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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构建及数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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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财务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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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与主要股指查找

• 700: 交易所代码
• HK: 国家综合代码
• Equity: 彭博键盘黄色功能键

A股可用证券简介的拼音首字母搜索

WEI <GO> 查看全球主要股指，点击进入各地区查看
更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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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数据 FA <GO>

• FA <GO> 页面可提供单个公司三张报表及财务比率的详细数据
• 点击终端上数字，可以看到详细的计算公式和原始报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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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目标价格 AN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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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一致预期 EEO <GO>

• EEO <GO> 展示主要财务指标的一直预期
• 点击数字可以看到有权限的券商的盈利预测数据
• 琥珀色的券商预测数据包含在一直预期之中，灰色被刨
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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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数据模型 MODL <GO>

• MODL <GO> 展示主要财务指标更细节的一致预期
• 财报季除关注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外，还可将
运营数据及主要业务部门数据和一直预期进行比较



9

可比公司估值 RV <GO>

• RV <GO> 页面可选择基于
不同分类的可比公司或自
设可比公司列表

• 屏幕下方表格提供不同指
标的可比公司模板或自设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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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人 HD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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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筛选的股票回测 EQS <GO>

• EQS <GO> 基于股票国家、
行业及财务指标进行筛选

• 并可根据筛选结果进行
point-in-time的回测，并对
筛选后投组进行自定义权
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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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行情显示 OMON <GO>

• OMON <GO> 页面可以看
到当前交易所交易的该公
司期权产品

• 调整上方截至日期可以看
到到期的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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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曲面 OVDV <GO>

• OVDV <GO> 页面可以用
来显示标的资产的隐含波
动率曲面

• 下方快速定价器可以针对
不同到期的买卖权快速定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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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期权定价 OVME <GO>



债券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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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检索 SRCH <GO>

SRCH @KUNGFUBOND <GO> 可直接加载中资美元
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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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检索 SRCH <GO>

基于SRCH债券检索的结果，FIW <GO> 查看债券评估
定价，DDIS <GO> 查看到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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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检索 SRCH <GO>

SRCH债券检索结果页面，可在矩阵查看历史发行金额
等时间序列数据以及债券持有人。2021四季度以来，
中资美元债发行金额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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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的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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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与利差分析 YAS <GO>

RELS <GO> 查看发行人所有相关证券

HELP DUR <GO> 了解具体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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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利率监测BTMM <GO> MM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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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分析及变动 CRPR<GO> RATC<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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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违约风险 DRSK<GO>

• DRSK <GO> 通过预测下
一年等主要期限的违约概
率，分析公司的信用健康
度

• 左侧改写违约概率的驱动
因素，查看对应的违约概
率



宏观经济、外汇及大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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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查找 ECST<GO>

右上角可以修
改数据来源以
及数据转换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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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预测 ECFC<GO>

橙色数值为实际
值，白色数值为
预测值

上方可修改预测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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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概率 WIRP<GO>

累计加息/降息次数

单次FOMC 加息/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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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变动 FXC<GO> WCR<GO>

• 多个货币对之间的即期汇率 • 各国货币的即远期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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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预测 FXFC<GO>

查看预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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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料库 DATA<GO>

商品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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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品价格 GLC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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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预测 CPFC<GO>

修改预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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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基本面数据 FDM<GO>

选择商品的具体指标，如：供需、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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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品流量 LINE<GO>

左上角选择地区和商品，查看各国 / 地区间的贸易量



ESG数据及基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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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基本面数据 FA ESG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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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分析 ESG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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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数据发现 ESG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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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面板数据 BI BESGG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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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流量 FFL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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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趋势 BI FLOW<GO> BI ETF<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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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与风险分析 PORT<GO>



公式构建及数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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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三种基本公式

• BDP 拉取当前、单个数据

• BDH 拉取历史、时间序列数据

• BDS 拉取批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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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电子表格生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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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L 公式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