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加密資產指數

標普道瓊斯指數與著名區塊鏈原創技術公司Lukka合作，
協助金融機構打造包括追蹤加密貨幣的定制加密資產指數。
我們的定制加密資產指數服務通過最高規格的獨立指數計算
與Lukka豐富的行業專長結合，以滿足各類投資者需求。

日益增長的加密資產市場
區塊鏈通過使用加密技術，以提高資產的普及性和流動
性，是金融科技的一項重大突破。通過這種方式交易的
資產被稱為加密資產，而建立加密資產的過程通常稱為
代幣化。幾乎任何資產均可代幣化，自十一年前比特幣
誕生以來，已有數千種資產實現代幣化。與此同時，有
關應用區塊鏈技術促進加密資產交易的創新業務亦在全
球各地應運而生。相關技術能夠在用戶投資於傳統資本
市場以外的資產時提高市場參與度和自主權。

自比特幣問世以來，全球加密資產行業迅速發展，2020
年12月比特幣市值已突破6,000億美元。1隨著這種資
產類別愈來愈被市場認可，投資者希望將加密資產納入
投資組合的需求也與日俱增。儘管該行業已取得長足發
展，但仍然屬於一試驗性領域，投資者在涉足該市場前
需多了解其獨特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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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需要加密指數？
以規則導向，並由經驗豐富且獨立計算機構管理的加密
資產指數或有助於鞏固加密資產作為機構認可資產類別
的地位。確立有代表性的基準亦可能減少市場上的投機
活動。
基於加密資產指數的策略或許能為機構及個人投資者，
參與這不斷演變的技術驅動市場的渠道，同時降低一些
相關風險。指數還可以提供不同加密資產的投資多元
化。

加密指數各有不同：為什麼
選擇標普道瓊斯指數？
標普道瓊斯指數定制客戶遍及全球，並藉助我們在指數
領域豐富的經驗，建構及計算超過10,000多項定制指
數。客戶可憑借我們的獨特優勢，創建符合您需求的定
制指數：
– 以可靠的計算系統及定價來源進行精確的指數維護
– 在篩選數據提供商時開展盡職調查
– 能夠靈活滿足客戶需求
客戶還可以選擇使用我們著名以獨立性及透明性作為優
先考慮的指數管治基礎架構維護定制指數。

應對加密指數的挑戰
指數構建靈活性
加密指數的挑戰

標普道瓊斯指數解決方案

並非所有提供商都能在7,000多種資產及500多個交易平台的龐

Lukka提供550多種高端交易加密資產的相關數據，從而建立廣

大市場中提取具代表性的數據。

泛的指數覆蓋範圍。

目前只有很少基準能提供有別於按市值及每月重新調整等傳統

標普道瓊斯指數的定制方案使客戶可以採用不同於傳統篩選及

方法對高端加密資產進行篩選和加權。

加權方案的針對性策略。例如對風險較高的資產類別進行更頻
繁或臨時的重新調整。

加密資產指數市場缺乏實踐想法測試的成熟方法。

在這嶄新市場，往往需要創新設計概念和策略把握機會。我們
的定制研發團隊基於客戶需求提供表現回測和分析，幫助客戶
作出指數規則決策。

每日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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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道瓊斯指數解決方案

大部分加密價格提供商未能提供每日日終定價。

由於加密資產本質上是一種無國界的全天候交易，因此可能
難以提供日終定價。標普道瓊斯指數在指數計算中使用Lukka
Prime公允市價定價法，日終價格通過捕捉報告前全天的交易活
動，從而確保以最大的準確性捕捉每分鍾資產定價數據。

指數數據來源
加密指數的挑戰

標普道瓊斯指數解決方案

專精加密資產的數據提供商數量很少，且在數據質量方面參差

產生構建指數所需的可靠數據欄位並不容易，並且需要大量資

不齊。

源。Lukka通過追蹤市場系統的歷史變化（例如代號變化）、驗
證交易數據及統一不同交易平台之間不一致的分散信息，提供
機構級高質量數據。

不同交易平台對同一資產使用不同的標識符。

Lukka使用Lukka參考數據，以特有標識符統一資產在不同平台
的指稱。

定價方法定義不明或透明度不足是大多數現有加密定價資料來

Lukka Prime採用基於公允價值法的定價方法，透明且有據可

源的問題。

查，符合證交會的公允價值規則。

交易狀態模糊、沽售風評不佳及交易平台指稱不一致，使確定

Lukka Prime價格基於已執行的交易數據，並且可以隨時驗

加密資產價格變得困難。

證。通過全面的數據質量檢查對價格加以監測維護。

指數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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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道瓊斯指數解決方案

目前市場上許多定價提供商在遵守法規方面均存有不足之處。

Lukka Prime具有明確的法規及合規標準，與證交會的公允價
值釐定規保持一致是其核心競爭優勢之一。此外，Lukka的定
價方法通過使用基於已執行交易數據的一級市場公允價值框
架，遵從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指引。
所有用於生成Lukka Prime價格的價格數據均會被存檔，以供
審核及確保透明度。

有別於傳統指數，加密資產指數領域尚無完善的合規性原則框

標普道瓊斯指數以國際證監會組織原則(IOSCO)為基礎維護加

架。

密資產指數，直至加密基準法規頒佈。當相關法規推出時，標
普道瓊斯指數可以憑借其在業內豐富的經驗及對法律的專業知
識，對瞬息萬變的形勢做出迅速反應。

市場數據不一致及異常事件頻出可能會為維護以規則導向的加

定制指數客戶可以利用標普道瓊斯指數在管治及監督方面的專

密資產指數帶來重重障礙。

長，使用我們的基準管理服務，。這項服務不僅可以幫助客戶
設計適當的編製方法，還可以為他們帶來我們指數委員會的經
驗和專業知識，提供持續監督，以確保指數維持其基本目標。

了解有關我們定制指數服務的更多信息，
請瀏覽 www.spglobal.com/spdji/en/custom-indices/solutions/.

關於標普道瓊斯指數

聯繫我們

標普道瓊斯指數是全球最大的指數概念、數據及研究資源供
應商，亦負責編製標普500指數及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等金融
市場權威指標。追蹤本公司指數的金融產品資產總值高於追
蹤其他任何指數的金融產品資產總值。自Charles Dow於1884
年創立首項指數以來，標普道瓊斯指數一直致力創新、開發各
種資產類別的指數，協助投資者衡量市場表現及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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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道瓊斯指數是標普全球（紐約證券交易所代碼：SPGI）旗
下公司，為個人、公司及政府提供重要的市場信息，協助他們
作出明智的決定。詳情請見：www.spglobal.com/spdji/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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