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pressfeed™ 
强大的数据落地管理。 

 
 
 

 

 

 

 

 

 

 

 



通过可靠交付简化数据管理。 

只有正确数据才能帮助您正确决策。而且需要快速、高效地获取数据。减少数据检索和管理时间，

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数据分析。 

– 利用标普全球市场财智和精选第三方供应商的联合优势，强化专有分析、金融门户网站和 CRM 系统等。 

– 获取复杂定量研究和建模所需的基础数据。加强控制并提高透明度，以便节省更多时间用于模型训练和创建。 

– 帮助用户专注于战略目标，借助包含数千项自动和手动数据质量检查的数据库, 协助产品发布前的预先审核。 

 

 

 

 

 

 

 

 

差异化数据 

– 充分利用超过 200 个数据集，包括

时间点财务数据、Compustat®、

Capital IQ 基本面、GICS®、标普全

球评级研究、标普道琼斯指数、标

普 Capital IQ 盈利预测等。 

– 访问经审查的另类数据，包括 

Trucost 环境数据、Panjiva 供应链

情报、机器可读文本数据、SNL 资

产级数据等。 

– 查看标普全球评级、惠誉和穆迪的

信用评级；内容按发行人行业定义

整合入数据包中，并包含发行人和

发行层面的详细信息。利用我们的

信用分析获取关于已评级、未评级

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的信用评分、

模型和基准。 

整合关联 

– 利用我们广泛的全球交叉映射服

务，无缝关联按公司、行业和证券

划分的映射数据，加速数据整合和

分析。 

– 通过超过 980 万个商业实体的标准

化专有 ID 实现轻松关联，帮助改进

供应链和交易对手方风险分析，并

将其整合到销售和营销应用程序

中。 

– 映射到多个公司级数据集，包括公

司关系、交易、会议记录、财务数

据和公司基本面等。采用多个行业

分类和商业标准来筛选、收集和监

控实体集。 

无缝交付 

– Xpressfeed 是我们的数据加载和维护

技术，提供可靠、高效的数据交付

和管理解决方案。 

– 数据通过我们的 Xpressfeed 加载器以

数据包的形式交付，以便您根据需

要自定义接收所需数据。 

– Xpressfeed 加载器应用程序具有自动

化数据字典生成功能，可简化维

护，并支持完全载入的数据库快速

启动和运行。此外，该加载器在客

户端运行，使您能够更好地控制数

据仓库的数据处理时间和方式。 



Xpressfeed™ 支持的数据集 
 

数据类型 数据集 涵盖范围 交付频率 起始历史 

基本面和深度行业 Compustat® 基本数据库 全球 100,000 万多家公司 日内 1950 年 

基本面和深度行业 标普 Capital IQ 基本数据库 
全球 150,000 多家公司，包括 95,000  

多家活跃和非活跃上市公司 
日内 1985 年 

基本面和深度行业 资本结构（债务） 
全球 96,000 多家上市公司和精选私营 

公司 
每日 1996 年 

基本面和深度行业 资本结构（股权） 
全球 104,000 多家上市公司和精选私营

公司 
每日 1996 年 

基本面和深度行业 私营公司基本面 全球 100 万多家公司 每日 1982 年 

另类 SNL 基本面 全球 17,500 多家现有和历史公司 每日 1990 年 

另类 机器可读记录 超过 10,600 家企业 近实时 2004 年 

另类 文本数据分析 10,600 多家公司 每日 2008 年 

另类 机器可读文件 3,5000 家活跃和非活跃公司 当天 2006 年 

另类 SCRIPTS 亚洲记录 500 多家公司 当天 2018 年 

另类 Panjiva 供应链情报 10 亿笔以上的交易记录 可变 2007 年 

另类 Trucost 环境数据 99 个国家/地区的 15,000 多家公司 每日 2002 年 

另类 标普全球 ESG 评分 7,500 家公司 每日 2013 年 

另类 Airsage 房地产客流 超过 30,000 处房地产 每日 2010 年 

另类 FDA 上市前通知 501(k) 文件 150,000 条记录 每月 1976 年 

另类 
FDA 不良反应报告系统 
(FAERS) 

400,000 条记录 每季度 2004 年 

另类 FDA 橙皮书 50,000 条记录 每月 2001 年 

盈利预测 S&P Capital IQ 盈利预测 全球 10,000 多家公司 近实时 1996 年 

全球交叉映射服务 商业实体交叉映射服务 超过 980 万家实体 每日 1950 年 

全球交叉映射服务 全球证券交叉映射服务 超过 5,700 万款工具 当天 1968 年 

全球交叉映射服务 产业行业交叉映射服务 

7 个行业类别的超过 280 万家上市公司

和私营公司，以及 5,200 多个唯一行业

代码 

可变 2014 年 

行业分类 GICS® Direct 
47,000 多种公司分类 

61,000 多种全球证券 
每日 仅限现有活跃公司 

行业分类 GICS® 历史数据库 88,000 多家公司 每日 1985 年 

行业分类 ETF 风格分类 11,000 种上市的北美交易所交易产品 每日 仅当前 

所有权 所有权 

90,000 多家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 

机构投资公司、共同基金和内部人士/ 

个人所有者 

每日 2004 年 

定性 交易 约 200 万笔交易 每日 1950 年 

定性 重大发展 20,000 多个新闻源 每日 2001 年 

定性 专业人士 超过 320 万名专业人士的数据 每日 1992 年 



数据类型 数据集 涵盖范围 交付频率 起始历史 

定性 公司关系 3,200 多项公司关系 每日 2000 年 

定性 公司情报 
50,000 多家公司和 

750,000 多个竞争对手 
每日 仅当前 

定性 业务关系 超过 520,000 家具有业务关系的公司 每日 2004 年 

定性 私募股权 
适用于 93,000 多家公司的投资标准和适用

于 32,000 多家公司的投资规模标准 
每日 1999 年 

股票选择和风险模型 阿尔法因子库 全球超过 40,000 种证券 每日 1905 年 

信用评级 
标普全球评级和  
RatingsXpress® 

9,400 家全球发行机构/84,000 种证券，

570 家主权、国际公共财政和政府实体/ 

13,000 种证券，720 家美国公共财政实

体/680,000 种证券，12,000 笔结构式融

资交易/38,000 种证券 

可变 1923 年 

信用评级 标普全球评级评分和因子 
3,500 多家公司 

600 多家银行 
可变 2017 年 

信用评级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25,000 家发行机构 

30,000 多个已评级债券 
可变 1900 年 

信用评级 惠誉信用评级公司 35,000 家发行机构 可变 1987 年 

信用指标 
违约概率市场信号模型 
(PD MS) 

70,000 多家公司 每日 2002 年 

信用指标 
违约概率基本面模型 
(PD FN) 

全球 900,000 万多家公司 每周 2002 年 

信用指标 信用模型 (CM) 全球 70,000 万多家公司 每周 2002 年 

信用指标 信用分析基准 730,000 多家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 可变 2015 年 

信用指标 违约概率 (PD) 70,000 多家公司 每日 2002 年 

信用指标 市场衍生信号 (MDS) 约 1,500 家实体 每日 2008 年 

信用指标 信用违约互换 (CDS) 约 1,500 家实体 每日 2010 年 

指数 标普道琼斯指数 

标普美国：1,500 多个指数  

ASX：262 个总指数  

TSX：850 多个指数 

欧洲 350：38 个总指数 

标普全球 1200：316 个总指数 

BMI：4,160 多个指数 

每日 

1928 年 – 标普美国 

2000 年 – ASX 

1971 年 – TSX 

2009 年 – 欧洲 350 

1989 年 – 标普全球  

1200 2005 – BMI 

指数 MSCI 54,000 多个指数 每日 1970 年 

指数 罗素 4,500 多个指数 每日 1979 年 

指数 富时 4,300 多个指数 每日 1992 年 

指数 泛欧交易所 381 个总指数 每日 2009 年 

指数 东证股价指数 88 个总指数 每日 1980 年 

 

 

 

 

 

 

 

 

访问 marketplace.spglobal.com，探索我们的所有数据集和更多内容 

http://marketplace.spglobal.com/


集成数据助您强化专有分析、金融门户网站和 CRM 系统等 
 

基本面数据 

Compustat® 基本面 

50 多年来深受财务分析师信赖的活跃和非活跃上市公司的

标准化全球公司基本面和市场数据。 

– 获取历史和时间点财务报表、比率和倍数，以及新闻

稿（发布后数小时内即可访问） 

– 活跃和非活跃上市公司的年度和季度数据与每日和每

月市场数据相整合 

– 利用始于 1987 年的Compustat Snapshot可追溯至 1950 

年的历史数据 

 

标普 Capital IQ 基本面 

按年度、季度、半年度、过去十二个月和年初至今划分的

所有标准化财务数据。 

– 某一财务周期的时间点信息，包括新闻稿、原始文件

和所有报表 

– 利用特定数据集和地理区域（自 1993 年起范围显著增

大）可追溯至 1985 年的历史年度数据和中期数据 

– 全球 150,000 多家公司（包括跨多个行业的 95,000 多家

活跃和非活跃公司）的 5,000 多个财务、附注和行业特

定数据项目 

 

资本结构 

有关公司资本结构中债务和股权方面的详细信息。 

– 债务资本结构数据涵盖  96,000 多家上市公司和私营 

公司 

– 股权资本结构数据涵盖全球 104,000 多家上市公司和精

选私营公司 

 

私营公司基本面 

有关全球 100 万多家私营公司的财务报表和比率数据。 

– 包括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

的公司 

– 可追溯至 2004 年 

 

另类数据 

SNL 基本面 

对于银行、保险、金融服务、房地产、能源以及媒体与传播

等复杂的业务领域，可能影响股票价值的因素通常嵌入于各

行业的特定指标。只有 SNL 基本面基于领域特定的深入分析

对这些指标进行细分。 

– 金融机构 (FIG) 和房地产领域的主要数据包括： 

– 有关全球 17,500 多家现有和历史公司的 1,400 多个

详细行业数据点 

– 特定数据集和地理区域可追溯至 1990 年的历史年度

数据和期中数据 

– 全球 FIG 内容包括： 

– 14,000 多家银行机构和 1,500 多家保险公司的综合基

本面数据 

– 银行基本面数据提供关于绩效分析、资产质量、监

管资本和存款/贷款组成的详细洞察，而保险基本面

数据提供关于投资水平详情、承销分析、偿付能

力、内含价值和分销渠道的更多洞察 

– 全球房地产内容包括： 

– 1,600 多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 (REIT)、房地产经营

公司 (REOC) 和上市房地产公司的综合基本面数据 

– 关于债务和租赁期限、同店业绩和投资组合分析

（包括开发敞口）的详细洞察 

– 全球金属和矿产数据包括： 

– 有关全球 2,500 多家矿业公司的精细、标准化分类

的房产、工厂和设备数据，以及矿业产权权益详情

和资本化勘探及评价 

– 此外，还包括说明矿场开垦和关闭责任的具体项目 

– 北美洲能源数据包括： 

– 超过 450 家电力和中游公司的综合数据，包括按客

户类别划分的收入、交易量和客户量数据 

– 收入和支出按运营、生产、传输和配送进行细分 

– 媒体与传播数据包括： 

– 有助于在以下各领域中进行同类比较的基本面数

据： 

• 广播电视 

• 电视网络 

• 无线与有线通讯 

• 多信道运营商 

• 互联网媒体 

• 影视与娱乐 

• 媒体技术和广告 

 



机器可读文本记录 

以机器可读格式提供的具有元数据标记的文本记录数据。

轻松地将来自收益、并购、业绩指引、股东、公司会议报

告和特殊通话的记录数据与传统数据集相结合，来制定独

特、专有的分析。 

– 将演讲者 ID 与标普 Capital IQ 估值和专业人士数据库无

缝关联，以帮助识别卖方分析师的修正 

– 通过批量传输或流式 XML 消息实现与事件数据的同

步，来获取后续会议文本记录的详情和提醒 

– 历史记录数据可追溯至 2004 年 

– 涵盖 10,600 多家公司，并以标普 500 指数、罗素 1000 

指数和富时 100 指数的 100% 覆盖率以及标普欧洲 350 

指数的 95% 覆盖率不断增长 

 

文本数据分析 

以机器可读格式在当天交付的财报电话会议情绪指数和行

为指标。 

– 快速评估 2004 年以来 10,600 多家活跃公司财报电话会

议中表达的情绪 

– 将源自自然语言处理 (NLP) 的 39 个情绪指数和基于行

为的指标应用于分析中或用作基准 

– 轻松地将来自收益、并购、业绩指引以及特殊通话和

会议的通话数据记录与现有数据集相结合，来制定独

特、专有的数据集 

 

机器可读文件 

提供公开文件的所有文本部分，将其分解成由公司定义的

不同章节，并删除页码、图片和表格等信息。以结构化格

式提供数据，以供客户基于此数据集执行自然语言处理 

(NLP)，而无需自行进行文档清理和结构化。 

– 每个文档分解为标题和文本（列于标题之下），并保

留文档层次结构 

– 在不干扰语言流畅性的情况下，删除多余的文本（例

如页码、标题等）以及非文本信息（例如图片、表

格） 

– 每两小时更新一次 

– 2006 年以来的 10-K、10-Q、20-F 和 8-K 文件历史记录 

 

SCRIPTS Asia记录 

涵盖亚洲公司的机器可读会议记录，通过 Xpressfeed 以机器

可读的方式独家提供。 

– 当前涵盖 500 多家日本公司的记录 

– 以外国语言举行的电话会议将同时转录成当地语言和英

语，以便轻松分析 

– 未来将涵盖整个亚太地区公司的投资者和国际企业通话

记录 

 

Panjiva 供应链情报 

查看买方和卖方、产品描述、货物规模和贸易额等全球交易

详情，帮助了解全球贸易关系之间的关联。 

– 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来从非结构化供应链数据中提取关键

洞察，并将实体解析至其母公司以实现快速分析 

– 访问涵盖约 40% 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商品交易*、超过 10 

亿笔交易的记录以及1,300 万家公司间关系的数据，以获

取全球市场的综合视图 

 

Trucost 环境数据 

凭借 10 多年的历史数据，此重要环境信息可帮助公司和金融

机构了解环境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并针对更具可持续性的全

球经济制定解决方案。 

– 覆盖99 个国家/地区、超过 15,000 家公司的强大标准化

环境数据 

– 通过量化气候风险敞口、识别参与机会和传达更环保的

战略，来帮助制定业务决策 

 

标普全球 ESG 评分 

基于 SAM 企业可持续性评估 (CSA) 流程（对公司可持续性实

践的年度评价）提供公司级别、维度级别和标准级别评分的

环境、社会和治理数据集。利用在可持续性对公司长期价值

创造的影响方面的 20 年分析经验，堪称最先进的环境、社会

和治理 (ESG) 评分方法之一。此数据集提供： 

– 对公司业务价值驱动因素有所影响的可持续性评分，包

括 7,500 家公司的增长、盈利能力、资本效率和风险敞口 

– 基于 SAM 媒体和利益相关者分析（MSA 评价公司对年内

可能出现的重要可持续性问题的响应情况）的定性筛查 

– 可追溯至 2013 年的完整数据历史记录 

– 与其他标普全球市场财智标识符轻松关联 

 

 

 

 

 

 
 

* 本分析中的假设是使用专有算法计算的，此外还使用了参与国政府向联合国 Comtrade（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报告的 2016 年全

球商品贸易价值数据。截至 2018 年 8 月 28 日，我们使用介于 1 和 0.46 之间的系数作出这些假设，以计算以美元计价的所含全球商

品交易。这些假设可能会根据基础数据的可用性而发生变化。 



Airsage 房地产客流 

通过标普美国房地产资产标识符关联Airsage 客流数据，从

而获取以下方面的洞察： 

– 获取 2010 年以来的匿名客流计数，以及 30,000 多处房

产的访问时长等详细信息 

– 关于访客的基于人口普查的人口统计信息 

– 市场上最大的  GPS 仪表盘和最成熟的客流数据公司 

之一 

 

FDA 产品上市前通知 510(k) 文件  

获取结构化 FDA 产品上市前通知 510(k) 文件——打算销售医

疗器械的公司签发的通知，必须在销售医疗器械前 90 天提

交。 

– 501(k) 数据可追溯至 1976 年，涵盖在 FDA 的监管下开

展美国业务的全球公司所发的 150,000 份通知 

 

FDA 不良反应报告系统 (FAERS)  

利用来自 FAERS 不良事件报告记录数据库 、用药错误报告

以及已因导致不良事件而提交至 FDA 的产品质量投诉的结

构化数据。 

– 包括相关事件的人口统计、药品、适应症、结果、反

应、来源和治疗详细信息 

– 涵盖 400,000 多例与药品、化合物或器械相关的事件。

这些事件与药品或器械所有者相关联 

– 针对在美国经营、销售和分销的公司所报告的数据 

 

FDA 橙皮书 

利用  FDA 橙皮书数据确定基于安全性和有效性获批的药

品。 

– 可追溯至 2001 年，将约 50,000 种命名药品关联至一组

化合物和一位指定药品所有者 

 

预测数据 

S&P Capital IQ 预测数据 

全球标准化数据库，包含针对升级/降级、目标价格修正、

市场浮动新闻等的实时财务预测指标。 

– 包含基于分析师、券商和公司自身预测、模型、分析

及研究得出的预测数据 

– 10,000 多家公司的年度、季度和半年度周期数据 

– 非北美公司自 1996 年起的数据以及北美公司自 1999 年

起的数据 

– 日内更新包将为您提供最新的预测数据和业绩指引，

最快每五分钟更新和修正一次 

 

 

交叉映射 

利用我们广泛的全球交叉映射服务，按公司、证券和行业无

缝链接映射数据，以便更好地管理数据集成并尽可能减少手

动流程。 

 

企业交叉映射数据服务 (BECRS)超过 980 万家企业、公司

和发行机构之间的广泛联系。 

– 将公司 ID 用作主关键码，交叉映射各种来源（包括标准

化来源和专有来源）的公司标识符 

– 链接至 LEI、标普全球评级和 CUSIP6 等企业标识符 

 

全球证券交叉映射数据服务 (GICRS) 

全面的证券标识符数据库，可交叉映射全球认可的近 5,700 

万种证券，从而最大程度减轻对后台系统和运营的影响，同

时促进跨市场信息传递。 

– 基于全球证券数据库，将证券与  ISIN、CUSIP/CINS、

SEDOL、Bloomberg FIGI、Barra、Markit LoanX 等相关联 

– 涵盖范围包括：股权、固定收益、共同基金、指数等 

 

行业分类交叉映射数服务 (ISCRS)使用公司 ID 在公司层面

关联行业分类。 

– 行业分类包括：GICS®、ETF 分类、标普全球评级行业分

类、 NACE、ANZSIC、SIC、NAICS 和 ICB 行业分类 

 

行业分类 

GICS® Direct 

由标普全球市场财智和 MSCI 联合推出，用于构建指数。 

– 包含 120 多个国家/地区的活跃公司最新行业分类， 覆盖

47,000 多家公司以及 61,000 多种全球证券 

 

GICS® 历史数据库 

GICS®  历史数据库作为附加产品提供，涵盖历史公司级的全

球行业分类代码。 

– 超过 135 个国家/地区中 88,000 多家公司的最新和历史的

行业分类，可追溯至 1985 年 

 

ETF 风格分类 

ETF 数据包提供由 11,000 支北美交易所公开交易产品组成的

综合数据库。 

– 包含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和交易所交易债券 

 

股权 

覆盖超过 90,000 家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机构投资公司、共

同基金和内部人士/个人所有者的详细历史股权数据 

– 由机构、共同基金和内部人士/个人投资者组成 

– 访问股权摘要、详细信息、内部交易活动、投资组合持

有、基金层面数据和可交易流通股 

 



定性数据 

交易 

全球约 200 万笔交易的概况。 

– 包括并购、私募、风险投资、PIPE、分拆、破产、

股票回购计划和股权/债务公开发行 

– 每笔交易都带有对应的概要、交易规模、公司参与

者、参与顾问和相关文件 

– 全球交易数据库的回溯期长达 10 年 

 

重大事件 

基于 160 多个标准化事件分类覆盖超过 100 万项重大事

件相关信息。 

– 来自 20,000 多个新闻来源，包括新闻稿、监管备案

文件、公司网站、网络挖掘和通话记录 

– 提供可靠的时间戳和元数据，使客户能够轻松分析

历史事件及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 涵盖全球范围内的上市公司、私营公司和投资公

司，包含收益公告、分红、董事会会议、客户公

告、组织结构变更等事件 

 

人员情报 

专业人士的个人资料，包括简介、联系信息、教育背

景、薪酬、从属关系以及公司董事会成员资格（均与个

人 ID 相关联）。 

– 深入了解超过 320 万名专业人士，他们的职业经历

和人际关系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职业变化 

– 基于简介、联系信息、教育背景、薪酬、从属关系

以及公司董事会成员资格信息对个人进行研究 

 

公司关系 

标普 Capital IQ 全球公司关系包提供标普 Capital IQ 领域中

公司之间存在的所有关系。 

– 关系类型包括收购、投资、投资机构、贷方、关联

公司、指数提供商等 

– 关系分类为现有、既往、未决或解除 

– 可用于建立企业家族树、确定公司的最终母公司、

确定私募股权赞助商、查找公司的现有和既往 

投资者 

– 可追溯至 2000 年 

 

公司情报 

全球大量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的简介，包括公司联系信

息、竞争对手、财务审计员，以及财务摘要或详细的业

务描述。 

 

业务关系 

通过分析公司客户、供应商、战略联盟和主要关系类型

的详细信息，深入研究公司可能涉及的各类关系。 

 

 

私募股权 

了解上市和私营投资公司、公共和私人基金以及投资机构的

当前投资标准和关注领域，包括： 

– 投资公司预期对各工具投入的金额范围，以及所关注的

目标公司的基本面范围（企业价值、总收入和税息折旧

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 

– 投资公司考虑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地理位置 

– 投资公司考虑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行业 

– 投资公司考虑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生命周期阶段和交易

类型 

 

股票选择和风险模型 

阿尔法因子库 

目前可获得的最全面的全球股票选择信号集之一，基于时间

点财务数据而生成。 

– 该因子库涵盖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 

– 由数百个股票选择信号组成，反映了股票投资者在阿尔

法和风险领域的标准投资方法 

 

信用评级 

标普全球评级和 RatingsXpress® 

利用标普全球评级的独立信用评级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和基准

测试。访问基础业务、财务数据、行业和经济风险因素和评

估，以及独立的信用档案，推动分析师得出评级建议。 

– 涵盖 9,400 家全球发行机构 (GI) — 包括：企业、金融机

构、公用事业和保险公司/84,000 种证券、570 家主权、

国际公共财政和政府实体/13,000 种证券、 720 家美国公

共财政 (PF) 实体/680,000 种证券、12,000 笔结构性融资 

(SF) 交易 — 包括资产支持、商业抵押贷款支持和住房抵

押贷款支持的证券/38,000 种证券 

– 标普全球评级分析服务 CreditStats Direct® 提供经调整的

财务报表数据，包括标准、研究、信用评级，以及信用

调整后的财务数据和比率 

– 涵盖 700 多家已评级的全球银行，以及 2,700 多家已评级

的企业和公用事业公司 

– CreditStats Direct® 支持您以编程方式更有效地改进信用

评分建模、分析和风险评估方法 

 

标普全球评级评分和因子 

利用标普全球评级的评分和因子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和基准测

试。访问基础业务、财务数据、行业和经济风险因素和评

估，以及独立的信用档案，推动分析师得出针对企业和银行

的评级建议。 

– 为内部风险模型建立有意义的财务基准，以更好地了解

公司相对于已评级同行企业的财务风险 

– 了解发行机构的独立信用档案，以发现母公司、关联公

司或相关政府减少支持所造成的隐藏风险 

– 通过评估公司的业务风险概况、行业风险和竞争地位，

利用标普全球评级的相似评级来对公司进行排名 

 



穆迪投资者服务 

覆盖25,000 多家已评级固定收益证券发行机构和 30,000 多

种公共、企业和结构性融资，以及评级销售、等级和发行

级证券的信用评级 

 

惠誉信用评级 

全面涵盖 35,000 多家发行机构、行业领先的银行评级来

源，以及四个级别的市场领域指数。 

– 25 种不同的评级类型，包括追偿、国家主权、当地货

币、国家/地区上限、市场敏感度和可行性评级 

– 100 多个发行机构数据字段 

 

信用指标 

违约概率市场信号模型 (PD MS) 

利用我们的股票市场驱动型 PD 市场信号模型，提前识别潜

在违约风险。 

– 我们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会在每天计算交易对手违约概

率 (PD) 和违约距离 (DD) 时捕获相关风险 

– 将 PD 映射到小写字母信用评分 （例如 ‘bbb’）* 

– 访问过去 15 年中超过 67,000 家公司的预评分数据库 

 

违约概率财务模型(PD FN)  

我们的模型利用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财务报表、专有风险

指标，帮助您衡量多个时间区间内的违约可能性。 

– 快速评估任何规模的公共和私营银行、企业和 REITS 的 

1-5 年违约风险 

– 将 PD 映射到小写字母信用评分 （例如 ‘bbb’），以

增加可比性 

– 在涵盖 250 多个国家/地区和 20 多个细分市场、区域和

行业的模型驱动下，实现全球覆盖 

– 访问我们的预评分数据库，利用来自标普全球财智的

全面、即时、可靠数据，为全球 900,000 多家公司优化

工作流 

 

信用模型 (CM) 

借助我们先进的统计数据信用模型，利用财务报表和宏观

经济数据生成在统计学上与标普全球评级信用评分相匹配

的量化信用评分，从而在信用风险方面保持领先。 

– 将评分映射到已观察到的违约率，以量化违约风险 

– 快速评估全球中市值和大市值、公共和私营银行、保

险公司和企业的长期信誉 

– CreditModel 利用 250 多个国家/地区以及 100 多个细分

市场、区域和行业特定的模型，帮助开拓对未评级领

域的了解 

– 我们的数据库涵盖全球 58,000 多家预评分公司，可帮

助您简化分析。 

信用分析基准 

利用信用分析基准监控各个国家/地区、全球行业、国家/地

区特定行业以及热门标普全球道琼斯股票指数。 

– 我们通过相对于同行基准的 PD 和信用评分来计算中值、

平均值、四分位数和其他统计层面的风险，以便您了解

公司特定的风险水平 

– 跟踪趋势，以发现恶化或改善的行业和区域 

 

违约概率 (PD) 

利用 PD 模型市场信号（企业）专有模型计算的统计度量。 

– 将股价波动转化为信用风险指标，就实体未履行合同义

务的概率提供每日估值 

– 我们提供上市公司的每日最新数据 

 

市场衍生信号 (MDS) 

利用专有标普全球模型计算的统计度量。 

– 评估信用违约掉期 (CDS) 利差，以便预先预警潜在信用变

化，并捕获关于公司感知风险的市场每日观点 

– 目前大约有 1,500 个具有 MDS 的实体，此数字会随市场

上 CDS 数量的变化而有所波动。我们提供已评分实体的

每日最新数据 

 

信用违约互换 (CDS) 

尽管信用违约互换本身不是信用风险指标，但可用于监测市

场如何看待广泛的公司、金融机构和银行信用风险。该产品

包含为期 5 年的 CDS 利差数据。 

 

指数 

标普道琼斯指数 

指数和成分股级别数据，标普美国、ASX、TSX、欧洲 350、

标普全球 1200 指数和标普全球宽基市场指数  (BMI)（包括 

BMI “当地”系列）的指数成分和成分权重的变更及调整。 

 

MSCI 

MSCI 全球股票基准指数的指数和成分股级别数据。 

– 自 1970 年以来的发达市场每日和每月指数级历史数据 

– 自 1987 年以来的新兴市场每日和每月指数级历史数据 

– 我们提供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成分级数据 

– 访问13 个月的滚动每日历史数据和 20 年的滚动每月历史

数据 

 

罗素 

罗素美国指数，机构投资者的主要衡量基准。 

 

 

* 信用评分由标普全球市场财智生成，标普全球评级并不帮助或参与创建。小写字母用于区分标普全球市场财智的 PD 信用模型评

分与标普全球评级发布的信用评级。 



富时 

指数级和成分证券级数据，反映富时英国指数系列和富

时全球指数系列的指数成分和成分权重的变化及调整。 

– 提供富时英国指数系列的当前成分数据和可追溯至 

2001 年的历史成分数据，以及可追溯至 1992 年的每

日指数市场数据 

– 当前成分数据和可追溯至 2006 年的历史成分数据，

以及可追溯至 1993 年的每日指数市场数据 

 

泛欧交易所 

泛欧交易所指数系列涵盖若干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 

国家/地区的多个资产类别（例如期货、期权、交易所交

易产品）的数十亿金额资产。 

泛欧交易所指数系列包括： 

– AEX 指数（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指数） 

– CAC 40 

– BEL20 低碳 100 欧洲指数 

– PSI-20® 

 

东证股价指数 

东证股价指数系列提供用于衡量股市整体走势的指标，

视为日本股票投资的基准。 



关于标普全球市场财智 

在标普全球市场财智，我们深知并非所有信息都是重要的，但部分信

息至关重要。信息必须准确、深入且有见地。标普全球市场财智将金

融和行业数据、研究和新闻整合到多种工具中，以帮助客户跟踪绩

效、产生超额收益、确定投资理念、了解竞争和行业动态、执行估值

以及评估信用风险。全球各地的投资专业人士、政府机构、企业和大

学均可从中获得必要情报，自信地制定商业和财务决策。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隶属于标普全球（NYSE 代码：SPGI），为个人、公

司和政府提供必要的财智信息，帮助其制定稳妥决策。有关详情，请

访问 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 

联系我们 

美洲地区 

+1-877-863-1306 

 

欧洲、中东和非洲 

+44-20-7176-1234 

亚太地区 

+852-2533-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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