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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1999年8月，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宣布达成协议，共同开发GICS。该四级结构于首次推出时共有10个板块、23个行业组、59个
行业和123个子行业。此后，该结构发展为11个板块、24个行业组、69个行业和158个子行业。GICS结构的发展确保GICS结构反映
当前市场之情况，保持准确而完整的行业框架。

▪ 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正在就2022年GICS结构的可能变动向投资界成员征求意见。本意见征求文件旨在让市场参与者了解可能的
变动并做出反馈，从而帮助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做出最终决策。

▪ 意见征求于2021年10月18日开始，并于2022年2月18日结束。此外，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将不迟于2022年1月21日，就可能受
意见征求活动影响且市值超过20亿美元的指定公司清单，提供备考分类。请注意，即使最终采纳有关提议，有关备考分类也不应
被视为最终分类*。

▪ 由于反馈期延长，对GICS结构做出的最终更改预计将于2022年3月前公布，预期GICS Direct实施日期为2023年3月*。

▪ 关于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备考指数和指数实施时间表的更多资料，将在公布对GICS结构的最终更改后公布*。

▪ 本次意见征求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GICS结构发生任何变动。

* 在日期为2021年11月29日的公告中，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宣布将意见征求反馈期自2021年12月20日延长至2022年2月18日，并且还提供了若干其他更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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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有意参与本次意见征求，可选用以下两种方式：

1) 点击下面的链接参与线上调查

▪MSCI：www.msci.com/consultation-gics
▪标普道琼斯指数：https://www.spglobal.com/spdji/en/governance/consultations/mr47787/

2) 将您的反馈发送到下列任一电邮地址：

▪MSCI：clientservice@msci.com
▪标普道琼斯指数：index_services@spglobal.com
▪联系MSCI或标普道琼斯指数客户经理或代表

如需获取有关GICS的详细说明，请访问MSCI的网站www.msci.com/gics和标普道琼斯指数的网站www.spdji.com。

征求意见的形式

https://www.msci.com/consultation-gics
https://www.spglobal.com/spdji/en/governance/consultations/mr47787/
mailto:clientservice@msci.com?subject=2017%E5%B9%B4GICS%E6%84%8F%E8%A7%81%E5%BE%81%E6%B1%82
mailto:index_services@spglobal.com
http://www.msci.com/gics
http://www.spd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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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GICS意见征求主题概要

编号 主题 概要

1 可再生能源分类

将所有“能源”生产商及相关设备与服务提供商整合到能源板块。这包括不可再生能
源（如石油、天然气、热煤和不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的生产商，以及可再生能源
发电商。这能明确区分“能源生产”和“向最终用户的能源分配”，并且将可再生能
源生产和可再生能源设备公司整合到能源板块。

2 零售商分类
停用互联网与直销零售子行业，整合分散在非日常生活消费品和日常消费品板块的各
种零售形式。

3 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分类
停用信息技术板块下的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子行业，并将其移至工业板块。此外，将
交易与支付处理公司由信息技术板块重新分类至金融板块。

4
银行和互助储蓄银行与抵押信贷金融服
务分类

将多元化银行、区域性银行和互助储蓄银行／储蓄银行整合为一个子行业，并将抵押
信贷金融服务由银行重新分类至金融服务行业组。

5 房地产投资信托分类 进一步细分股权房地产投资信托。

6 运输分类 重新定义陆运子行业，并创建一个新的乘客地面运输子行业。

7 更新GICS定义：大麻分类
更新制药定义，纳入主要生产用于治病的大麻药物的公司。制药将剔除根据最终用途
分类的其他大麻产品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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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公司分类

复审原因：

▪ 可再生能源生产领域的投资和能力的快速增长正

在改变能源和公用事业板块的竞争格局。随着创

新的加快和成本的下降，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正

成为传统能源供应商的重要竞争对手，所以在能

源板块内反映这种能源类型的扩张非常重要。

▪ 在GICS结构内整合这些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的更

细致分类对投资者有利。

当前分类：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能源 能源

能源设备与服务
石油与天然气钻井
石油天然气设备与服务

石油、天然气与消
费用燃料

综合性石油与天然气
石油与天然气的勘探与生产
石油与天然气的炼制和营销
石油与天然气的储存和运输
煤与消费用燃料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公用事
业

公用事
业

电力公用事业 电力公用事业
燃气公用事业 燃气公用事业
复合型公用事业 复合型公用事业
水公用事业 水公用事业

独立电力与可再生
电力生产商

独立电力生产商与能源贸易商
可再生电力

▪ 石油、天然气、消费用燃料和相关设备等传统能源生产商，被分类为能
源板块，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公司被分类为公用事
业板块。

▪ 太阳能模组和电池及太阳能系统等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商，分别被分类
为信息技术和工业板块。



msci.com
© 2021年保留一切权利。

7

spdji.com

提议

将能源生产商及相关设备与服务提供商整合到能源板块。这包括不可再生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热煤和不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
的生产商，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这能明确区分“能源生产”和“向最终用户的能源分配”，并且将可再生能源生产和可再生能源
设备公司一起整合到能源板块。

▪ 将电力生产和批发由公用事业重新分类至能源板块。将向最终用户的配电保留在公用事业板块。

▪ 在能源板块下创建可再生能源行业组，并设置可再生能源生产、可再生能源设备与服务及可再生燃料细分子行业。

▪ 将公用事业板块下的电力公用事业子行业分为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电力公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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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GICS结构的更改以红色字体突出显示

*将该等公司作为示例的目的只是为讨论提供背景。即使对GICS结构做出更改，也并不意味着有关公司会被重新分类。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保留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对该等公司进行重新分类的权利。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公司示例*

能源

不可再生能源（新
增）

不可再生能源设备与服务（重新命
名）

石油与天然气钻井 中海油服、Helmerich & Payne
石油天然气设备与服务 Schlumberger、Halliburton

石油与天然气的生产、营销和运输
（新增）

综合性石油与天然气 Saudi Aramco、埃克森美孚
石油与天然气的勘探与生产 康菲公司、中国海油

石油与天然气的炼制和营销
Reliance Industries、Marathon 
Petroleum

石油与天然气的储存和运输 Enbridge、Kinder Morgan

热煤与其他消费用燃料（新增）
热煤（新增） CONSOL Energy、Coal India
铀（新增） Cameco、Kazatomprom
其他消费用燃料（新增） 山西焦化、山西美锦

不可再生独立电力生产商与能源贸
易商（板块变动及重新命名）

不可再生独立电力生产商与能源贸易商（板
块变动及重新命名） 中广核电力、NTPC

可再生能源（新增）

可再生能源设备与服务（新增）
可再生能源设备与服务（新增）

Enphase Energy、阳光电源、
Canadian Solar

可再生燃料（新增） 可再生燃料（新增） Renewable Energy Group、Verbio

可再生能源生产商（新增）

太阳能（新增）
Adani Green Energy、Transalta 
Renewables

风能（新增） 中国三峡集团、龙源电力

水能（新增） 长江电力、Brookfield Renewable

多元化可再生能源（新增）
EDP Renovaveis、Nextera Energy 
Partners

其他可再生能源（新增） Albioma、Montauk Renewables

提议的结构—能源板块



msci.com
© 2021年保留一切权利。

9

spdji.com

提议的结构—公用事业板块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公司示例*

公用事业 公用事业

电力公用事业
可再生电力公用事业（新增） Orsted、VERBUND

不可再生电力公用事业（新增） Duke Energy、Xcel Energy
燃气公用事业 燃气公用事业 香港中华煤气、SNAM
复合型公用事业 复合型公用事业 Dominion Energy、ENGIE

水公用事业 水公用事业
American Water Works、
United Utilities Group

独立电力与可再生电力生产商
（停用）

独立电力生产商与能源贸易商（停用） -
可再生电力（停用） -

注：对GICS结构的更改以红色字体突出显示

*将该等公司作为示例的目的只是为讨论提供背景。即使对GICS结构做出更改，也并不意味着有关公司会被重新分类。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保留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对该等公司进行重新分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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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的定义

子行业 提议的定义

热煤
从事仅用于能源生产的烟（热）煤及相关产品生产和开采的公司。该子行业不包括分类为钢铁、主要开
采用于钢铁生产的冶金（炼焦）煤的公司。

铀 从事铀矿床开采和生产及将铀浓缩物加工成核燃料的公司。

其他消费用燃料 从事其他化石燃料和消费用燃料（如石油焦）生产、开采和加工的公司。

可再生能源设备与服务
从事可再生能源设备生产和安装的公司及相关服务提供商。该子行业包括大容量电池储能和固定式燃料
电池、风电涡轮机、太阳能模组、光伏电池和光伏板、用于生产可再生能源和燃料的设备的制造商。

可再生燃料 可再生气体和液体燃料（包括绿色氢气及生物质燃料，如乙醇和生物柴油）制造商。

太阳能 使用太阳能从事发电的公司。该子行业不包括分类为公用事业板块的向最终用户配电的公司。

风能 使用风能从事发电的公司。该子行业不包括分类为公用事业板块的向最终用户配电的公司。

水能 使用水能和地热能从事发电的公司。该子行业不包括分类为公用事业板块的向最终用户配电的公司。

多元化可再生能源
使用多种可再生能源从事发电和配电的公司，而任何一种可再生能源并未占该公司60%的收入或该公司
的大部分收入和盈利。该子行业不包括分类为公用事业板块的向最终用户配电的公司。

其他可再生能源 未归为其他类别、从事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公司。
可再生电力公用事业 向最终用户配送使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的公司。
不可再生电力公用事业 向最终用户配送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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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主题

1. 从事以下业务的公司应该被整合到能源板块吗？
▪ 可再生能源生产商
▪ 可再生能源燃料生产商
▪ 可再生能源设备（如太阳能模组和电池、太阳能行业原材料与设备）制造商及太阳能系统安装商
▪ 不可再生独立电力生产商与能源贸易商

2. GICS应该将生产和批发能源／电力但不向最终用户进行分配的公司由公用事业板块重新分类至能源板块吗？

3.    配送使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的电力公用事业应该与配送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的电力公用事业分开，单独分类为一
个子行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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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分类

复审原因：

▪ GICS通常根据公司经营所处的行业对公司进行分类，而
非根据交付产品或服务所用的相关技术来分类。

▪ 此外，零售格局多年来不断演变，我们现在观察到以下
与GICS结构下的零售分类相关的关键特征：

▪ 零售商正选择采用全渠道方式销售产品，而非主
要依靠实体零售或单纯依靠线上渠道。

▪ 综合货品商店与百货商店之间并无明显界限，因
为这两种形式都由主要销售非日常生活消费品的
零售空间组成。

▪ 收入或盈利大部分来自食品、居家和个人用品等
日常消费品的零售商应整合到日常消费品板块。

当前分类：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非日常生活消
费品

零售

经销商 经销商

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互联网与直销零售

多元化零售
百货商店

综合货品商店

专营零售

服装零售

电脑与电子产品零售

家装零售

专卖店

汽车零售

家饰零售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日常消费品
食品与主
要用品零
售

食品与主要用品
零售

药品零售
食品分销商
食品零售
大型综合超市与大型
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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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

停用互联网与直销零售。

▪ 根据现有公司所售商品的性质，将所有现有公司重新分类为对应的零售或其他子行业。
▪ 将经营消费产品和服务线上市场的公司重新分类为对应的零售或其他子行业。

将综合货品商店和百货商店合并为非日常生活消费品板块下一个名为综合型零售的子行业。该子行业还包括非日常生活消费品线上
市场。

▪ 扩大定义，将零售非日常生活消费品的线上市场包括在内。

将目前分类为非日常生活消费品板块、主要销售消费商品的指定公司，重新分类至日常消费品板块。

▪ 将日常消费品板块下的大型综合超市与大型购物中心重新命名为消费商品零售。
▪ 更新定义，将提供食品、居家和个人用品等广泛日常消费品的消费商品零售商包括在内。

更新指定零售分类的GICS命名。

▪ 在GICS命名中，将“商店”替换为“零售”，以反映被很多零售公司采纳的全渠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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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的结构

注：对GICS结构的更改以红色字体突出显示

*将该等公司作为示例的目的只是为讨论提供背景。即使对GICS结构做出更改，也并不意味着有关公司会被重新分类。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保留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对该等公司进行重新分类的权利。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公司示例*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分销与
零售（重新命名）

经销商 经销商 Genuine Parts、Pool Corp

互联网与直销零售（停
用）

互联网与直销零售（停用） -

多元化零售

百货商店（停用） -

综合货品商店（停用） -

综合型零售（新增）
Macy’s、Nordstrom、Kohl’s、
亚马逊、阿里巴巴、eBay 

专营零售

服装零售 Inditex、Hennes & Mauritz
电脑与电子产品零售 Best Buy、Gamestop
家装零售 Home Depot、Lowe's

专营零售（重新命名） Bath & Body Works、周大福珠宝

汽车零售 O'Reilly Automotive、Autozone
家饰零售 Nitori Holdings、RH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公司示例*

日常消费品
日常消费品分销与零售（重
新命名）

日常消费品分销与零售
（重新命名）

药品零售
Walgreens Boots Alliance、Welcia 
Holdings

食品分销商 Sysco、US Foods Holding

食品零售
Alimentation Couche、Seven & I 
Holdings 

消费商品零售（重新命名和更新定义）
Dollar Tree、Dollar General、
Target、沃尔玛、Cos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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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的定义

子行业 提议的定义
综合型零售 提供广泛的非日常生活消费品的零售商。该子行业包括综合货品零售、百货商店和非日常生活

消费品线上市场。

消费商品零售 提供食品、居家和个人用品等广泛消费商品的零售商。该子行业包括大型综合超市、大型购物
中心和其他消费品零售商，比如一元店和主要销售日常消费品的折扣零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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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主题

1. 互联网与直销零售子行业是否应该停用？是否应该根据公司所销售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将其重新分类至对应的零售或
其他子行业？

2. 线上零售商与实体零售商之间是否应该有所区分？

3. 应该将综合货品商店和百货商店合并为非日常生活消费品板块下一个名为综合型零售的子行业吗？

4. 主要销售消费商品且目前在非日常生活消费品板块下分类为综合货品商店的公司，应该在日常消费品板块下重新分类为消费商品
零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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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分类

▪ 分类为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的公司要么为人力
资源或交通等指定行业提供定制服务，要么为
多个行业提供服务，交易与支付处理服务公司
的情况正是如此，通过连接消费者、金融机构、
商户、政府、数字合作伙伴、企业和其他组织，
提供支付相关交易和支付处理服务。

▪ 这些支持活动与工业板块（而非与信息技术板
块）下所涵盖的业务支持活动密切相关，如为
支付处理商，则与金融板块密切相关。

当前分类：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工业
商业和专业
服务

商业服务与
商业用品

商业印刷
环境与设施服务
办公服务与用品
综合支持服务
安全和报警服务

专业服务
人力资源与就业服务
调查和咨询服务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信息技术 软件与服务
信息技术服
务

信息技术咨询与其他服务
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
互联网服务与基础架构

▪ 信息技术板块下的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包括商业电子数据处理及
／或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提供商。

▪ 它还包括提供后台办公自动化以及信用卡、支票和银行交易处理
服务的公司。

复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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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

停用信息技术板块下的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子行业，并将其移至工业板块。此外，将交易与支付处理公司由信息技术板块重新分类
至金融板块。

▪ 将为多个行业提供呼叫中心和其他业务外包服务（包括客户关系管理服务）的公司，由信息技术板块下的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
子行业重新分类至工业板块。

▪ 将交易与支付处理服务公司重新分类至金融板块下新创建的名为交易与支付处理服务的子行业。

▪ 将工资处理公司重新分类至工业板块下的人力资源与就业服务子行业。

▪ 将非日常生活消费品板块下提供交通相关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的公司，重新分类至酒店、度假村与豪华游轮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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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的结构

*将该等公司作为示例的目的仅为讨论提供背景之用。即使对GICS结构做出更改，也并不意味着对有关公司进行重新分类。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保留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对该等公司进行重新分类的权利。
**根据2021年11月29日的更新，富达国民信息服务公司从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转至交易与支付处理服务，TELUS International则被添加作为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的公司示例。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公司示例*

工业 商业和专业服务

商业服务与商业用品

商业印刷 大日本印刷、Brady

环境与设施服务

Waste Management、Republic 
Services

办公服务与用品 MSA Safety、Herman Miller
综合支持服务 Cintas、Copart
安全和报警服务 Secom、ADT

专业服务
人力资源与就业服务（更新定义）

Recruit Holdings、Automatic Data 
Process、Paychex

调查和咨询服务 汤森路透、RELX
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
（板块变动及更新定义）

TELUS International、Broadridge 
Financial**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公司示例*

金融
金融服务（重新命
名）

金融服务（重新命名）

多元化金融服务（重新命名） Bajaj Finserv、欧力士
多领域控股 波克夏·海瑟威、银瑞达集团
特殊金融服务 中租控股、Piramal Enterprises

交易与支付处理服务（新增）

VISA、万事达卡、PayPal控股有
限公司、富达国民信息服务公司
**

消费信贷 消费信贷 美国运通、第一资本金融公司

注：对GICS结构的更改以红色字体突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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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的定义

子行业 提议的定义

人力资源与就业服务
提供与人力资本管理相关的业务支持服务的公司。该子行业包括职业介绍所、员工培训、工资
处理、福利与退休支援服务、公司与求职者招聘服务，以及通过向公司与求职者提供招聘服务
收取费用和佣金而获得收入的在线求职门户网站。

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 商业数据处理和／或经营流程外包服务的提供商。该子行业包括提供客户体验管理、后勤部门
自动化、呼叫中心管理及投资者沟通服务的公司。

交易与支付处理服务 交易与支付处理服务和相关支付服务的提供商包括数字与移动支付和数字钱包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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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主題

1. 是否应该将提供支付与交易处理服务的公司由信息技术板块重新分类至金融板块？

2. 是否应该将呼叫中心和包含客户体验管理的其他业务外包服务由信息技术板块重新分类至工业板块，或是在信息技术板块保留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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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识别“地理足迹”正逐渐失去意义，
因为合并建立的超级区域性银行往往具有多元化的区域
性足迹。

▪ 随着美国和其他地区银行法的演变，互助储蓄／储蓄银
行与区域性银行间的区别正变得不太重要。多数该等机
构目前提供传统零售银行、中小型公司贷款和其他互助
储蓄银行相关金融服务等多元化服务。

▪ 不同于银行，抵押信贷主要为商业与住宅房地产提供抵
押信贷相关产品和服务，其收入更多基于收费而非利息
收入。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金融 银行

银行
多元化银行

区域性银行

互助储蓄银行与
抵押信贷金融服
务

互助储蓄银行与抵押信贷金
融服务

当前分类：

银行和互助储蓄银行与抵押信贷金融服务分类

复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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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

将所有银行、互助储蓄银行和储蓄银行合并为一个子行业，并将抵押信贷公司由银行业组重新分类至金融服务行业组。

▪ 将多元化银行、区域性银行和互助储蓄／储蓄银行合并为一个子行业（命名为银行）。

▪ 停用银行业组下的互助储蓄银行与抵押信贷金融服务子行业，并在多元化金融行业组（待重新命名为金融服务）下创建一个新
的子行业（即商业与住宅抵押信贷）。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公司示例*

金融

银行
银行

多元化银行（停用） -
区域性银行（停用） -

银行（新增） 摩根大通、Truist Financial
互助储蓄银行与抵押信
贷金融服务（停用）

互助储蓄银行与抵押信贷金融服务（停用） -

金融服务（重新
命名）

金融服务（重新命名）

多元化金融服务（重新命名） Bajaj Finserv、欧力士
多领域控股 波克夏·海瑟威、银瑞达集团
特殊金融服务 中租控股、Piramal Enterprises

交易与支付处理服务（新增）
Visa、万事达卡、PayPal控股有
限公司

商业与住宅抵押信贷（新增）

Walker & Dunlop、联邦农业抵押
贷款公司、UWM Holdings

注：对GICS结构的更改以红色字体突出显示

*将该等公司作为示例的目的仅为讨论提供背景之用。即使对GICS结构做出更改，也并不意味着对有关公司进行重新分类。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保留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对该等公司进行重新分类的权利。

提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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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的定义

子行业 提议的定义

银行
主要从事零售银行、公司贷款，以及发起各种贷款（包括住宅和商业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
储蓄银行和互助储蓄银行。

商业与住宅抵押信贷
提供商业与住宅抵押信贷和相关抵押服务的金融公司。该子行业包括非由存款提供资金的抵押
贷款机构、建房互助协会、提供房地产融资产品的公司、贷款业务、抵押经纪人服务和抵押保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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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主题

1. 是否应该将多元化银行、区域性银行和互助储蓄／储蓄银行合并为一个子行业（即银行）？

2. 是否应该将服务于商业与住宅房地产的抵押信贷公司从银行业组转移至金融服务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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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原因：

▪ 多数结构为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公司投资于不
同类型的物业，如零售物业、数据中心和电
信塔。

▪ 约75%的公司被分类为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公司

专注于独特的物业类型，而其他的公司则投
资于多元化物业。

▪ 基于从不同市场合作伙伴和客户收到的反馈，
他们有兴趣进一步细化房地产投资信托，以
帮助投资者跟踪房地产投资信托领域的专门
化水平提高。

当前分类：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金融 综合金融 抵押房地产投资信
托

抵押房地产投资信托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房地产 房地产
股权房地产投资信
托

多样化房地产投资信托

工业房地产投资信托

酒店与度假村房地产投资信托

办公房地产投资信托

医疗保健房地产投资信托

住宅房地产投资信托

零售房地产投资信托

特种房地产投资信托

房地产投资信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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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

在GICS结构中进一步细分股权房地产投资信托。

▪ 将住宅房地产投资信托分为两个子行业

▪ 多户住宅房地产投资信托

▪ 单户住宅房地产投资信托

▪ 从特种房地产投资信托创建4个新的子行业

▪ 自助存储房地产投资信托

▪ 电信塔房地产投资信托

▪ 木材房地产投资信托

▪ 数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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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GICS结构的更改以红色字体突出显示

*将该等公司作为示例的目的仅为讨论提供背景之用。即使对GICS结构做出更改，也并不意味着对有关公司进行重新分类。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保留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对该等公司进行重新分类的权利。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公司示例*

房地产
股权房地产投资信托
（新增）

多样化房地产投资
信托（新增） 多样化房地产投资信托 WP Carey、VEREIT
工业房地产投资信
托（新增） 工业房地产投资信托 普洛斯、嘉民集团
酒店及度假村房地
产投资信托（新增）酒店及度假村房地产投资信托 Host Hotels & Resorts、莱曼酒店物业
办公房地产投资信
托（新增） 办公房地产投资信托 亚历山大房地产、波士顿房产
医疗保健房地产投
资信托（新增） 医疗保健房地产投资信托 Welltower、Ventas

住宅房地产投资信
托（新增）

多户住宅房地产投资信托（新增）美国校园社区、Apartment Income

单户住宅房地产投资信托（新增）Invitation Homes、UMH Properties

零售房地产投资信
托（新增） 零售房地产投资信托 西蒙地产集团、Realty Income

特种房地产投资信
托（新增）

自助存储房地产投资信托（新增）大众仓储、Life Storage
电信塔房地产投资信托（新增） Crown Castle、SBA Communications
木材房地产投资信托（新增） Weyerhaeuser、Rayonier
数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新增）Equinix、Digital Realty Trust

特种房地产投资信托（更新定义）Vici Properties、Lamar Advertising 

提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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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 提议的定义

多户住宅房地产投资信托 从事公寓和其他多户住宅（包括学生公寓）的收购、开发、所有权、租赁、管理和经营的公司
或信托公司。

单户住宅房地产投资信托
从事单户住宅（包括流动房屋）的收购、开发、所有权、租赁、管理和经营的公司或信托公司。

自助存储房地产投资信托
从事自助存储物业的收购、开发、所有权、租赁、管理和经营的公司或信托公司。

电信塔房地产投资信托
从事电信塔和支持无线通信的相关结构的收购、开发、所有权、租赁、管理和经营的公司或信
托公司。

木材房地产投资信托
从事林地和木材相关物业的收购、开发、所有权、租赁、管理和经营的公司或信托公司。

数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
从事数据中心物业的收购、开发、所有权、租赁、管理和经营的公司或信托公司。

其他特种房地产投资信托 从事并未在别处分类的物业的收购、开发、所有权、租赁、管理和经营的公司或信托公司。该
子行业包括管理和拥有如天然气和原油管道、加油站、光缆、监狱、汽车停车场以及汽车经销
店等物业的房地产投资信托。

提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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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主题

1. 是否应该添加额外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子行业，以增加GICS结构中股权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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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分类

复审原因：

▪ 陆运子行业包括提供货物／商品和乘客地面运输服务的
公司组合包括卡车运输服务、家庭和办公用品运输服务、
出租车和拼车公司和平台以及汽车租赁公司。

▪ “陆运”不再描述该子行业中不同的公司组。

▪ 经过多年的发展，通过在线应用程序、出租车和按需拼
车市场和消费者自行车和摩托车租赁平台，乘客地面运
输业务得到了发展。此外，该等公司不同于那些提供货
物／商品地面运输服务的公司。

当前分类：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工业 运输

航空货运与物
流 航空货运与物流

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海运 海运

公路与铁路
铁路

陆运

交通基本设施

机场服务

公路与铁路

海港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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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

乘客地面运输有别于货物／商品地面运输。因此，将对现有陆运子行业的定义做出更改，并创建一个新的子行业（即乘客地面运
输）。

提议的结构：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公司示例*

工业 运输

航空货运与物流 航空货运与物流 优比速、联邦快递

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西南航空、达美航空

海运（重新命名） 海运（重新命名） 马士基、德迅

地面运输（重新命名）

铁路运输（重新命名） 联合太平洋铁路、加拿大国家铁路

陆运（更新定义）
Old Dominion Freight、JB亨特运输
服务公司

乘客地面运输（新增）
优步、来福车、ALD、席克斯特租
车

交通基本设施

机场服务 泰国机场、西班牙机场航管局
公路与铁路 Transurban Group、Atlantia

海港与服务
阿达尼港口和经济特区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

注：对GICS结构的更改以红色字体突出显示

*将该等公司作为示例的目的仅为讨论提供背景之用。即使对GICS结构做出更改，也并不意味着对有关公司进行重新分类。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保留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对该等公司进行重新分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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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的定义

子行业 提议的定义

陆运 提供商品和货物地面运输服务的公司。

乘客地面运输
提供乘客地面运输和相关服务（包括公交、出租车、车辆租赁、拼车和按需拼车平台，以及其
他乘客物流）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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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主题

1. 是否应该更新陆运的定义，使其仅包括货物地面运输，而将乘客运输移至一个新的子行业（即乘客地面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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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GICS定义：大麻分类

▪ 近年来，由于监管的放宽和发现了更多大麻的各种用途，大麻行业迅速扩张。

▪ 部分公司参与大麻种植和分销（包括药房）、大麻作物的加工和分销，以及开发可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娱乐、工业和消费品
市场的大麻衍生产品。

▪ 其娱乐用途的合法性在全球范围内仍不一致，而医疗用途合法则较为普遍。其他用途则仍处于初级阶段。

▪ 更新制药的定义，纳入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和制造用于治疗疾病的大麻药物公司。制药子行业将剔除主要制造非药用大麻和其
他用于非药物用途（按最终用途分类）的大麻产品的公司。

▪ MSCI和标普道琼斯指数将继续监测该行业。

GICS定义的更新：

板块 行业组 行业 子行业

医疗保健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
制药 制药（更新定义）
生命科学工具和服务 生命科学工具和服务

子行业 提议的定义

制药
从事研究、开发或生产包括用于医疗用途的大麻药物和兽用药物的药物。该子行业剔除根据最
终用途分类的其他大麻产品制造商。

注：对GICS结构的更改以红色字体突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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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与免责声明

本文件由MSCI以及S&P Dow Jones Indices LLC及其联属公司（“标普道琼斯指数”）编制，仅供参考。本文件中所载的一切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的文字、数据、图像以及图表（统
称“信息”），均是MSCI、标普道琼斯指数或其各自联属公司的财产。未经MSCI以及标普道琼斯指数的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复制或传播全部或部分信息。

本文件中所载的提议或替代方案均未获MSCI、标普道琼斯指数或标普道琼斯指数的联属公司Standard & Poor’s Financial Services LLC（“标普”）采纳，且概不保证它们能获得前述任
何一方的考虑或采纳（不论是全部或部分）。

信息不得用于创造衍生作品或核实或更正其他数据或信息。例如（但不限于）不得将信息用于创建指数、数据库、风险模型、分析资料、软件，或者对于使用或基于信息、与信息挂
钩、追踪信息或源自信息的任何证券、投资组合、金融产品或其他投资工具，亦不得就它们的发行、发售、保荐、管理或推广而使用信息。

信息的使用者须承担使用或允许使用信息的全部风险。MSCI、标普道琼斯指数、标普或其各自联属公司概不就信息（或使用信息而取得的结果）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或陈述。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MSCI、标普道琼斯指数、标普及其各自联属公司明确放弃就任何信息做出一切暗示保证（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原创性、准确性、准时性、无侵权、完整
性以及特定目的之适销性与适用性的任何暗示保证）。

在不限制任何前述规定的原则下以及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MSCI、标普道琼斯指数、标普或其各自联属公司概不就任何直接、间接、特殊、惩罚性、相应而生（包括利润损
失）或任何其他的损害赔偿而对任何信息承担法律责任，且即便被告知可能导致前述损害赔偿亦然。

包括历史信息、数据或分析的信息不应作为任何未来表现、分析、预测或预计的指示或保证。过往表现并非对未来业绩的保证。

信息概不构成出售任何证券、金融产品或其他投资工具的要约（或对购买要约的招揽）。

信息并未且并不意在就任何发行人、证券、金融产品或交易策略做出推荐、认可、批准或表达任何观点，且信息概不意在构成做出或者不做出任何类型之投资决策的投资意见或推荐，
以及不得将其作为该等意见或推荐而加以依赖。

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由MSCI和标普共同开发，是其专有财产。“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是MSCI和标普的服务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