

衍生品 - 期权

100 多家受监管交易所的交易所交易期权数据，
涵盖多资产交易产品，包括股票和指数、大宗商
品和能源、外汇和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 Tradeweb
Tradeweb 的“交易商对客户”在线市场平台提供
了最深的流动资产池之一，将 50 多家全球一级交
易商的做市能力提供给 2,200 多家买方机构。

股票

广泛的实时市场覆盖范围，涵盖不同市场的交易
数据，包括交易前信息、为价格发现提供深度透
明的全面买卖盘记录，以及实时交易后数据带来
的完善的服务质量水平。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一个独立的全球估值定价来源，涵盖逾 270 万种
固定收益证券，包括主权和企业债券、市政债券、
结构性产品、场外交易衍生品和贷款。

交易所交易基金

路孚特交易所交易基金数据提供市场领先的全球
实时和时间序列参考数据，涵盖 350 多个交易所
交易和场外交易市场。

参考数据 - MiFID II
汇总的 MiFID II 风险、流动性、成交量、附加定价及
参考内容和指标，有助于确定哪些工具需要 MiFID II 
交易报告。

参考数据 外汇和货币市场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理柏基金数据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定价和参考数据

路孚特的固定收益内容提供市场领先的全球债务工具覆盖，包括定价、指数、曲线、排
行榜、文件以及条款和条件信息。

– 资产类别涵盖政府债券和票据、企债券业、可转换债券、中期票据、证券化产品、
抵押贷款、贷款、定期存单、商业票据、市政债券

– 数据覆盖范围包括工具和实体参考数据、条款和条件、债券时间表、因子历史、
公司行为、评级、资金分配和股东所有权

–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我们的估值定价专家每天计算 270 万个工具的公平市场
价值

– 来自全球最大电子交易平台的市场领先的定价数据，例如 Tradeweb（路孚特独
家）、MarketAxess、YieldBroker、TRACE、ICAP、Tullett 和 MiFID APA 以及
交易场所

关键要点和统计数据

– 来自 800 多个数据报价商和 150 多个交易所的定价

– 覆盖超过 350,000 种工具

– 全球 4,000 多个信用违约掉期 (CDS) 曲线的日终定价

– 超过 175 种专有分析，可每日提供各固定收益工具的完整视图，包括久期、凸性、
OAS 分析和收益率计算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Excel、FTP、网站

发布频率：15 分钟、20 分钟、优化合并、每日、日终、基于事件、日间、日内、按需、实时、
不定期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Real-Time Optimized、Knowledge Direct、Datascope、Datastream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固定收益



70

主页

大宗商品

公司数据

指数和基准

定价和参考数据

新闻

风险与监管

全球基础设施

经济数据

可持续金融

数据互操作性

70

衍生品 - 期货

来自 46 个国家/地区的 112 家受监管衍生品交
易所的全球期货数据，可按不同的发布频率提
供，历史可追溯至 1973 年。

固定收益

来自 150 多家交易所和 800 名报价商的固定收益定
价，涵盖所有资产类型的 510 万种实时产品，以及来
自所有交易商经纪人、MarketAxess 和 Tradeweb 的
数据。

衍生品 - 期权

100 多家受监管交易所的交易所交易期权数据，
涵盖多资产交易产品，包括股票和指数、大宗商
品和能源、外汇和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 Tradeweb
Tradeweb 的“交易商对客户”在线市场平台提供
了最深的流动资产池之一，将 50 多家全球一级交
易商的做市能力提供给 2,200 多家买方机构。

股票

广泛的实时市场覆盖范围，涵盖不同市场的交易
数据，包括交易前信息、为价格发现提供深度透
明的全面买卖盘记录，以及实时交易后数据带来
的完善的服务质量水平。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一个独立的全球估值定价来源，涵盖逾 270 万种
固定收益证券，包括主权和企业债券、市政债券、
结构性产品、场外交易衍生品和贷款。

交易所交易基金

路孚特交易所交易基金数据提供市场领先的全球
实时和时间序列参考数据，涵盖 350 多个交易所
交易和场外交易市场。

参考数据 - MiFID II
汇总的 MiFID II 风险、流动性、成交量、附加定价及
参考内容和指标，有助于确定哪些工具需要 MiFID II 
交易报告。

参考数据 外汇和货币市场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理柏基金数据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定价和参考数据

路孚特独家使用的 Tradeweb“交易商对客户”在线市场平台提供了最深的流动资产池
之一，将 50 多家世界领先的一级交易商的做市能力提供给 2,200 多家最大的买方机构。

关键要点

– Tradeweb 支持超过 20 种资产类别的电子执行、处理、交易后分析和市场
数据

– Tradeweb 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定价信息来源，被认为是场外交易定价数据的
基准来源

– 它建立和运营着许多世界上最高效的金融市场，为参与者提供有关固定收益、衍
生品和 ETF 的更大的透明度和更高的效率

– 值得信赖的市场数据是全球主要金融出版物的来源

– Tradeweb 专注于应用技术来提高整个交易生命周期的效率，开创了固定收益直通式
交易程序的先河

– 通过我们的实时数据源获取定价数据，可以降低用户手动流程的运营风险

– Tradeweb 内容被做市银行、买方交易机构、风险和投资组合管理部门以及合规职能
部门广泛采纳

固定收益 - Tradeweb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Excel、FTP、网站

发布频率：15 分钟、20 分钟、优化合并、每日、日终、基于事件、日间、日内、按需、实时、
不定期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Real-Time Optimized、Knowledge Direct、Datascope、Datastream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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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 - 期货

来自 46 个国家/地区的 112 家受监管衍生品交
易所的全球期货数据，可按不同的发布频率提
供，历史可追溯至 1973 年。

固定收益

来自 150 多家交易所和 800 名报价商的固定收益定
价，涵盖所有资产类型的 510 万种实时产品，以及来
自所有交易商经纪人、MarketAxess 和 Tradeweb 的
数据。

衍生品 - 期权

100 多家受监管交易所的交易所交易期权数据，
涵盖多资产交易产品，包括股票和指数、大宗商
品和能源、外汇和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 Tradeweb
Tradeweb 的“交易商对客户”在线市场平台提供
了最深的流动资产池之一，将 50 多家全球一级交
易商的做市能力提供给 2,200 多家买方机构。

股票

广泛的实时市场覆盖范围，涵盖不同市场的交易
数据，包括交易前信息、为价格发现提供深度透
明的全面买卖盘记录，以及实时交易后数据带来
的完善的服务质量水平。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一个独立的全球估值定价来源，涵盖逾 270 万种
固定收益证券，包括主权和企业债券、市政债券、
结构性产品、场外交易衍生品和贷款。

交易所交易基金

路孚特交易所交易基金数据提供市场领先的全球
实时和时间序列参考数据，涵盖 350 多个交易所
交易和场外交易市场。

参考数据 - MiFID II
汇总的 MiFID II 风险、流动性、成交量、附加定价及
参考内容和指标，有助于确定哪些工具需要 MiFID II 
交易报告。

参考数据 外汇和货币市场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理柏基金数据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定价和参考数据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是一个独立的全球估值定价来源，涵盖超过 270 万种固定收益证
券、衍生品和银行贷款。

随着投资的日益复杂和投资组合的多样化，以及市场波动性增加和监管收紧，估值定价
正逐步成为公司的关键业务需求。

关键要点和资产类别覆盖

– 全范围定价服务：估值过程包括严格的验证程序，以监控容忍度突破情况、价格保持
不变、经纪人报价一致性和数据正确完整性

– 更快交付：估值结果每天可多次交付，包括日内和日终定价以及实时逐笔数据

– 监管合规：为所有估值提供透明度，包括价格组成、相应的市场颜色和其他相关数据。
对于超出容忍度阈值的产品会提供评论

– 透明：专业、经验丰富的估值员采用一致且透明的定价方法，以反映监管和会计标准

数据格式：CSV、JSON、PDF、Python、文本、用户界面、XML

发布频率：按需

主要产品：

路孚特 Datascope、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主权和企业债券
市政债券

结构性产品
场外交易衍生品 贷款

资产类别 • 投资级

• 高收益

• 可转换

• 货币市场

• 投资级

• 高收益

• 应税

• 货币市场

• MBS 池
• 机构 CMO
• ABS/RMBS

/CMBS
• CLO/CDO

• 利率

• 信用

• 其他：大宗
商品、股票、
外汇

• 机构

• 非机构

• 重组股权

证券数量 275,000 998,000 1,300,000 19,500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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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 - 期货

来自 46 个国家/地区的 112 家受监管衍生品交
易所的全球期货数据，可按不同的发布频率提
供，历史可追溯至 1973 年。

固定收益

来自 150 多家交易所和 800 名报价商的固定收益定
价，涵盖所有资产类型的 510 万种实时产品，以及来
自所有交易商经纪人、MarketAxess 和 Tradeweb 的
数据。

衍生品 - 期权

100 多家受监管交易所的交易所交易期权数据，
涵盖多资产交易产品，包括股票和指数、大宗商
品和能源、外汇和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 Tradeweb
Tradeweb 的“交易商对客户”在线市场平台提供
了最深的流动资产池之一，将 50 多家全球一级交
易商的做市能力提供给 2,200 多家买方机构。

股票

广泛的实时市场覆盖范围，涵盖不同市场的交易
数据，包括交易前信息、为价格发现提供深度透
明的全面买卖盘记录，以及实时交易后数据带来
的完善的服务质量水平。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一个独立的全球估值定价来源，涵盖逾 270 万种
固定收益证券，包括主权和企业债券、市政债券、
结构性产品、场外交易衍生品和贷款。

交易所交易基金

路孚特交易所交易基金数据提供市场领先的全球
实时和时间序列参考数据，涵盖 350 多个交易所
交易和场外交易市场。

参考数据 - MiFID II
汇总的 MiFID II 风险、流动性、成交量、附加定价及
参考内容和指标，有助于确定哪些工具需要 MiFID II 
交易报告。

参考数据 外汇和货币市场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理柏基金数据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其他内容集

定价和参考数据

路孚特是从 MTF、OTF 和受监管市场中提取金融数据的最大聚合商，也是全球最大的
金融参考数据提供商。我们提供汇总的 MiFID II 风险、流动性、交易量、附加定价和参
考内容，以支持您的分析和报告。

作为此类信息的标准化专家，我们使用唯一标识符并应用开放消息模型来管理和集成
多个数据源。

关键要点

– 参考数据 - 合规的参考数据是基于 MiFID II 进行交易报告的基石。路孚特增加了
200 多个字段，以支持 MiFID II 合规性，并将继续改进我们的产品，包括增加在英
国退欧之前的参考数据字段

– 交易前和交易后的透明度 - 我们的实时网络支持因欧洲引入 MiFID II 而引发的众
多交易报告 APA，包括专注于非股权的 APA 和基于交易所的 APA

– SI 确定 - 我们的解决方案使组织能够确定他们是否违反了 MiFID II 系统内部化
(SI) 阈值

– 交易场所 - 我们的实时网络推出了来自 Tradeweb、Bloomberg、TP ICAP 及 BGC
Partners 的 MTF 和 OTF。交易场所支持即时时间戳、ESMA 交易后监管标志和
FIX MMT 交易标志制度

– 最佳执行 - 通过将市场和客户数据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提供符合 MiFID II 的
最佳执行监控和报告

– 交易报告和记录保存 - 投资公司必须在下一个工作日结束前，向当地监管机构或通
过经批准的报告机制 (ARM)，报告任何有关 MiFID II 金融工具的交易。我们提供对
金融参考数据和指标的访问，以确定哪些工具需要 MiFID II 交易报告

参考数据 - MiFID II

数据格式：XML 交付机制：API、FTP、SFTP

发布频率：15 分钟、按需

主要产品： Refinitiv Data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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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数据

我们的参考数据全面而准确，涵盖 8,000 万个证
券和投资工具，包括债券时间表的日内更新、抵
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层级的因子历史数据、资金配
置、股东所有权、评级、条款和条件数据等。

外汇和货币市场

全面覆盖与货币、货币衍生工具、短期货币市场工
具及利率衍生工具交易有关的所有金融参考资料、
实时定价、历史定价和指数数据。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内容涉及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交易所产品，从
基准指数到行业分析和自定义一篮子水平，以及丰
富的批发式第三方产品组合，其中涵盖所有经典市
场提供商（如 MSCI、富时、标准普尔/道琼斯等）。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涵盖 30 多个独立交易所和定价聚合器，涉及 400+ 
数字对。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领导
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
份类别。包括对 70 多个绩效和风险指标的分析，
以及专有的基金评级和分类。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自 1996 年以来所有资产类别的全球逐笔交易数据，
包括场外交易数据和来自 500 多家交易所的交易所
交易工具以及第三方报价商数据，大部分数据在市场
收盘后两小时可用。

其他内容集

衍生品 - 期货 固定收益

衍生品 - 期权 固定收益 - Tradeweb
股票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交易所交易基金 参考数据 - MiFID II

– 访问大量参考数据内容的请求返回和批量交付方式，包括工具参考数据、符号交叉
引用、实体参考数据、条款和条件、债券时间表、因子历史、公司行为、评级、资
金分配和股东所有权

– 利用行业级别的各个专有编码体系来识别工具，例如 ISIN、CUSIP、
SEDOL、RIC 和 PermID

– 使用来自 ANNA DSB、ESMA 和交易场所关于监管要求的数据，以确保对符合
MiFID II 监管义务所需参考数据的全面覆盖

关键要点和统计数据

– 涵盖 8000 万个证券和投资工具，
我们的行业和专有分类数据是全面而准确的

– 包括分类、标识符和关联数据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网站

发布频率：每年、优化合并、每日、日终、基于事件、日内、每月、按需、每季度、实时、不定期、
每周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Knowledge Direct、路孚特理柏基金数据源、Datascope Select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理柏基金投资管理

参考数据定价和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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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数据

我们的参考数据全面而准确，涵盖 8,000 万个证
券和投资工具，包括债券时间表的日内更新、抵
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层级的因子历史数据、资金配
置、股东所有权、评级、条款和条件数据等。

外汇和货币市场

全面覆盖与货币、货币衍生工具、短期货币市场工
具及利率衍生工具交易有关的所有金融参考资料、
实时定价、历史定价和指数数据。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内容涉及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交易所产品，从
基准指数到行业分析和自定义一篮子水平，以及丰
富的批发式第三方产品组合，其中涵盖所有经典市
场提供商（如 MSCI、富时、标准普尔/道琼斯等）。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涵盖 30 多个独立交易所和定价聚合器，涉及 400+ 
数字对。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领导
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
份类别。包括对 70 多个绩效和风险指标的分析，
以及专有的基金评级和分类。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自 1996 年以来所有资产类别的全球逐笔交易数据，
包括场外交易数据和来自 500 多家交易所的交易所
交易工具以及第三方报价商数据，大部分数据在市场
收盘后两小时可用。

其他内容集

衍生品 - 期货 固定收益

衍生品 - 期权 固定收益 - Tradeweb
股票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交易所交易基金 参考数据 - MiFID II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ICW)

路孚特是指数定价、成分内容和历史记录的全球最大来源之一，为我们大多数金融市场
架构和终端客户的工作流程提供了重要支持。

我们提供的内容涉及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交易所产品，从基准指数到行业分析和
自定义篮子水平，以及丰富的批发式第三方产品组合，其中涵盖所有经典市场提供商
（如 MSCI、富时、标准普尔/道琼斯等）。

关键要点

– 实时内容可用于从交易所到供应商产品的所有主要指数。可通过桌面终端和市场数据
源机制获取

– 可提供大约 50 万个指数实体自 1950 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日终）内容，可用于设定
基准、估值和图表展现绩效活动

– 上市前和上市后数据均带有指数成分和权重，可用于指数基准、板块和第三方产品

– 路孚特受益于高度合规的实施系统，该系统可根据交易所和市场供应商的预期和授权
对客户使用情况进行定制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网站

发布频率：15 分钟、每年、每日、基于事件、日间、每月、按需、实时、每周

主要产品：

Knowledge Direct、Datastream、路孚特量化分析、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

定价和参考数据



75

主页

大宗商品

公司数据

指数和基准

定价和参考数据

新闻

风险与监管

全球基础设施

经济数据

可持续金融

数据互操作性

75

参考数据

我们的参考数据全面而准确，涵盖 8,000 万个证
券和投资工具，包括债券时间表的日内更新、抵
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层级的因子历史数据、资金配
置、股东所有权、评级、条款和条件数据等。

外汇和货币市场

全面覆盖与货币、货币衍生工具、短期货币市场工
具及利率衍生工具交易有关的所有金融参考资料、
实时定价、历史定价和指数数据。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内容涉及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交易所产品，从
基准指数到行业分析和自定义一篮子水平，以及丰
富的批发式第三方产品组合，其中涵盖所有经典市
场提供商（如 MSCI、富时、标准普尔/道琼斯等）。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涵盖 30 多个独立交易所和定价聚合器，涉及 400+ 
数字对。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领导
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
份类别。包括对 70 多个绩效和风险指标的分析，
以及专有的基金评级和分类。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自 1996 年以来所有资产类别的全球逐笔交易数据，
包括场外交易数据和来自 500 多家交易所的交易所
交易工具以及第三方报价商数据，大部分数据在市场
收盘后两小时可用。

其他内容集

衍生品 - 期货 固定收益

衍生品 - 期权 固定收益 - Tradeweb
股票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交易所交易基金 参考数据 - MiFID II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网站

发布频率：每年、优化合并、每日、日终、基于事件、日内、每月、按需、每季度、实时、不定期、
每周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Knowledge Direct、路孚特理柏基金数据源、Datascope Select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理柏基金投资管理

理柏基金数据

在过去的 45 年里，理柏基金一直是全球投资领域独立基金内容、分析和洞察的领先提
供商。用于基金业绩基准管理、风险管理、基金尽职调查和选择、定义产品策略，以
及帮助投资者找到合适的投资。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全面的全球基金覆盖范围：涵盖 80+ 市场、超过 345,000 只活跃股票类别的全球数
据库

– 基金分类体系：使用理柏基金的 500 多个专有分类，更轻松地对同类基金和基准表
现进行对比

– 管理风险：通过 70 多个风险和回报的相对和绝对衡量指标、监管风险数据和持股透
视解决方案，改善风险管理并降低风险

– Lipper Leaders：利用我们专有的基金评级系统，评估对比单个基金的业绩与特定投
资目标，包括总回报、一致回报、保本能力、费用和美国税务效率。该基金评级系统
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以构建适合投资者偏好的个性化投资组合

– 确定最佳表现者和市场趋势：使用一系列绩效和分析数据，挑选表现最好的基金，
识别产品和市场趋势

– 理柏基金全球资金流：评估行业领先的销售和赎回内容与分析，提供对当前和历史
市场情绪的洞察

定价和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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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数据

我们的参考数据全面而准确，涵盖 8,000 万个证
券和投资工具，包括债券时间表的日内更新、抵
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层级的因子历史数据、资金配
置、股东所有权、评级、条款和条件数据等。

外汇和货币市场

全面覆盖与货币、货币衍生工具、短期货币市场工
具及利率衍生工具交易有关的所有金融参考资料、
实时定价、历史定价和指数数据。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内容涉及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交易所产品，从
基准指数到行业分析和自定义一篮子水平，以及丰
富的批发式第三方产品组合，其中涵盖所有经典市
场提供商（如 MSCI、富时、标准普尔/道琼斯等）。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涵盖 30 多个独立交易所和定价聚合器，涉及 400+ 
数字对。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领导
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
份类别。包括对 70 多个绩效和风险指标的分析，
以及专有的基金评级和分类。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自 1996 年以来所有资产类别的全球逐笔交易数据，
包括场外交易数据和来自 500 多家交易所的交易所
交易工具以及第三方报价商数据，大部分数据在市场
收盘后两小时可用。

其他内容集

衍生品 - 期货 固定收益

衍生品 - 期权 固定收益 - Tradeweb
股票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交易所交易基金 参考数据 - MiFID II

全面涵盖了所有与货币交易、货币衍生工具（包括场内和场外交易）有关的金融参考、
实时定价、历史定价和指数数据。

– EBS 可交易匹配场所数据，以及从路孚特 Dealing 和 Matching 平台独家访问的经纪
商和场外交易价格数据，将为您带来无与伦比的定价发现能力

– 卓越的远期数据，包括来自无本金交割市场多个经纪商和银行来源的最佳 NDF 
曲线数据、分析和定价

– 新兴市场独家数据——发展中前沿市场（非洲）、东南亚和发展中市场（独
联体/中国、中东欧和拉美地区）

– 路孚特外汇混合即期综合报价提供了单一最全面的指示性市场汇率来源，由市场上
最大的即期外汇流动资金池创建（日均现货交易量超过 1.2 亿美元）

关键要点和统计数据

– 路孚特的外汇内容包括来自 2,000 多位数据报价商的 175 种货币实时价格，涵盖
所有主要资产类别的 150,000 个工具

– 超过 35 年的日内价格历史数据、30 天完整的逐笔成交数据，以及 3 个月的一分钟
分时数据

– 独家：FXall IQ、Dealing、Matching (D2/D3)、路孚特即期和远期匹配工具、
EBS 数据

– 主要第三方：BGC Partners、EBS、GFI、ICAP、Tradition、Tullett Prebon、
WM/Reuters、CFETS、FENICS FX Option Vols

数据格式：CSV、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FTP

发布频率：15 分钟、20 分钟、优化合并、每日、日终、基于事件、日间、日内、按需、实时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Real-Time Optimized、Knowledge Direct、Datascope、Datastream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外汇和货币市场定价和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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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数据

我们的参考数据全面而准确，涵盖 8,000 万个证
券和投资工具，包括债券时间表的日内更新、抵
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层级的因子历史数据、资金配
置、股东所有权、评级、条款和条件数据等。

外汇和货币市场

全面覆盖与货币、货币衍生工具、短期货币市场工
具及利率衍生工具交易有关的所有金融参考资料、
实时定价、历史定价和指数数据。

指数、成分股和权重

内容涉及所有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交易所产品，从
基准指数到行业分析和自定义一篮子水平，以及丰
富的批发式第三方产品组合，其中涵盖所有经典市
场提供商（如 MSCI、富时、标准普尔/道琼斯等）。

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涵盖 30 多个独立交易所和定价聚合器，涉及 400+ 
数字对。

理柏基金数据

40 多年来一直是独立基金业绩数据的全球领导
者，涵盖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45,000 多个股
份类别。包括对 70 多个绩效和风险指标的分析，
以及专有的基金评级和分类。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自 1996 年以来所有资产类别的全球逐笔交易数据，
包括场外交易数据和来自 500 多家交易所的交易所
交易工具以及第三方报价商数据，大部分数据在市场
收盘后两小时可用。

其他内容集

衍生品 - 期货 固定收益

衍生品 - 期权 固定收益 - Tradeweb
股票 路孚特估值定价服务

交易所交易基金 参考数据 - MiFID II

历史逐笔交易数据

逐笔交易历史 (Tick History) 是从我们的实时内容中提取的历史逐笔数据包。它建立在
一个平台上，该平台可以按需交付我们的 7000 万活跃和已注销证券。它带有一个基于
Web 的用户界面和一个 REST API，提供对产品全部内容和功能的高效编程访问。

路孚特逐笔交易历史也可通过 Google 云平台获取，您可以访问广度和深度无与伦比的
逐笔交易历史数据，同时降低总拥有成本，并且能够更快地分析数据。

关键要点

– 25 年的历史数据 - 以 RIC 格式存储自 1996 年以来的交易行为历史记录，可帮助公
司遵守法规并对算法进行精准调整

– 500 多个全球交易场所和第三方数据报价商 - 涵盖所有资产类别的场外和交易所交
易工具（包括 APA 和 MTF），有助于实现超额回报并遵守 MiFID II

– 市场深度 - 逐笔交易历史同时包含 1 级和 2 级数据，使用户能够回测算法和发现交
易信号

– 预先打包的 RIC 标准化数据集 - 提供 Venue-by-day 服务，可以轻松而完整地提取特
定交易场所在给定日期的所有工具的逐笔交易信息

– 自定义提取服务 - 提供历史搜索功能、参考数据、条款和条件内容以及高效定位
搜索功能

– 灵活访问 - 通过 REST API 在公共云中使用内容，或通过 Google 云平台访问逐笔
交易历史并使用 BigQuery 引擎直接从云端查询数据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文本、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FTP

发布频率：按需

主要产品： 路孚特逐笔交易历史 (Tick History)、Datascope Select

定价和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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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特色与优势

从最快速的突发新闻和具有市场影响力的独家报道，到研
究分析、调查报告和深度洞察，我们提供可供人类和机器
解读的全球新闻资讯。我们提供金融专业人士所关注的所
有重要信息——政治和综合新闻、经济和中央银行、公司
和行业、银行和金融、大宗商品、外汇、固定收益和股票
市场。

深度洞察

− 路透社——值得信赖、行业领先的权威新闻和分析

− 重大新闻事件和专业财经新闻的快速报道

− 48 种语言、超过 10,500 个全球新闻来源

− 高级搜索、导航、管理和分析功能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
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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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提供商。

从突发新闻和市场动态的独家报道，到分析、调查报告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提供面向人
类和机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我们为金融市场注入动力。

权威来源。独家内容。

路透社是我们新闻服务的核心，170 年来一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闻。我们是路透社新闻面向金融
服务客户的独家分销商。
路透社以快速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力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

我们将优秀的路透社新闻与超过 10,500 个其他新闻源相结合，向客户提供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新闻服务，其中包括 1,000 余个新闻专线。其他顶级来源包括：路孚特 IFR；《经济学人》；
美联社；BBC；道琼斯；CNBC；美通社；美国商业新闻社；日本快讯；Platts 和 Argus Media
（大宗商品）。

路孚特核心新闻报道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新闻

路孚特是路透社大宗商品新闻面向金融行业客户的独家提供商。路透社为能源、金属
和农业市场专业人士提供有关大宗商品相关行业、公司、市场基本面和市场趋势的新
闻。我们撰写包括突发新闻、分析洞察、市场评论和实物商品定价等内容。

我们有专业大宗商品记者与世界各地的路透社分社密切合作，报道与大宗商品相关的
政治、政策和经济新闻。
分社记者对影响大宗商品市场的潜在因素具有高度敏感性。市场事件和评论均可借助路
孚特图表进行阐述。

路透社大宗商品团队包括一个经验丰富的评论团队，他们以专栏的形式提供由数据驱
动的市场和行业分析及情报，提供关于能源、金属和农业市场的观点。

关键要点

– 所有大宗商品市场的突发新闻：石油、电力、天然气、碳和煤炭；工业金属和贵金属；
谷物、油籽和软商品

– 来自路透社全球新闻网络的、与大宗商品市场相关的自然事件、政治和经济新闻

– 对所有大宗商品市场供需基本面的详细报道

– 资深大宗商品分析师团队的专业评论

– 针对所有主要大宗商品市场的全天候市场评论，详细阐明市场动向以及原因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Knowledge Direct、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大宗商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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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提供商。

从突发新闻和市场动态的独家报道，到分析、调查报告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提供面向人
类和机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我们为金融市场注入动力。

权威来源。独家内容。

路透社是我们新闻服务的核心，170 年来一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闻。我们是路透社新闻面向金融
服务客户的独家分销商。
路透社以快速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力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

我们将优秀的路透社新闻与超过 10,500 个其他新闻源相结合，向客户提供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新闻服务，其中包括 1,000 余个新闻专线。其他顶级来源包括：路孚特 IFR；《经济学人》；
美联社；BBC；道琼斯；CNBC；美通社；美国商业新闻社；日本快讯；Platts 和 Argus Media
（大宗商品）。

路孚特核心新闻报道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新闻

路孚特每日独家提供路透社的外汇、主权债务和股票市场的重要资讯。路透社是值得信
赖的市场晴雨表，实时反映市场动向及原因，并对即将发生的事件提供预警参考。

路透社记者具备高度专业性、拥有丰富的消息来源。他们处于市场信息的核心地带，能
够有效识别市场重要信息，并随政治及政策因素转换关注焦点，将政治、政策动向与市
场反应有效结合。

路透社报道以迅捷著称，会第一时间报新闻事件，并附以独家、专业的分析洞察。每个
工作日，针对每个主要市场板块，路透社都会为金融市场专业人士解答三个基本问题：
“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影响？”以及“接下来我该注意什么？”

关键要点

– 关于市场为何变动的新闻

– 图文并茂的分析性新闻报道

– 实时和定期的市场评论

– FX Buzz 和 Stocks Buzz 提供关于外汇和股票市场的评论

– 股票市场 Live Market 博客

– 全球市场论坛和 Dealing Room 聊天室

金融市场新闻

数据格式：HTML、JSON、PDF、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FTP、Web 服务

发布频率：实时、基于事件、

不定期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机器可读新闻、Knowledge Direct、Datascope Select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理柏基金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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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提供商。

从突发新闻和市场动态的独家报道，到分析、调查报告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提供面向人
类和机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我们为金融市场注入动力。

权威来源。独家内容。

路透社是我们新闻服务的核心，170 年来一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闻。我们是路透社新闻面向金融
服务客户的独家分销商。
路透社以快速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力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

我们将优秀的路透社新闻与超过 10,500 个其他新闻源相结合，向客户提供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新闻服务，其中包括 1,000 余个新闻专线。其他顶级来源包括：路孚特 IFR；《经济学人》；
美联社；BBC；道琼斯；CNBC；美通社；美国商业新闻社；日本快讯；Platts 和 Argus Media
（大宗商品）。

路孚特核心新闻报道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简报 (ifrbriefings.com) 是由权威的全球债券、贷款和股权资本市场信息
提供商——资本市场洞察 (Capital Markets Insights) 出品的简明报告，专注于对新发行
金融产品从最初传闻到后续市场表现的全周期信息。

IFR 简报在每天晚上收市后发布。重点关注的区域和资产类别包括亚洲 DCM、亚洲
ECM、亚洲贷款、中国资本市场、欧洲 ECM、欧洲证券化、海湾资本市场、印度资本
市场、日本资本市场、拉丁美洲资本市场和美国 ECM。

关键要点

• 全球和交叉覆盖范围：来自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以及亚洲等所有主要金融中心
的专家级公允评论，涵盖债券、贷款、结构性融资、利率、股票、经济和市场

• 多媒体交付：我们通过多种渠道提供市场信息和分析，
包括印刷品、终端产品和数据源产品

• 贴近市场：我们是金融行业的组成部分之一，IFR 每年举办各类峰会、研讨会和圆
桌论坛，针对特定区域和资产类别的发展趋势及前景提供权威观点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Knowledge Direct、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国际金融评论 (IFR)

IFR

固定收益、资本市场和投资银
行新闻和评论。

LPC 贷款定价

实时和历史新闻、综合数据
和专家分析。

国际项目融资

关于国际能源和基础设施
融资市场的新闻。

资本市场洞察产品：

http://www.ifre.com/
https://www.refinitiv.com/en/financial-data/market-data/lpc-loan-pricing
http://www.pf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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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提供商。

从突发新闻和市场动态的独家报道，到分析、调查报告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提供面向人
类和机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我们为金融市场注入动力。

权威来源。独家内容。

路透社是我们新闻服务的核心，170 年来一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闻。我们是路透社新闻面向金融
服务客户的独家分销商。
路透社以快速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力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

我们将优秀的路透社新闻与超过 10,500 个其他新闻源相结合，向客户提供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新闻服务，其中包括 1,000 余个新闻专线。其他顶级来源包括：路孚特 IFR；《经济学人》；
美联社；BBC；道琼斯；CNBC；美通社；美国商业新闻社；日本快讯；Platts 和 Argus Media
（大宗商品）。

路孚特核心新闻报道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新闻

MarketPsych 拥有丰富的金融市场情绪数据，涵盖所有主要国家、货币、股票板块，
以及美国和非美国个股。

这些数据是通过广泛组织的语言框架从新闻和社交媒体内容中提取并产生的，不仅可以
衡量不同的情绪（乐观、困惑、紧迫感等），还可以解析金融语境（价格预测等）和特
定主题（利率、兼并等）。

MarketPsych 情绪指标适用于多种使用场景，包括交易策略的创建和强化、波动率预测、
风险管理、事件监控、宏观经济预测和财报电话会议分析。

关键要点

• 涵盖 30,000 多家公司、100 多个股票指数、44 种商品、45 种货币、200 多个国家/
地区的宏观经济、60 个国家/地区的固定收益工具和 150 多种加密货币

• 数据源自于对全球 2,000 家顶级商业新闻媒体、800 个全球金融社交媒体网站，
以及数千万作者所生产内容的文本分析。其中，新闻和社交媒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98 年（加密货币为 2009 年）

• 路孚特市场情绪 ESG 分析：从新闻和社交媒体分析获取实时 ESG 数据，捕捉了
30,000 多家公司和 252 个国家和地区的关键 ESG 主题。公司覆盖范围的时点可
追溯至 1998 年 1 月，并且拥有用于提取复杂 ESG 概念的机器学习 (ML) 自然语
言处理 (NLP) 系统

• 路孚特 MarketPsych 媒体情绪模型：基于媒体信息的股票评价系统，为全球每只股
票提供 1 至 100 的每日评分（百分位排名）。MMS 分数旨在指示下个月的股价回报，
该分数易于解释和使用

MarketPsych 分析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机器可读新闻、路孚特、Datascope Select、路孚特量化分析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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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提供商。

从突发新闻和市场动态的独家报道，到分析、调查报告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提供面向人
类和机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我们为金融市场注入动力。

权威来源。独家内容。

路透社是我们新闻服务的核心，170 年来一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闻。我们是路透社新闻面向金融
服务客户的独家分销商。
路透社以快速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力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

我们将优秀的路透社新闻与超过 10,500 个其他新闻源相结合，向客户提供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新闻服务，其中包括 1,000 余个新闻专线。其他顶级来源包括：路孚特 IFR；《经济学人》；
美联社；BBC；道琼斯；CNBC；美通社；美国商业新闻社；日本快讯；Platts 和 Argus Media
（大宗商品）。

路孚特核心新闻报道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新闻

路孚特新闻广播提供来自路透社的一流财经视频内容，并针对在线观众进行了优化，多
数视频长度在三至八分钟之间。我们每天提供大约 20 个视频。我们还可以轻松上线和
分发其他内容集。

覆盖范围

– 每日常规市场更新

– 经济和政治突发新闻

– 与首席执行官、基金经理和市场专家的访谈

– 分析和交易思路

– 路透新闻人物

– 现场特别活动报道

路孚特新闻广播

Asia Insights
亚洲，4:30AM | 4 分钟

Reuters Today
EMEA，5:30AM | 3-5 分钟

U.S. Morning Call
美国，8:30AM | 4 分钟

UK Day Ahead
英国，10:30AM | 3-4 分钟

Trading at Noon
美国，12:30AM | 6-8 分钟

U.S. Day Ahead
美国，4:00PM | 2-4 分钟

Breakingviews
全球 | 1-2 分钟

Newsmakers
全球 | 特别报道

查看完整的路孚特新闻广播节目指南

主要产品：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可通过 API 集成到客户内部门户并由我们的财富管理客户进行再分享

https://www.refinitiv.com/content/dam/marketing/en_us/documents/quick-reference-guides/refinitiv-newscasts-programming-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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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提供商。

从突发新闻和市场动态的独家报道，到分析、调查报告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提供面向人
类和机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我们为金融市场注入动力。

权威来源。独家内容。

路透社是我们新闻服务的核心，170 年来一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闻。我们是路透社新闻面向金融
服务客户的独家分销商。
路透社以快速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力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

我们将优秀的路透社新闻与超过 10,500 个其他新闻源相结合，向客户提供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新闻服务，其中包括 1,000 余个新闻专线。其他顶级来源包括：路孚特 IFR；《经济学人》；
美联社；BBC；道琼斯；CNBC；美通社；美国商业新闻社；日本快讯；Platts 和 Argus Media
（大宗商品）。

路孚特核心新闻报道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新闻

针对所有主要经济和商业事件提供简明而精炼的分析评论，内容包括货币和财政政
策、并购、资本市场、大宗商品等。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是全球金融焦点议题的领航者。作为路透社旗下的财经评论品牌，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实时剖析世界各地每日重大商业和经济事件。

由约 30 名记者组成的国际化团队分布于纽约、伦敦、香港及全球其他主要城市，为客户
提供专业、实时的市场分析报道。

关键要点

– 具有可用性的观点：Breakingviews 定期预测市场和股票走势。BRV 作者总
会提出独到见解

– 丰富的信息及独立性：Breakingviews 不仅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还会解释发生的
原因，提供有价值的观点并激发新的想法

– 敏捷化思维：Breakingviews 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即可做出反应，为您提供近乎实时
的成熟观点——比主流媒体更迅速

– 质疑精神和启发性的观点：Breakingviews 的作者可以自由发表个人观点。时常会具
有逆向思维的特质，有时会尖锐且富有争议性。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路孚特机器可读新闻、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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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提供商。

从突发新闻和市场动态的独家报道，到分析、调查报告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提供面向人
类和机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我们为金融市场注入动力。

权威来源。独家内容。

路透社是我们新闻服务的核心，170 年来一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闻。我们是路透社新闻面向金融
服务客户的独家分销商。
路透社以快速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力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

我们将优秀的路透社新闻与超过 10,500 个其他新闻源相结合，向客户提供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新闻服务，其中包括 1,000 余个新闻专线。其他顶级来源包括：路孚特 IFR；《经济学人》；
美联社；BBC；道琼斯；CNBC；美通社；美国商业新闻社；日本快讯；Platts 和 Argus Media
（大宗商品）。

路孚特核心新闻报道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新闻

FX Buzz 致力于全天候提供外汇评论和分析，并可完全根据您的偏好进行个性化定制。
无论您是进行每日交易还是每月数次监测外汇风险，路透社 FX Buzz 都可提供具有可操
作性的分析洞察，包括针对要闻和交易流的简洁分析和针对中长期趋势的深度分析。

特色与优势

– 跨市场的广度和专家级的深度意味着 FX Buzz 不仅关注外汇市场核心货币对，还
涉及所有可能影响外汇市场交易的跨市场因素

– 涵盖十国集团 (G10) 所有货币及主要的新兴市场货币对

– 技术分析预测主要货币趋势，
助力外汇专业人士识别外汇风险，增加投资收益

– 与经验丰富的外汇分析师团队建立联系，可以拓展您各类市场知识。很多分析师都拥
有数十年的金融市场交易部门工作经历

– 发现新的机会和交易策略：借助 FX Buzz 的独家评论、深度分析、市场传闻，您
可以更好地分析汇率趋势和市场情绪，以最快的速度把握市场机会

– 全天候发布来自美洲、欧洲和亚洲的 100 多个头条新闻

主要产品：

Knowledge Direct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路透社 FX Bu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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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提供商。

从突发新闻和市场动态的独家报道，到分析、调查报告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提供面向人
类和机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我们为金融市场注入动力。

权威来源。独家内容。

路透社是我们新闻服务的核心，170 年来一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闻。我们是路透社新闻面向金融
服务客户的独家分销商。
路透社以快速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力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

我们将优秀的路透社新闻与超过 10,500 个其他新闻源相结合，向客户提供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新闻服务，其中包括 1,000 余个新闻专线。其他顶级来源包括：路孚特 IFR；《经济学人》；
美联社；BBC；道琼斯；CNBC；美通社；美国商业新闻社；日本快讯；Platts 和 Argus Media
（大宗商品）。

路孚特核心新闻报道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新闻

– 路透调查将对专家意见进行调查，向客户提供金融市场顶级预测者的预测观点，并可
回溯至特定时点

– 预测内容包括对经济指标、外汇、央行利率政策、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收益率的详
细预测和历史调查信息。此外，还可以查看一些全球顶级基金管理公司所推荐的资
产配置

– 路透社对预测数据进行独家分析，提供新锐的观点，早于市场发现数据的拐点

– 预测数据的来源包括顶级经济学家、买方/卖方分析师、策略师和研究智库，在提
供预测数据的同时也提供了他们对预测数据的分析评论

– 被视为市场基准，经常在央行政策文件和市场研究中被引用

关键要点和统计数据

– 经济指标：900 项经济指标的短期预测和 500 多项经济指标的长期预测

– 外汇调查：提供 36 个即期汇率和 25 个交叉汇率在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和 12 个
月区间内的预测

– 货币市场和债券收益率调查：5 个国家的货币市场调查，18 个国家的债券收
益率调查

数据格式：CSV、HTML、JSON、PDF、Python、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 

发布频率：基于事件、按需、不定期

主要产品：

Datastream、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Thomson One、理柏基金投资管理

路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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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提供商。

从突发新闻和市场动态的独家报道，到分析、调查报告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提供面向人
类和机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我们为金融市场注入动力。

权威来源。独家内容。

路透社是我们新闻服务的核心，170 年来一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闻。我们是路透社新闻面向金融
服务客户的独家分销商。
路透社以快速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力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

我们将优秀的路透社新闻与超过 10,500 个其他新闻源相结合，向客户提供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新闻服务，其中包括 1,000 余个新闻专线。其他顶级来源包括：路孚特 IFR；《经济学人》；
美联社；BBC；道琼斯；CNBC；美通社；美国商业新闻社；日本快讯；Platts 和 Argus Media
（大宗商品）。

路孚特核心新闻报道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新闻

路透社 Stocks Buzz 对股票市场、热门股票及板块进行深入分析，帮助客户更好的做
出交易决策，提高交易收益。

Stock Buzz 提供对股票走势的精简报道，旨在回答“我的股价为什么在变动”这类
问题，并与公司突发新闻有效联动，及时分析公司业绩、公司行为，对公司股价的表
现和估值做出评判。

路孚特 Live Markets 与 Stock Buzz 共用同一代码 STXBX，提供博客风格的欧美股票
市场实时评论，包括市场热点、各行业板块动向等，其中很多内容来自于各行业领军
专家。

特色与优势

– 分析市场对首发上市、再发行、大宗交易、发债、发布业绩摘要及财务报告等
行为的反应，涵盖目标股价，盈利预期，投资建议等。其中包括顶级分析师撰
写的券商研究报告。

– 获取个股、行业板块和整个股票市场的动态快照，定位各行业价格表现或预期估
值有突出表现的股票。

– 了解欧洲股市盘前摘要和市场动向，获取重点股票研究、焦点话题、来自经纪商和
大型基金的分析图表、社交媒体热点等，并且可以通过 Reuters Messenger 或电
子邮件与研究团队直接联系，分享和沟通相关信息。

主要产品：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路透社 Stock Bu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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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提供商。

从突发新闻和市场动态的独家报道，到分析、调查报告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提供面向人
类和机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我们为金融市场注入动力。

权威来源。独家内容。

路透社是我们新闻服务的核心，170 年来一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闻。我们是路透社新闻面向金融
服务客户的独家分销商。
路透社以快速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力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

我们将优秀的路透社新闻与超过 10,500 个其他新闻源相结合，向客户提供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新闻服务，其中包括 1,000 余个新闻专线。其他顶级来源包括：路孚特 IFR；《经济学人》；
美联社；BBC；道琼斯；CNBC；美通社；美国商业新闻社；日本快讯；Platts 和 Argus Media
（大宗商品）。

路孚特核心新闻报道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新闻 重要事件

重要事件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实时归纳总结关键的、对市场有影响力的公司事
件，一个可以帮助您简化工作流程的新闻分析和过滤服务。

覆盖范围

– 自 2000 年以来超过 250 万个发展事件，并且以每周 5,000 个的速度增长。所有事件
都标有主题、重要性和发布日期/时间

– 53,000 多家活跃公司，包括所有主要指数的成分股，涵盖中东欧、亚洲、中东和非洲的
前沿和新兴市场

工作流应用

– 市场和行业视角：用户可以从地区或行业的角度查看事件，
根据分析师的预测快速做出决策

– 公司估值比较：每个财年均会新增的 3,000 家以上的财报摘要，用户可以将公司公布的
业绩快报与我们世界级的估值数据库中的市场观点进行比较。业绩快报的历史可追溯至
2002年，可以使用户更准确地进行回溯测试和历史分析

– 时间管理：投资者只需花很少的时间即可充分获取与其投资组合相关的新闻报道

– 将大量的事件信息整合到量化模型中，帮助用户识别新闻事件、基本面数据和价
格波动之间的关联性

– 从历史趋势中分析未来市场表现，或为投资决策和投资组合构建提供参考信息

– 允许用户为基于公司、地区、行业、热点等概念设立的投资组合定制个性化报告，并
为具体事件和大量历史记录生成智能化标签，使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能够有效
应用于量化模型领域

主要产品：

Knowledge Direct、路孚特 Datastream、路孚特随选服务、路孚特量化分析、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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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新闻

金融市场新闻

国际金融评论

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MarketPsych 分析

路孚特新闻广播 – 多媒体节目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提供商。

从突发新闻和市场动态的独家报道，到分析、调查报告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提供面向人
类和机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我们为金融市场注入动力。

权威来源。独家内容。

路透社是我们新闻服务的核心，170 年来一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闻。我们是路透社新闻面向金融
服务客户的独家分销商。
路透社以快速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力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

我们将优秀的路透社新闻与超过 10,500 个其他新闻源相结合，向客户提供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新闻服务，其中包括 1,000 余个新闻专线。其他顶级来源包括：路孚特 IFR；《经济学人》；
美联社；BBC；道琼斯；CNBC；美通社；美国商业新闻社；日本快讯；Platts 和 Argus Media
（大宗商品）。

路孚特核心新闻报道

路透社 Breakingviews

路透社 FX Buzz

路透调查

路透社 Stock Buzz

重要事件

热点新闻

新闻

由路透社主导的热点新闻栏目为用户全天候报道重大商业和政治领域的头条事件，并配
有路透社专业新闻图片，有较高阅读体验。热点新闻栏目可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按
市场、行业、地区等类别获取相应新闻内容。

关键要点

– 头版：对于金融专业人士而言当天全球最重要的新闻

– 行业：针对包括科技、消费品、医疗保健、制药、运输在内的多个行业板块提供定制
化新闻内容

– 公司：向亚洲、欧洲和北美投资者提供区域性公司新闻页面

– 地区和语言：世界各地按地区划分的头条新闻。此外，还有日本、中国、德国和法
国等特定国家的当地语言头条新闻

– 市场和大宗商品：为全球金融市场、外汇、固定收益、新兴市场、大宗商品页面精
选的头条新闻，涵盖货币、债务、股票、石油、金属和农业等内容

– 经济和央行：世界各地经济数据、经济政策和央行动态的头条新闻

热点新闻

主要产品：

Knowledge Direct、路孚特 Datastream、路孚特随选服务、路孚特量化分析、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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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合规数据

负面媒体

法律执法与监管执法

政治敏感人物 (PEP)

制裁

国有企业

国家风险

特色与优势

我们的风险情报数据用于开展基于以风险为本的尽职调查
和筛查，包括客户、支付、供应商、代理和中介机构、船
只、最终受益人、SMO、其他第三方以及证券类资产等。

深度洞察

− World-Check 是一个全球旗舰产品，受 1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8,000 多家客户的信赖

− World-Check 一直持续更新，每月有 5 万多条新建记录，10 万多
条审核更新记录

− World-Check 制裁数据 24*7*365 的监控与更新模式，每年通过
ISAE 3000 认证

– 涵盖 320+ 制裁名单

– 涵盖 160+ 执法清单

– 涵盖 440+ 监管名单

– 超过 230 万名政治敏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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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World-Check 风险情报

路孚特® World-Check® 是一个风险情报数据库，旨在用于反洗钱、制裁、反贿赂和反腐败合
规性的尽职调查和筛选计划。

特色与优势

全球标准，受 1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8,000 多家客户的信赖

设计和结构旨在最大限
度降低运营成本和 TCO

每月更新 5 万多条新记录，审核
10 万多条记录

制裁内容全天候 24*7*365 更新，
每年通过 ISAE 3000 认证

严格的质量控制纳入标准，
以确保准确性和相关性

覆盖全球，拥有 超过
530 万条记录

内容类别

负面媒体

法律执法与监管执法

政治敏感人物 (PEP)

制裁

国有企业

StarMine

监管数据

国家风险

风险情报数据

World-Check 涵盖了可靠报道了某个个人或实体被执法或监管机构质疑、指控、通缉或
控告犯有 World-Check 所列罪行的负面媒体信息。

关键要点

– 超过 130 多万条负面媒体报道记录

涵盖的类别：

负面媒体

主要产品：World-Check

– 滥用职权

– 行政不当行为

– 劫机和航空犯罪

– 违反反托拉斯法

– 贩运武器和弹药

– 纵火和破坏财产

– 违反信托义务

– 贿赂和腐败

– 制止令

– 民事处罚

– 消费产品违规

– 违反管制或规章

– 假冒

– 网络犯罪

– 危害国家罪

– 排除清单

– 被驱逐出境或流放

– 纪律处分

– 吊销资格

– 能源犯罪

– 环境犯罪

– 剥削儿童

– 勒索

– 财务管理不当

– 金融服务警告

– 强迫劳动和奴隶劳动

– 伪造和行使假文件

– 欺诈

– 资产冻结和扣押

– 医疗欺诈

– 侵犯人权

– 人口贩卖

– 非法赌博

– 非法移民

– 非法占有和出售

– 非法拘禁和绑架

– 内幕交易

– 刑事破产/破产

– 侵犯知识产权

– 侵犯劳动权益

– 侵犯土地权益

– 法律执法

– 吊销执照

– 洗钱

– 麻醉品交易

– 妨碍司法公正

– 有组织犯罪

– 药品走私

– 监管执法

– 制裁

– 证券违规

– 性剥削

– 走私

– 税务和海关违规

– 投标违规

– 恐怖主义

– 盗窃和挪用公款

– 贩卖赃物

– 旅行或签证限制

– 非法竞争

– 非法放贷

– 暴力犯罪

– 战争罪

– 野生动物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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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World-Check 风险情报

路孚特® World-Check® 是一个风险情报数据库，旨在用于反洗钱、制裁、反贿赂和反腐败合
规性的尽职调查和筛选计划。

特色与优势

全球标准，受 1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8,000 多家客户的信赖

设计和结构旨在最大限
度降低运营成本和 TCO

每月更新 5 万多条新记录，审核
10 万多条记录

制裁内容全天候 24*7*365 更新，
每年通过 ISAE 3000 认证

严格的质量控制纳入标准，
以确保准确性和相关性

覆盖全球，拥有 超过
530 万条记录

内容类别

负面媒体

法律执法与监管执法

政治敏感人物 (PEP)

制裁

国有企业

StarMine

监管数据

国家风险

风险情报数据

法律执法

我们的法律执法数据库包括因犯 World-Check 罪行、有组织犯罪或涉嫌恐怖主义，被列
入官方执法机构的清单，或被警察通缉、调查或逮捕的实体或个人记录。其中包括
美国司法部、国际刑警组织、联邦调查局、英国重大欺诈办公室、CBBI、RCMP。

关键要点

– 涵盖 160 多个执法名单，包括被官方执法机构通缉、调查或逮捕的实体和个人的记录

– 覆盖范围包括此类执法清单的所有内容，而不仅仅是 World-Check 罪行

监管执法

监管执法是保护性限制措施，有助于预防跨地方当局边界的犯罪活动，可加强地方与中
央政府之间的协调。

关键要点

– 涵盖 440+ 监管名单

– 名单包含了由政府或独立的监管机构采取的官方监管行政行为的个人或实体

法律执法与监管执法

主要产品：World-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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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World-Check 风险情报

路孚特® World-Check® 是一个风险情报数据库，旨在用于反洗钱、制裁、反贿赂和反腐败合
规性的尽职调查和筛选计划。

特色与优势

全球标准，受 1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8,000 多家客户的信赖

设计和结构旨在最大限
度降低运营成本和 TCO

每月更新 5 万多条新记录，审核
10 万多条记录

制裁内容全天候 24*7*365 更新，
每年通过 ISAE 3000 认证

严格的质量控制纳入标准，
以确保准确性和相关性

覆盖全球，拥有 超过
530 万条记录

内容类别

负面媒体

法律执法与监管执法

政治敏感人物 (PEP)

制裁

国有企业

StarMine

监管数据

国家风险

风险情报数据

我们的全球制裁数据库覆盖了各国际组织或国家发布的制裁名单，所有的实体或个人最
新信息，包括资产冻结、投资或旅行禁令、武器或贸易禁运，以及涉及反恐制裁、反毒
品贩运制裁、不扩散制裁和针对特定国家的制裁计划，例如 OFAC、联合国、欧盟、
UKHMT、SECO 和 DFAT。

关键要点

– 所有已知的制裁清单：320+ 清单

– 100% 覆盖：外部审验，每年对主要制裁清单进行 ISAE 3000 审计

– 全天候 24*7*365 监控并覆盖主要制裁名单

– 专门调查所有制裁名单的特别小组以及专门的质量控制

– 记录带有关键字，允许灵活筛选

– 记录经过去重，可减少约 70% 的无效信息

隐性制裁覆盖范围

隐性制裁是指制裁令、制裁清单或法规通过叙述性声明而非点名将制裁施加给实体或个人。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 OFAC 50% 规则，但它也适用于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的制裁。
World-Check：

– 拥有专门的团队进行广泛的定性研究以发现此类实体和个人

– 涵盖所有隐性制裁制度

– 涵盖受制裁证券，例如受制裁实体发行的金融工具 ISIN、CUSIP 和 SEDOL

制裁

主要产品：World-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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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World-Check 风险情报

路孚特® World-Check® 是一个风险情报数据库，旨在用于反洗钱、制裁、反贿赂和反腐败合
规性的尽职调查和筛选计划。

特色与优势

全球标准，受 1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8,000 多家客户的信赖

设计和结构旨在最大限
度降低运营成本和 TCO

每月更新 5 万多条新记录，审核
10 万多条记录

制裁内容全天候 24*7*365 更新，
每年通过 ISAE 3000 认证

严格的质量控制纳入标准，
以确保准确性和相关性

覆盖全球，拥有 超过
530 万条记录

内容类别

负面媒体

法律执法与监管执法

政治敏感人物 (PEP)

制裁

国有企业

StarMine

监管数据

国家风险

风险情报数据

我们的政治敏感人物 (PEP) 名单包括被指控或被判犯有金融相关罪行的个人和实体的
记录。PEP 数据确定哪些客户可能需要金融机构的额外监督。涉及金融犯罪的记录有
助于金融机构和其他公司确定应避开哪些实体或人员。关于 PEP… 各个国家尚无统一
定义。

World-check 基于 FATF 和 Wolfsberg 指南进行分析，按照可操作性 PEP 定义，同时
也覆盖现有的本管辖区的 PEP 标准，从而确保全面覆盖。我们监控执法机构清单以确
保全面覆盖。

关键要点

– 数据库包含超过 230 万名政治敏感人物，涵盖主要 PEP 及其亲属和紧密联系人

所有 PEP 记录都被归类为 21 个不同类别之一：

政治敏感人物

机构 首要 PEP 直系亲属 关系密切人士

国际组织 PEP IO PEP IO-R PEP IO-A

区域组织 PEP RO PEP RO-R PEP RO-A

国家政府 PEP N PEP N-R PEP N-A

次级国家政府 PEP SN PEP SN-R PEP SN-A

地方政府 PEP L PEP L-R PEP L-A

非政府 PEP NG PEP NG-R PEP NG-A

主要产品：World-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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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World-Check 风险情报

路孚特® World-Check® 是一个风险情报数据库，旨在用于反洗钱、制裁、反贿赂和反腐败合
规性的尽职调查和筛选计划。

特色与优势

全球标准，受 1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8,000 多家客户的信赖

设计和结构旨在最大限
度降低运营成本和 TCO

每月更新 5 万多条新记录，审核
10 万多条记录

制裁内容全天候 24*7*365 更新，
每年通过 ISAE 3000 认证

严格的质量控制纳入标准，
以确保准确性和相关性

覆盖全球，拥有 超过
530 万条记录

内容类别

负面媒体

法律执法与监管执法

政治敏感人物 (PEP)

制裁

国有企业

StarMine

监管数据

国家风险

风险情报数据

我们的国有实体 (SOE) 数据库包含与政府或国家直接、间接或间接合计持股 50% 以上
的企业或公司相关的法人实体信息。

此类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 PEP 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和紧密联系人（PEP 关
联人）被纳入数据库，并根据 World-Check PEP 纳入标准进行分类。

还包括：

– 国家投资企业 (SIE)，即政府/国家直接、间接或间接合计持股超过 10% 且少于
50% 的实体

主要产品：World-Check

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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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World-Check 风险情报

路孚特® World-Check® 是一个风险情报数据库，旨在用于反洗钱、制裁、反贿赂和反腐败合
规性的尽职调查和筛选计划。

特色与优势

全球标准，受 180 多个国家/地区的
8,000 多家客户的信赖

设计和结构旨在最大限
度降低运营成本和 TCO

每月更新 5 万多条新记录，审核
10 万多条记录

制裁内容全天候 24*7*365 更新，
每年通过 ISAE 3000 认证

严格的质量控制纳入标准，
以确保准确性和相关性

覆盖全球，拥有 超过
530 万条记录

内容类别

负面媒体

法律执法与监管执法

政治敏感人物 (PEP)

制裁

国有企业

StarMine

监管数据

国家风险

风险情报数据

“国家风险”为用户提供风险图的关键部分，并清楚地展示特定公司开展业务的国家/地
区的信用风险。这可以确保无论公司在哪里开展业务，其完整的风险敞口均清晰可见。
用户可以立即看到特定公司的风险所在，包括：

– 该公司主要的“国家风险”

– 其次是接下来九个风险敞口最大的国家

关键组成部分

– StarMine 国家风险 (CoR) 通过结合 StarMine 的分析、算法和人工智能，对特定
公司在不同国家的风险敞口进行量化，包括按地理位置划分的收入、总部所在地、
主要证券上市所在贸易国、备案货币

– StarMine 股票风险溢价 (ERP) 模型使用基于估值的框架，对全球 66 个股票市场的
长期股票市场回报和高于无风险利率的超额回报进行评估，从而可以轻松评估各个
市场的相对估值、预期 GDP 增长、预期通胀和预期回报

– StarMine 主权风险 (SR) 模型用于评估各种宏观经济、市场和政治数据，以预估主
权政府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该模型预估了 150 个国家在六个时间范围内的年化违约
概率：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七年和十年。违约概率也与传统的字母评级进行
比照并按 1 到 100 进行百分位排名

国家风险

主要产品：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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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金融

特色与优势

− 超过 80% 的全球市值，涵盖 500 多个不同的 ESG 数据点、比率和分析，历史
可追溯到 2002 年

− 超过 400 个 ESG 数据点和 80 多个 ESG 分析维度

− 769,000 只可持续债券（ESG、绿色债券等）的固定收益证券

− Refinitiv MarketPsych 使用自然语言处理 (NLP) 驱动的分析方法，衡量来自
4,000 多个新闻媒体和 2,000 多个社交媒体的内容，就公众对公司 ESG 的看法
进行分析

− 将路孚特理柏领先的全球基金数据库（涵盖超过 330,000 只基金）与领先的
ESG 公司数据库相结合，我们为 31,675 个股票、固定收益和混合资产投资组合
提供理柏基金 ESG 评分

− ESG 指数中包含我们自己的专有指数，例如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还展示了其
他主要指数提供商的顶级指数，如富时罗素、MSCI、标准普尔

− ESG 研究——路孚特是全球主要的研究报告发布平台之一。ESG 研报现在可以
从经纪商和专业研究提供商处获得，包括 MSCI、花旗、高盛等

− 可持续金融新闻 - 包括 IFR ESG 时事通讯和路透社新闻 ESG 和可持续金融新闻

路孚特 ESG 数据

富时罗素 ESG 评级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路孚特 ESG 指数

路孚特市场情绪 ESG 分析

绿色收入 2.0 数据模型

Beyond Ra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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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路孚特市场情绪 ESG 分析

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 ESG 数据源，涵盖 30,000 多
家公司和 252 个国家和地区、来自数千个来源和数千
万新闻和社交媒体作者，时间可追溯到 1998 年。

富时罗素 ESG 评级

衡量 47 个发达和新兴市场 7,200 只证券的
ESG 风险和表现。

绿色收入 2.0 数据模型

富时罗素开发了一整套结构、衡量方法和流程，以值
得信赖的方式衡量和监控整体和个体对不断增长的绿
色经济的贡献。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FTSE ESG 指数提供类似于基础资产的风险/回报
特征，同时具备经过 ESG 改进的指数绩效所带
来的额外优势。

Beyond Ratings
Beyond Ratings 是一家备受推崇的智能数据和分析提
供商，可将 ESG 整合到固定收益中，对传统信用分
析进行补充。

路孚特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98

可持续金融

路孚特提供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通过与 LSEG 的整合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路孚特的 ESG 评分旨在基于公开报告的数据，透明、客观地衡量企业在 10 个重大主
题（排放、环境产品创新、人权、股东等）上的相对 ESG 绩效、承诺和有效性。

信息由我们的 ESG 专家根据公开来源收集，如公司网站、年度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等，或是由经审计的公司以标准化方式提供的数据。

覆盖范围和关键要点

– 超过 80% 的全球市值，涵盖 500 多个不同的 ESG 数据点、比率和分析，历史可追
溯到 2002 年

– 超过 400 个 ESG 数据点和 80 多个 ESG 分析维度

独家：

– 路孚特专有指数包括 ESG 指数、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无化石燃料指数

– 路孚特计算了 500 多项公司级别的 ESG 指标，其中包括 186 个最具可比性和相关
性领域的子集，为其独特的总体评分方法提供了支持

主要第三方：TruValue Labs、交易所、MSCI 和 70 多家 ESG 数据提供商。

数据格式：CSV、JSON、PDF、Python、SQL、文本、用户界面、XML

交付机制：API、云、部署/现场服务器、桌面终端、数字文件、Excel、网站

发布频率：基于事件、按需、每周

主要产品：

路孚特数据平台、Datastream、路孚特量化分析、路孚特随选服务

Refinitiv Workspace、Refinitiv Eikon

路孚特 ESG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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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路孚特市场情绪 ESG 分析

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 ESG 数据源，涵盖 30,000 多
家公司和 252 个国家和地区、来自数千个来源和数千
万新闻和社交媒体作者，时间可追溯到 1998 年。

富时罗素 ESG 评级

衡量 47 个发达和新兴市场 7,200 只证券的
ESG 风险和表现。

绿色收入 2.0 数据模型

富时罗素开发了一整套结构、衡量方法和流程，以值
得信赖的方式衡量和监控整体和个体对不断增长的绿
色经济的贡献。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FTSE ESG 指数提供类似于基础资产的风险/回报
特征，同时具备经过 ESG 改进的指数绩效所带
来的额外优势。

Beyond Ratings
Beyond Ratings 是一家备受推崇的智能数据和分析提
供商，可将 ESG 整合到固定收益中，对传统信用分
析进行补充。

路孚特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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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时罗素的 ESG 评级和数据模型，使投资者能够从多个维度了解公司在 ESG 事宜方面
的风险和管理。ESG 评级是一个汇总的评分，可细分为基本支柱和主题的风险敞口及
分数。支柱和主题是以 300 多个单个指标评价为基础，根据各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的。

关键要点

– 全面性：可通过在线数据模型访问，包括 47 个发达和新兴市场的 7,200 只证券，包
括富时环球指数 (FTSE All-World Index)、富时全股指数 (FTSE All-Share Index) 和罗
素 1000 指数 (Russell 1000 Index) 中的成分股

– 灵活性和定制化：数据模型专为用户定制而设计，数据能够被“切割”以满足每个
用户的需求

– 强调重要性：评级是使用敞口加权平均值计算的，这意味着最重要的 ESG 问题的
权重最大

– 精准规则，专注数据：ESG 评级和数据模型明确定义了评估和评级公司的规则。
输出结果是定量的数据工具，而不是定性的公司研究报告

– 客观管理：由来自投资界、企业、非政府组织、工会和学术界的专家组成的独立外部
委员会进行监督

– 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 17 个 SDG 都反映在
ESG 框架下的 14 个主题中

富时罗素 ESG 评级

一个
评级

三个支柱 14 个主题

环境 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

污染和资源

水安全

供应链

社会 劳动标准

人权和社区

健康和安全

客户责任

供应链

治理 税收透明度

风险管理

企业治理

反腐败

300+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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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路孚特市场情绪 ESG 分析

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 ESG 数据源，涵盖 30,000 多
家公司和 252 个国家和地区、来自数千个来源和数千
万新闻和社交媒体作者，时间可追溯到 1998 年。

富时罗素 ESG 评级

衡量 47 个发达和新兴市场 7,200 只证券的
ESG 风险和表现。

绿色收入 2.0 数据模型

富时罗素开发了一整套结构、衡量方法和流程，以值
得信赖的方式衡量和监控整体和个体对不断增长的绿
色经济的贡献。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FTSE ESG 指数提供类似于基础资产的风险/回报
特征，同时具备经过 ESG 改进的指数绩效所带
来的额外优势。

Beyond Ratings
Beyond Ratings 是一家备受推崇的智能数据和分析提
供商，可将 ESG 整合到固定收益中，对传统信用分
析进行补充。

路孚特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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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SE ESG 指数提供类似于基础资产的风险/回报特征，同时具备经过 ESG 改进的指数
绩效所带来的额外优势。该指数系列使用了富时罗素的校正方法，根据富时罗素 ESG 
评级来调整公司权重。随后应用行业中性重新加权，以便每个指数中的行业权重与基础
指数范围相匹配。

关键要点

– 目标：指数设计的目的是用于创建指数跟踪基金、衍生品以及作为业绩基准

– 可投资性：选择股票并加权，以确保指数是可投资的。筛选高流动性股票以确
保指数可交易

– 透明度：指数使用透明的、基于规则的过程进行构建。指数构建方法可在富时罗素的
网站上免费获取

– 可用性：指数是根据价格和总回报方法计算的，每天日终时可用

– 行业分类基准 (ICB)：指数成分根据行业分类基准 (ICB) 进行分类，该基准是行业板
块分析的全球标准

FTSE ESG 指数系列由以下指数组成：

– FTSE Developed ESG Index

– FTSE Emerging ESG Index

– FTSE All-Share® ESG Index

– Russell 1000® ESG Index

关键资源

FTSE ESG 指数系列概览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http://www.ftse.com/products/downloads/ftse-esg-index-ser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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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路孚特市场情绪 ESG 分析

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 ESG 数据源，涵盖 30,000 多
家公司和 252 个国家和地区、来自数千个来源和数千
万新闻和社交媒体作者，时间可追溯到 1998 年。

富时罗素 ESG 评级

衡量 47 个发达和新兴市场 7,200 只证券的
ESG 风险和表现。

绿色收入 2.0 数据模型

富时罗素开发了一整套结构、衡量方法和流程，以值
得信赖的方式衡量和监控整体和个体对不断增长的绿
色经济的贡献。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FTSE ESG 指数提供类似于基础资产的风险/回报
特征，同时具备经过 ESG 改进的指数绩效所带
来的额外优势。

Beyond Ratings
Beyond Ratings 是一家备受推崇的智能数据和分析提
供商，可将 ESG 整合到固定收益中，对传统信用分
析进行补充。

路孚特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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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ESG 指数帮助您评估和减轻公司在 ESG 方面的风险，帮助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关键要点

– 单个 ESG 支柱或组合：允许具有特定 CSR 要求或规定的投资者更准确地
衡量其投资组合

– 基于“动态”评级：400+ 关于 ESG 绩效的关键指标，公司评级一目了然

– ESG 评级最高的公司：结果建立了一个更多元化、波动更小的基准，反映全球主要
指数的表现

– 实时或日终：可通过上市的投资品种（如 ETF）跟踪，亦可用来作为基准

– 下载评级：允许投资经理、顾问、学生和媒体以经济实惠的方式对股票组合的 ESG 
表现进行评级

路孚特 ESG 指数包括：

– 路孚特/S-Network ESG 最佳实践指数

– 路孚特/Future Super 澳大利亚无化石指数

– 路孚特 IX 全球 ESG 等权重指数和路孚特 IX 全球 ESG 高股息低波动等权重指数

– 路孚特全球资源保护精选指数

– 路孚特欧元区 ESG 精选指数

路孚特 ESG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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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路孚特市场情绪 ESG 分析

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 ESG 数据源，涵盖 30,000 多
家公司和 252 个国家和地区、来自数千个来源和数千
万新闻和社交媒体作者，时间可追溯到 1998 年。

富时罗素 ESG 评级

衡量 47 个发达和新兴市场 7,200 只证券的
ESG 风险和表现。

绿色收入 2.0 数据模型

富时罗素开发了一整套结构、衡量方法和流程，以值
得信赖的方式衡量和监控整体和个体对不断增长的绿
色经济的贡献。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FTSE ESG 指数提供类似于基础资产的风险/回报
特征，同时具备经过 ESG 改进的指数绩效所带
来的额外优势。

Beyond Ratings
Beyond Ratings 是一家备受推崇的智能数据和分析提
供商，可将 ESG 整合到固定收益中，对传统信用分
析进行补充。

路孚特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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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Psych 与路孚特合作推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 ESG 数据源，涵盖 30,000 多家公
司以及 252 个国家和地区。该数据流源自数千个可靠来源以及数千万新闻和社交媒体
作者，时间可追溯到 1998 年。它提供了媒体对于企业和国家级 ESG 活动看法的衡量
标准。

关键要点

– 覆盖面广：30,000+ 公司以及 252 个国家和地区

– 历史悠久：1998 年至今

– 多语言来源：阿拉伯语、中文、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印度尼西
亚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俄语

– 外部视角：以客观的眼光看待 ESG 成果，警惕漂绿现象

– 时点：公司覆盖时点可追溯至 1998 年 1 月，属于量化友好型

– 基于人工智能：用于提取复杂 ESG 概念的机器学习 NLP 系统

– 粒度：超过一百个争议和话题（仅限高级版本）

– 实时：包括 60 秒、每小时和每日更新（仅限高级版本）

– 社交和新闻：独特的新闻（包括新闻头条）、社交数据流和组合数据流（仅限高级
版本）

数据包

1. 核心版本内容包由 17 个每日汇总分数组成，反映了一个公司或国家的长期平均
ESG 排名

2. 高级版本内容包包含数百个反映 ESG 活动和争议的媒体报道，提供每分钟、每
小时和每日数据时间序列

关键资源

路孚特市场情绪 ESG 分析简介

路孚特市场情绪 ESG 分析

https://www.refinitiv.com/content/dam/marketing/en_us/documents/fact-sheets/marketpsych-esg-analytics-factshe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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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路孚特市场情绪 ESG 分析

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 ESG 数据源，涵盖 30,000 多
家公司和 252 个国家和地区、来自数千个来源和数千
万新闻和社交媒体作者，时间可追溯到 1998 年。

富时罗素 ESG 评级

衡量 47 个发达和新兴市场 7,200 只证券的
ESG 风险和表现。

绿色收入 2.0 数据模型

富时罗素开发了一整套结构、衡量方法和流程，以值
得信赖的方式衡量和监控整体和个体对不断增长的绿
色经济的贡献。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FTSE ESG 指数提供类似于基础资产的风险/回报
特征，同时具备经过 ESG 改进的指数绩效所带
来的额外优势。

Beyond Ratings
Beyond Ratings 是一家备受推崇的智能数据和分析提
供商，可将 ESG 整合到固定收益中，对传统信用分
析进行补充。

路孚特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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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投资一直难以量化。多年来，绿色一直是一个基于概念而不是特定工业系统的
松散定义。经过深思熟虑，富时罗素开发了一套结构、衡量方法和流程，以满足客户对
高质量数据的需求，以值得信赖的方式衡量和监控整体和个人对不断增长的绿色经济的
贡献。

关键要点

– 覆盖面广 - “绿色收入”数据模型适用于全球近 99% 的总市值，涵盖 48 个发达和新
兴市场从微型股到巨型股在内的 16,000 多家上市公司。这确保富时罗素拥有最广泛
的股票指数覆盖范围，包括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和罗素美国指数中的全部指数

– 全面 - 分类体系已扩展到 133 个微型板块以涵盖更多收入类别，从而对绿色活动
及其对约 3,000 家公司盈亏底线的实质性影响有广泛认识，包括富时全球股票指
数系列和罗素 3000 指数

– 粒度化 - “绿色收入”利用估算方法来填补数据空白并保证点数据的准确性

– 分层 - 环保、更环保、最环保。微型板块分层评估用以确定“有限”、“净正
面”和“明确且显著”的影响类别，以便于评估

– 欧盟分类法 - 欧盟目前正在建立一套分类方法并制定指导方针，要求投资公司在营销
关于“环保”或“可持续”理念的基金时能够客观地满足既定标准。在这个关键时刻，
富时罗素的“绿色收入”数据提供了一项全面的工具，帮助投资界理解和遵守这些新
标准

关键资源

绿色收入 2.0 数据模型概览

绿色收入分类体系 (GRCS)

绿色收入指数

绿色收入 2.0 数据模型

https://www.ftserussell.com/files/support-document/green-revenues-20-data-model-overview
https://www.ftserussell.com/files/support-document/ftse-russell-green-revenues-classification-system
https://www.ftserussell.com/products/indices/green-re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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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孚特 ESG 数据

业内最全面的 ESG 数据库之一，涵盖 80% 以上
的全球市值，覆盖 500 多个 ESG 指标，历史可
追溯到 2002 年。

路孚特市场情绪 ESG 分析

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 ESG 数据源，涵盖 30,000 多
家公司和 252 个国家和地区、来自数千个来源和数千
万新闻和社交媒体作者，时间可追溯到 1998 年。

富时罗素 ESG 评级

衡量 47 个发达和新兴市场 7,200 只证券的
ESG 风险和表现。

绿色收入 2.0 数据模型

富时罗素开发了一整套结构、衡量方法和流程，以值
得信赖的方式衡量和监控整体和个体对不断增长的绿
色经济的贡献。

富时罗素 ESG 指数

FTSE ESG 指数提供类似于基础资产的风险/回报
特征，同时具备经过 ESG 改进的指数绩效所带
来的额外优势。

Beyond Ratings
Beyond Ratings 是一家备受推崇的智能数据和分析提
供商，可将 ESG 整合到固定收益中，对传统信用分
析进行补充。

路孚特 ESG 指数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数针对 ESG 
因素对公司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帮助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投资者规避 ESG 风险。

104

可持续金融

Beyond Ratings 提供了新的财务分析标准，系统且透明地纳入了 ESG 标准。

我们提供有关 180 个国家/地区关于国家、发行人和企业的大量数据。对于企业，我们
为 10,000 多个组织提供数据。创建的指数包括低碳、能源转型和自然资本等专业领域。

关键要点和统计数据

– 国家覆盖范围：关于增强信用风险、碳/气候、2°对齐、ESG 的数据、分数和评级，
每季度和每年更新，数据历史可追溯至 2000 年。

– 企业覆盖范围：关于碳、ESG 和气候轨迹的数据、分数和评级，每季度和每年更
新，数据历史可追溯至 2007 年

– 229 个国家级指标和 31 个主题，覆盖 180 多个国家/地区和 10,000 家公司

– 使用主权风险模型 (SRM) 中的 90 个指标和评分变量来评价一个国家的信用可靠程度

关键价值主张

– ESG 纳入因素：通过将国家经济表现和 ESG 联系起来，为 ESG 分析提供一种不可
知的统计学方法。这个定量模型评估了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整体 ESG 表现，
凸显了有助于一个国家可持续增长的 ESG 因素

– 主权风险模型：基于一个覆盖 146 个国家/地区的先进定量方法，主权风险模型提供
了对主权信用风险的增强评估

– RI Consensus：根据市场共识衡量企业 ESG 绩效。基于对 500 家最大的 ESG 
基金中超过 10,000 家公司的综合分析，RI Consensus 旨在为可持续投资市场中
的投资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和见解

Beyond Ra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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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互操作性

符号系统 (Symbology)

PermID

特色与优势

我们对数据互操作性和符号系统的关注，简化了客户的数据体验：

− 以自上而下的视角，用图表形式维护不同实体、属性和关系之间的逻辑模型

− 链接您的跨资产非流式信息，以满足定价和参考数据需求

深度洞察

− 10 亿+ PermID，涵盖所有资产类别、人员和组织实体

− 映射近 200 万个法人机构识别码 (LEI)

− 我们的新闻上附有 2,000 多个主题代码标记，以实现对非结构化内容的更快过
滤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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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互操作性：符号系统

简化您在路孚特信息模型之间的数据映射和检索过程。我们的 Symbology API 是一个请求/响应服务，确保单一的数据体验，使得用路孚特和第三方数据对应

用程序的访问、分发和构建变得更加容易。

LEI ISIN 
CUSIP

RIC 
SEDOL 
TICKER

MIC

组织 工具 报价 交易所

组织
PermID

工具
PermID

报价
PermID

工具
PermID

报价
PermID

市场属性来源
PermID

跨资产工具：

股票固定收益

衍生品

实时

历史

时间序列

金融市场信息：

事件

假期

阶梯式

ESG
预测事件

文档

基本面

所有权

研究

市场标识符示例利用我们的符号链接数据服务，

来简化您的数据载入、聚合和规范化流程。

对于任何工具，一次来回响应即可快速检索所有可用标识符。

用标识符将单点访问的数据映射到相应的路孚特标识符。

对于同一层级（如 ISIN 到 CUSIP）或不同层级（如 RIC 
到 LEI）的分层实体结构，在其起点标识符和终点标识符

之间进行对应。

确保采用跨资产类别方法，与第三方数据无缝连接。

Per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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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互操作性：PermID
PermID 是我们的唯一标识符，它为每个数据集提供了一个参考点，简化了数据映射，并降低了数据管理的复杂性。

它是路透工具代码 (RIC)、国际安全识别码 (ISIN)、
法人机构识别码 (LEI) 和其他识别码的补充。

全面 - 提供对各种组织、工具、基金、发行人和人

员的识别。

机器可读 – 背后是一个 64 位数字，可以即时无缝

地连接相关信息。

开放 - 路孚特的开放战略正在推动新的机遇、合作

和创新；我们已获得开放数据研究所 (ODI) 认证。

永久 - 为每个信息对象分配一个永远不会被重复使

用的标识符；标识符不会改变，因此您可以跟踪该

信息对象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符号系统 (Symbology)

资产类别

普通股

PermID: 300281

工具（商业票据）

LSEG 25-FEB-2021
PermlD: 232769013103

货币

英国便士

PermID: 500444

组织（父级）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PermID: 4298007752

工具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普通股

PermID: 8590928053

报价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普通股

PermID: 55850485015

ESG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组织（子级）

路孚特英国母公司
PermID: 5065976709

行业分类

金融和商品市场运营商

PermID: 4294952790

组织（联属）

AcadiaSoft Inc
PermID: 4297717664

行业分类

专业和商业服务

PermID: 4294952759

行业分类

软件 & 
IT 服务

PermID: 4294952830

高管 & 董事

David Schwimmer
PermID: 34418936803

Anna Manz
PermID: 34415539703

高管 & 董事

Craig Welch
PermID: 34420810503

地区

英国

PermID: 100317

地区

美国

PermID: 100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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