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nd 资讯金融终端..2hai 版 

产品使用手册 
 

 

 

 

 

 

 

 

 

 

 

 

 

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Wind Information Co., Ltd. 

地   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3 号建工大厦 9 楼 

邮编 Zip: 200120 

电话 Tel: (8621) 6888 2280 

传真 Fax: (8621) 6888 2281 

Email: sales@wind.com.cn 

http://www.wind.com.cn 

——中国金融数据及解决方案首席服务商 

 



 

 

 

文档管理信息表 

主题  

版本  

内容  

关键字  

参考文档  

创建时间  

创建人  

最新发布日期  

 

文档变更记录表 
修改人 修改时间 修改内容 

Wind 资讯  Wind 资讯金融终端.. 2hai 版产品使用手册 

   

   

   

   

 

 

 

 



 

数据就是未来 I 

目  录 

 

1 WIND资讯金融终端是什么 ............................................................................................................. 1 

2 WIND资讯金融终端快速入门 ......................................................................................................... 1 

2.1 登录登出 ................................................................................................................................. 1 

2.2 首页 ......................................................................................................................................... 2 

2.3 菜单 ......................................................................................................................................... 3 

2.4 键盘精灵 ................................................................................................................................. 4 

2.5 快捷方式 ................................................................................................................................. 6 

3 行情报价 .......................................................................................................................................... 9 

3.1 行情全面覆盖 ......................................................................................................................... 9 

3.2 深度行情挖掘 ....................................................................................................................... 11 

4 股票................................................................................................................................................ 14 

4.1 自选股监控 ........................................................................................................................... 14 

4.2 综合屏 ................................................................................................................................... 14 

4.3 板块报价 ............................................................................................................................... 19 

4.4 交易机会 ............................................................................................................................... 20 

4.5 深度资料 ............................................................................................................................... 24 

4.6 多维数据 ............................................................................................................................... 25 

4.7 专题统计 ............................................................................................................................... 29 

4.8 板块分析 ............................................................................................................................... 38 

4.9 资产交易 ............................................................................................................................... 40 

4.10 IR 管理.................................................................................................................................. 43 

4.11 估值计算 ............................................................................................................................... 47 

4.12 机构研究 ............................................................................................................................... 50 

4.13 融资融券 ............................................................................................................................... 51 

4.14 股票质押 ............................................................................................................................... 52 

4.15 约定购回 ............................................................................................................................... 53 

5 债券................................................................................................................................................ 54 

5.1 交易资讯 ............................................................................................................................... 54 

5.2 债券行情 ............................................................................................................................... 55 

5.3 债券指数 ............................................................................................................................... 60 

5.4 债券板块报价 ....................................................................................................................... 61 

5.5 国债期货 ............................................................................................................................... 64 

5.6 票据 ....................................................................................................................................... 68 

5.7 资产支持证券 ....................................................................................................................... 70 

5.8 分析工具 ............................................................................................................................... 70 

5.9 定价分析 ............................................................................................................................... 71 

5.10 多维数据 ............................................................................................................................... 72 

6 商品................................................................................................................................................ 75 



 

数据就是未来 II 

6.1 行情 ....................................................................................................................................... 75 

6.2 商品指数 ............................................................................................................................... 78 

6.3 多维数据 ............................................................................................................................... 80 

6.4 分析工具 ............................................................................................................................... 84 

6.5 场外期权 ............................................................................................................................... 87 

7 外汇................................................................................................................................................ 88 

7.1 外汇新闻 ............................................................................................................................... 88 

7.2 国际外汇综合屏 ................................................................................................................... 89 

7.3 国际交叉汇率 ....................................................................................................................... 90 

7.4 外汇期货综合屏 ................................................................................................................... 91 

7.5 在岸人民币 ........................................................................................................................... 92 

7.6 离岸人民币 ........................................................................................................................... 92 

7.7 人民币外汇远掉 ................................................................................................................... 92 

7.8 外汇价差分析 ....................................................................................................................... 93 

7.9 银行外汇牌价一览 ............................................................................................................... 93 

7.10 汇率计算器 ........................................................................................................................... 94 

7.11 外汇会员统计 ....................................................................................................................... 95 

7.12 外汇交易统计 ....................................................................................................................... 95 

7.13 实时报价 ............................................................................................................................... 96 

7.14 全球经济日历 ....................................................................................................................... 97 

8 基金................................................................................................................................................ 98 

8.1 基金资讯 ............................................................................................................................... 98 

8.2 基金日历 ............................................................................................................................... 99 

8.3 基金综合屏 ......................................................................................................................... 100 

8.4 分级基金综合分析 ............................................................................................................. 101 

8.5 报价及净值排行 ................................................................................................................. 102 

8.6 基金行情 ............................................................................................................................. 103 

8.7 深度资料 F9........................................................................................................................ 104 

8.8 FACTSHEET .......................................................................................................................... 105 

8.9 基金数据浏览器 ................................................................................................................. 106 

8.10 基金比较 ............................................................................................................................. 108 

8.11 专题统计 ............................................................................................................................. 110 

8.12 券商资管 ............................................................................................................................. 115 

8.13 阳光私募 ............................................................................................................................. 117 

8.14 银行理财 ............................................................................................................................. 119 

8.15 信托产品 ............................................................................................................................. 122 

8.16 保险产品 ............................................................................................................................. 124 

9 指数.............................................................................................................................................. 128 

9.1 股指期货 ............................................................................................................................. 128 

9.2 分析工具 ............................................................................................................................. 131 

9.3 股票指数 ............................................................................................................................. 137 

9.4 MSCI 明晟指数 .................................................................................................................... 145 



 

数据就是未来 III 

9.5 FTSE 富时指数 .................................................................................................................... 146 

9.6 标准普尔指数 ..................................................................................................................... 147 

10 资管 ......................................................................................................................................... 148 

10.1 资管系统 ............................................................................................................................. 148 

10.2 投资组合 ............................................................................................................................. 148 

10.3 策略模型 ............................................................................................................................. 149 

10.4 超级交易 ............................................................................................................................. 149 

10.5 模拟交易 ............................................................................................................................. 150 

10.6 估值核算 ............................................................................................................................. 150 

10.7 行业动态 ............................................................................................................................. 151 

11 新闻 ......................................................................................................................................... 152 

11.1 财经新闻 ............................................................................................................................. 152 

11.2 公司公告 ............................................................................................................................. 154 

11.3 证券研究报告平台 ............................................................................................................. 155 

12 宏观 ......................................................................................................................................... 156 

12.1 EDB 数据库.......................................................................................................................... 156 

12.2 全球经济日历 ..................................................................................................................... 157 

12.3 宏观行业专题报表 ............................................................................................................. 157 

13 EXCEL插件 ................................................................................................................................... 158 

13.1 个性化需求解决方案 ......................................................................................................... 158 

13.2 函数规范统一、简洁易用 ................................................................................................. 159 

13.3 丰富的应用模板 ................................................................................................................. 159 

14 IWIND社区平台 ........................................................................................................................... 159 

14.1 IWIND MESSENGER .................................................................................................................... 160 

14.2 3C 中国财经会议................................................................................................................ 161 

14.3 万得大学 ............................................................................................................................. 162 

15 辅助功能 ................................................................................................................................. 163 

15.1 WP 灵活屏............................................................................................................................ 163 

15.2 WIND 搜索 ............................................................................................................................. 164 

16 公司介绍 ................................................................................................................................. 164 

 



 Wind 资讯金融终端..2hai 版 

数据就是未来 第1页共170页 

1 Wind资讯金融终端是什么  

Wind 资讯金融终..2hai 版提供最全面的全球金融市场数据与信息。Wind 资讯金融终端

覆盖股票、债券、商品、外汇、基金、指数、权证、资管、量化、新闻、宏观等多项品种，

7*24*365 不间断的为金融机构、政府组织、企业、媒体提供准确、及时、完整的金融数据

资讯。  

2 Wind资讯金融终端快速入门  

2.1 登录登出  

首次登录，双击“Wind 资讯金融终端”的图标，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能登录进入 Wind

资讯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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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首页  

进入 Wind 资讯金融终端，首页清晰的展示了各个品种及功能列表。点击功能列表，即

能进入各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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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菜单  

点击菜单栏可以直接进入相应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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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键盘精灵  

在键盘精灵输入证券代码、中文拼音或首字符，可以直接进入证券行情界面。例如：输

入 600000，回车，进入“浦发银行”行情界面。  

 

键盘精灵输入功能简称，可以直接进入功能界面。  

例如：输入“GPSJLLQ”或者“EDE”，回车，进入“股票数据浏览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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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快捷方式  

Wind 资讯金融终端提供一系列快捷方式。重要功能如下：   

系统功能     

HOME   首页   CHN   设置中文语言   

F1   在线服务   ENG   设置英文语言   

F2\WM   即时通讯   FLSC   切换全屏显示   

F3\03   上证指数   EXIT   退出应用程序   

F4\04   深证成指   NSC   新建主窗口   

F5\05   切换走势/K 线   RE   运行 Excel   

F6\06\WL   自选股   RW   运行 Word   

WS   Wind 搜索   RC   运行计算器   

07   板块管理   RN   运行记事本   

WP   万得灵活屏（WindPad）   LUP   最新更新   

WU   万得大学   DC   文档中心   

   

综合行情   深度数据   

WW 自定义综合屏 IPO   新股中心   

0\WEI   全球市场概览   F9\09\DES   深度资料   

1\CNS   沪深股票综合屏   WI 行业中心 

2\HKS   香港股票综合屏  EDE   股票数据浏览器   

3\TWS   台湾股票综合屏  FA   财务纵比   

7\S   美国股票综合屏   HPS   行情序列   

NEEQ 新三板综合屏 EQS   条件选股   

G1   全球财经纵览   SEE   板块数据浏览器   

6 股指期货综合屏 SFA   板块财务纵比   

ABC   AB 股实时对价   SES   板块行情序列   

AHC   AH 股比价   MA 中国并购库 

SHSC 沪港通监控 PEVC 中国 PEVC 库 

HUC   港股美股对价 CEL 中国企业库 

CSM   中国概念股监控 ERDB 企业排行榜 

WAC   港股权证指南针   PEOP 人物库 

WOP 期权指南针 STC   股市日历   

WAC   权证指南针 CAC   公司行动事件汇总   

 

债券行情    债券计算器    

5\CNB   债券综合屏   BC1   债券综合分析   

BMCN 中国债市监控 BC2   持有期收益分析   

BBQ 中介债券报价 BC3   质押式回购分析   

IBQ CFETS 债券报价 BC4   买断式回购分析-单券   

TBCN 利率债综合屏 BC5   买断式回购分析-多券   

CBCN 信用债综合屏 BC6   拆借分析   

IRS   利率互换报价   QMA 报价深度分析 

IMM   货币市场概览   PMS 债券组合管理 

CBA   可转债综合分析   BP1 固定利率债券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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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P   上证所固定收益平台   BP2 浮动利率债券定价 

65 上证债券 BP3 含权债券定价 

66 深证债券 BRA 债券风险散点图 

 

商品行情    商品工具  

4 商品综合屏 SPAG 价差分析 

8 全球商品概览 SEAG 季节图表 

40 商品报价列表 COR 相关性分析 

CNCO 中国商品概览 HVG 历史波动率 

GOLD 黄金综合屏 REG 回归分析 

SLVR 白银综合屏 CFC 商品曲线 

SHFE 上期所 CSR 商品期货专题统计 

DCE 大商所 FIO 期货行业透视 

CZCE 郑商所 CDB 大宗商品数据库 

SGE 上金所 SPMN 套利监控 

WCCI Wind 商品指数 SPAN 套利分析 

WCMI Wind 大类指数 WTT 超级交易 

SHCI 上期所商品指数 OTCO 场外期权报价平台 

  

外汇行情   外汇工具 

FX 国际外汇综合屏 FRC 汇率计算器 

FXC 国际交叉汇率 FXM 外汇会员统计 

FXF 外汇期货综合屏 FXT 外汇交易统计 

SPDF 外汇价差分析 CMF 中国宏观预测 

BFXQ 银行外汇牌价一览 ECO 全球经济日历 

CFX 在岸人民币 NCBS 央行动态 

CNHX 离岸人民币 NUSD 美元资讯 

CFXF 人民币外汇远掉 NEUR 欧元资讯 

SPDF 外汇价差分析 NAUD 澳元资讯 

BFXQ 银行外汇牌价一览 NJPY 日元资讯 

 

资产管理         

组合分析     资管交易     

PMS   组合管理   AMS   资产与投资管理系统   

RISK 风险管理 WTT   超级股票交易终端   

PMSC 组合对比 WTTS 模拟交易 

PMSP 组合社区 CAC 公司行动事件汇总 

CA   组合对比分析   ACD 证券资料 

BA   组合债券分析   ACP 业绩评价 

PM   组合实时监控   HFC 对冲基金头等舱 

 

基金分析     深度数据   

9 基金综合屏 F9\09\DES   深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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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A 分级基金综合分析 MFDE 基金数据浏览器 

QDII QDII 基金排行 HPS 行情序列 

RHF 阳光私募排行 MFSC 基金筛选 

RSAM 券商集合理财排行 MFCP 基金比较 

RQFI RQFII 基金排行 MFRB 报告工坊 

 

指数行情     指数分析   

999 上证股票指数 6 股指期货综合屏 

888 深圳股票指数 IFPR 股指期货估值计算器 

555 三板股票指数 IFDR 股指期货专题统计 

CBI 中债指数概览 IM 指数管理 

WCCI Wind 商品指数 IA 指数分析 

WCMI Wind 大类指数 IDE 指数数据浏览器 

GICI 全球重要商品指数 IFA 指数财务纵比 

SPCI 标普高盛商品指数 IQS 指数行情序列 

 

宏观行业      

EDB   经济数据库(EDB)   CMF   中国宏观预测   

ERDB   企业排行榜   ECO   全球经济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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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情报价  

3.1 行情全面覆盖  

涵盖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SSE、SZSE、CFETS、HKEX、TWSE、SGX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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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全球主要商品交易所：SHFE、DCE、CZCE、 CFFEX、 SGE、LME 等。  

 

覆盖全球市场指数：S&P、MSCI、S&P 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市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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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度行情挖掘  

提供多市场的专业单公司 F5 行情监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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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强大的跨市场行情监控工具：0-9 综合屏、AH 股对照、美港股对照等。  

 

提供自定义行情监控：多模式 06，手机同步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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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行情监控功能，把握交易机会：91-96 深度实时行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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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票  

证券覆盖：中国大陆 A 股、B 股、三板股票；港股、台股；全球中国概念股，S&P500 成

分股，FT100 成分股；50 万家非上市公司，PE/VC。   

4.1 自选股监控 

提供多种版式，展示自选股的实时行情、历史 K 线、公司新闻、公告、研报等。 

 

 

4.2 综合屏 

 全球市场概览(0)  

展示全球主要市场的股票指数、大宗商品、外汇的行情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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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深股票综合屏(1)  

展示沪深市场的重要指数、主题行业指数、概念板块、板块成分的行情报价，以及新闻、

股市日历、新股中心等。 

 

 港股综合屏(2)  

展示香港市场的重要指数、主题行业指数、概念板块、板块成分的行情报价，以及相关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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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股综合屏(3)  

展示台湾市场的重要指数、主题行业指数、概念板块、板块成分的行情报价，以及相关

新闻。 

 

 美国股票行情(7)  

展示美国市场的重要指数、主题行业指数、概念板块、板块成分的行情报价，以及相关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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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股实时对价(AHC)  

对比展示同时在 A 股和 H 股上市的股票行情走势。 

 

 中国概念股监控(CSM)  

展示在美国及全球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的行情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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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股实时对价(ABC)  

对比展示同时在 A 股和 B 股上市的股票行情走势。 

 

 港股美股对价(HUC)  

对比展示同时在港股和美股上市的股票行情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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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权证指南针(WAC)  

展示香港认购认沽权证和牛熊证的行情走势。 

 

 

4.3 板块报价  

展示全部 A股的报价列表、分时同列和综合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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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排名 

展示全部 A股的报价列表、分时同列和综合排名。 

 

 

4.4 交易机会 

 资金分析(91)  

展示板块和个股的资金流向和资金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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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驱动(93) 

 展示对今日行情有影响的题材内容和相关股票。 

 

 市场特征(95)  

从市场信心、市场活跃度、板块轮动三个角度描述市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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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指策略(96) 

展示均线多空策略、基差多空策略、现货形态多空策略的开平仓信号。 

 

 技术掘金(92)  

展示创新高、上升通道、日内强势股等技术角度筛选的股票，并可对日内强势股进行实

时筛选。 

 



 Wind 资讯金融终端..2hai 版 

数据就是未来 第23页共170页 

 价值挖掘(94)  

从价值发现、强势股东、行业龙头等角度挖掘的股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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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深度资料  

首页、菜单或快捷方式 F9 进入。  

提供公司运营、公司财务、股东及投资者、行情交易、预测评级、估值定价、公司事件、

新闻公告等深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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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多维数据  

Wind 资讯金融终端提供数据浏览器、条件选股、专题报表等一些列数据信息分析功能。  

 数据浏览器  

数据浏览器是用于制作股票、债券、基金等交易品种的个性化数据报表，并可支持对相

应数据的统计、排序、筛选等操作的专业数据工具。  

根据面向的交易品种的不同，可分为股票、权证数据浏览器；基金数据浏览器；债券数 

据浏览器。在可通过相应品种模块进入。  

数据浏览器支持对相应品种、指标、参数等任意设定、自由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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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选股  

条件选股是最强大的智能选股引擎。用户可在系统板块或用户自定义板块的范围内，针

对 3000 余项系统提供的指标或自定义指标进行参数设置，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证券品种。  

相应的筛选结果可以保存为自定义板块；筛选条件可保存到“我的方案”中，便于重复 

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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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报表 

针对金融市场各品种的数据专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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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行动事件汇总  

您可以查看整个证券市场从分红派息，召开股东大会，披露财务报表，到新股发行全过

程，再至债券浮动利率调整，央行票据兑付等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您可以设定证券代码，设

定时间范围快速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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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专题统计 

 沪深市场概况 

 从市值规模、成交总量、公司数量等角度，展示沪深市场的整体情况。 

 

 沪深一级市场  

沪深市场融资数据大全。包含 IPO、增发、配股、发债等统计及明细数据，同时提供券

商投行业务的统计与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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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深二级市场  

沪深市场交易数据大全。不仅包含市场及行业的市值、交易、市场表现等基础数据，也

提供港股通、资金流向、估值分析、强弱势股票等策略研究必须的分析资料。 

 

 沪深公司研究 

 从股本情况、重要股东、高管薪酬、分红送转、投资者调研、股东大会等角度，提供针

对所有沪深上市公司的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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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深公司财务 

 从业绩预告、财务报表（行业及个股）、财务附注等角度，提供针对所有沪深上市公司

的财务分析数据。 

 

 沪深并购重组  

揭示沪深市场上市公司定增重组的统计及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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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深盈利预测  

汇集沪深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数据，角度多样，包含个股及行业的投资评级、业绩预测

及一致预期等内容。 

 

 沪深机构研究 

 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数据进行统计及展示，覆盖券商、银行、保险、财务公司、信托公司

等金融机构，同时提供各机构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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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市场概况 

 从市值规模、成交总量、公司数量等角度，展示香港市场的整体情况。 

 

 港股证券发行 

 香港市场融资数据大全。包含 IPO、增发、配股统计及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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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二级市场  

香港市场交易数据大全。覆盖了市场及行业的市值、交易、市场表现等基础数据。 

 

 港股公司研究 

 从股本情况、财务报表、分红派息、公司回购等角度，提供针对所有香港市场上市公司

的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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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权证统计  

全面展示香港市场牛熊证、认沽权证、认购权证等各类权证的统计及明细数据。 

 

 台股市场概况 

 从市值规模、成交总量、公司数量等角度，展示台湾市场的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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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股证券发行 

台湾市场融资数据大全。包含 IPO、增发、配股等统计及明细数据。 

 

 台股二级市场  

台湾市场交易数据大全。覆盖了市场及行业的市值、交易、市场表现等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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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股公司研究  

从单月营收、分红派息、股本结构、董监高持股等角度，提供针对所有台湾市场上市公

司的研究数据。 

 

 新三板专题统计  

新三板市场数据全面展示，涵盖一级及二级市场多个维度的数据及分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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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板块分析  

板块分析是用于行业、指数、自定义板块等总体指标的计算，如计算全部 A 股的市盈率 

等，还可以实现总体指标的时间序列分析、横向对比等功能。   

 板块数据浏览器   

板块数据浏览器主要用于市场板块（全部 A 股、上证 180、上证 50、沪深 300 等）、行

业板块（GICS 行业、申万行业、证监会行业等）等相应板块的截面数据的提取，如板块的

行情指标、财务指标、估值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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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块行情序列   

板块行情序列主要用于市场板块、行业板块等相应板块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提取，如板块 

的行情数据、财务数据、估值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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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块财务纵比 

用于市场板块、行业板块等相应板块的财务数据的对比分析。  

 

  

4.9 资产交易 

 中国并购库  

中国企业并购数据大全，涵盖交易机会、海内外并购事件信息，及多维度并购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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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PEVC 库  

中国 PEVC 数据大全，涵盖创投基金募集信息、创投机构资料、创投项目数据及其他多

维度统计数据。 

 

 人物库  

提供大量上市公司、金融机构、高校及其他相关机构的人物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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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库  

提供 50 余万中国企业信息，包含大量非上市公司数据。数据内容涵盖基本资料、财务

分析、融资情况、行业数据，同时提供集团系公司、国家计划等特色企业库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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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IR 管理  

首页或者菜单—>股票—>IR 管理  

 市值监控   

市值监控能提供全面的上市公司二级市场交易监控，监控的内容涵盖：公司总市值、股

价在各区间表现，同行公司及行业指数表现对比；同时监控范围还包括个股资金流向情况，

及时反应投资者对该股票的参与热度；对于融资融券标的券个股，我们还提供及时的融资买

入、融券卖出量等市场多空参与方势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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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情监控   

舆情监控是 Wind 资讯具有自有舆情系统，通过全面检测传统媒体、互联网新闻、股吧、

博客、BBS、微博等网络信息源，通过梳理、挖掘、分析形成一份舆情报告。目前 Wind 的舆

情监控报告内容涵盖：上市公司舆情热度趋势分析、同行舆情对比、并展示最新最热门的事

件、新闻。此外 Wind 舆情监控还提供邮件订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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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观点监控   

Wind 资讯基于中国领先的盈利预测数据库，提供多方面的机构研究跟踪服务，含：上

市公司研报数量情况分析、机构盈利预测分析、机构给出投资评级汇总的功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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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数据分析   

Wind 资讯通过对上市公司十大股东数据、机构投资者持有组合数据的挖掘，提供多维

度的上市公司股东变动情况分析，含增减持股东情况、股东类型分布等内容；同时，股东

分析模块支持用户导入自有股东数据，能更全面准确的对股东变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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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估值计算 

 BETA 计算器 

可以实现对单公司、行业（多公司）的 Beta 指标的计算。同时可将图形和数据导出到

EXCE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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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CC 计算器  

用于计算上市公司 WACC，覆盖 A 股及港股，同时可将图形和数据导出到 EXCEL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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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M 计算器 

提供三种增长模式的 DDM 定价计算器，同时可将图形和数据导出到 EXCE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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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机构研究 

 券商行业透视 

全面展示券商年度营收、业务数据（包括投行、经纪、资管及融资融券等业务），整体

揭示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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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融资融券 

对融资融券标的重大事件进行汇总，让用户实时掌握包括标的物发行、分红等重要信息。

用户还可以从市场、行业及个股三个维度，提供基本公布数据及重要衍生指标，供投资者全

面掌握及研究沪深融资融券数据。提供个股融资融券的交易异动及重要指标排行，作为用户

从两融角度研究个股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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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股票质押 

展示沪深市场股票质押业务的统计及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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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约定购回 

展示沪深市场约定购回业务的统计及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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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债券  

5.1 交易资讯  

 债市日历 

债券日历 BDC：提醒全面及时，分析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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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债券行情   

 债券综合屏  

债券综合屏，综合展示各券种在外汇交易中心的最优双边报价、成交行情，同时展示交

易所债券、债券指数实时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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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债债市监控 

中国债市监控，全方位的中国资金市场、外汇市场、债券二级市场、利率衍生品市

场行情展示屏，同时提供全面的一级市场、央行动态统计信息。鼠标点击各子市场标题

栏，即可跳转到相应子市场综合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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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债综合屏 

利率债综合屏，分券种、活跃度展示利率债各关键期限实时行情以及日内、历史走

势图。可查询 Wind 实时收益率曲线行情、主力国债期货合约以及活跃利率互换合约日

内行情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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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债综合屏 

信用债行情综合屏。实时“大盘”行情，信用债交易行情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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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强 F5 

各市场行情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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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债券指数 

覆盖中债、交易所、外汇会交易中心、富时、恒生等各权威债券指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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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债券板块报价 

 CFETS 债券报价 

CFETS 双边报价及成交。汇总全市场成交及最优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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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债券报价 

货币中介债券报价平台，覆盖 4 大货币中介的实时债券报价与成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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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固收平台 

上交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包括实时报价与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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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国债期货 

 

 国债期货综合屏 

国债期货综合屏，展示所有中金所上市国债期货合约实时行情，双击可跳转至单个合约

F5 行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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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廉券综合监控 

最廉券监控，综合展示国债期货可交割券在 CFETS 以及沪深交易所的交易行情，实时计

算并展示 IRR 等国债期货衍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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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交割综合分析 

可交割券综合分析，批量计算选中国债期货合约全部可交割券对应的远收益率、 基差、

IRR、净基差指标，支持各指标参数的输入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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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廉券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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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债期货专题统计 

国债期货专题统计，提供国债期货每日行情统计、中金所会员单位持仓量、交易量统计。 

 

 

5.6 票据 

功能入口： 

 

 票据报价 

展示票据转贴报价、回购报价以及基于 Shibor 的报价日内行情，同时提供历史报价查

询。 

票据催告，展示中国法院网发布的票据催告信息。 

 大额行号 

提供各主要银行的大额行号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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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计算器 

提供贴现计算、回购计算以及交易情景模拟的票据计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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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资产支持证券 

资产支持证券统计与分析总览。最全的信贷 CLO、企业 ABS 统计数据，更有分层债券详

情。 

 

 

5.8 分析工具  

 七大试算工具  

包括债券综合分析、债券持有期收益分析、质押式回购收益分析、买断式回购抵押收益

分析、拆借分析等多个试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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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入口： 

 
 

 

   

5.9 定价分析 

提供不同类型债券的定价工具及债券综合分析工具。 

功能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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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多维数据  

功能入口： 

  
  

 深度资料  

深度资料 F9，分类展示债券基本条款、评级历史、相关公告，发行人财务数据、主营

构成等一切与债券和发行人相关的深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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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 资讯金融终端..2hai 版 

数据就是未来 第74页共170页 

 期限结构  

各个不同品种不同期限收益率与到期期限关系的曲线，包括中债、中证、NAFMII、美债

收益率曲线及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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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走势分析 

涵盖市场债券及利率品种利率走势，包括中债、中证、Chinamoney、上清所、NAFII 的

债券收益率历史数据以及货币市场、存贷款利率等其他重要利率历史数据。 

 

 

6 商品  

6.1 行情  

涵盖全球主要商品交易所：SHFE、DCE、CZCE、 CFFEX、 SGE、BOCE 、 LME、CME、CBOT、

NYMEX、COMEX、IPE、NYBOT 。  



 Wind 资讯金融终端..2hai 版 

数据就是未来 第76页共170页 

 全球商品概览 

五大板块分别展示贵金属、能源化工、基本金属、农产品以及标普高盛商品指数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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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期货综合屏  

集看盘所需所有信息于一体的行情报价资讯模块。期货综合屏，提供专业行情展示方式，

包括期现价差、跨期价差、关联外盘、机构持仓，同屏联动，更有日盘/夜盘智能切换，为

期货投资提供全面支持。 

 

 商品报价列表 

所有大宗商品的报价，以交易所划分，包括：上期所、大商所、郑商所、金交所、COBT、

LM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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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白银综合屏 

黄金、白银综合屏是特色品种综合屏，可以查看贵金属的绝对价格、美元转人民币的实

时价格、不同品种之间的价差、相关汇率以及各种价格图表。 

 

 

 

6.2 商品指数 

展示各类商品期货指数，包括 Wind 大类商品指数、Wind 品种指数，飞创商品期货指数、

南华期货商品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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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 商品大类指数 

Wind 划分的 10 个大类商品期货指数，大类包括：软商品、油脂油料、贵金属、非金属

建材、有色、煤焦钢矿、能源、谷物、化工以及农副产品，另外还有一个综合指数：Wind

商品指数。 

 

 Wind 商品品种指数 

Wind 以品种划分商品期货指数，按全部合约存续合约以持仓量加权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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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期货指数 

展示各类商品期货指数，包括三大交易所指数，飞创商品期货指数、南华期货商品指数、

中证期货指数、CRB 指数等。 

 

 

6.3 多维数据 

 深度资料（F9） 

F9 是期货商品基本面信息大全，对商品的基本资料、产业链资料、新闻与研报以及机

构持仓等作系统化梳理，更有效的展现影响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同时持仓分析也令追踪

机构的头寸变得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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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期货专题统计 （CSR） 

期市概览：用户可通过此功能监控期货市场整体情况：分析热门与冷门品种、观察重要

指标表现、观察资金流向、库存变化情况以及各品种的基差率的横向比较。另外，点击左上

图中的品种数据点可查看机构持仓概况。 

市场表现：提供商品期货市场资金流向、成交数据、库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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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仓分析：机构持仓分析，包括成本盈亏、品种持仓排名、合约持仓排名、品种成交排

名以及合约成交排名。 

  

 数据浏览器  

提供期货市场数据，包括基本资料、标准合约资料、行情指标、会员持仓以及仓单等

信息的浏览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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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商品数据库  

商品版的 EDB，以商品的上中下游为主线，对商品研究分析中所涉及的数据指标进行整

合，令商品相关的数据分析、提取更为便捷，同时内建了大量 Wind 图表模板，实现了常用

图表的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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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行业透视 

期货行业全景展示，藉此可了解期货行情的全景数据，包括行业评级信息、期货公司经

营数据、期货公司基本信息以及交易所成交信息等。 

 

 

6.4 分析工具 

 套利监控/套利分析 

提供强大的套利监控和套利分析工具，全方位实时捕捉套利机会。用户可自建双腿或

多腿套利，也可从别人分享的套利或热门套利排行榜中添加套利，利用报价列表或报价魔

方监控价差的实时变化，并可设置到价提醒。 

双击套利合约后会进入到套利分析功能，通过此功能可进行 K 线与技术指标分析、频

率统计分析、价差季节性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价差矩阵分析等功能。 

双腿套利：简单的两腿套利，全品种支持：股票、外汇、商品皆可分析，支持价差/比

价以 CFETS 实时汇率计算。 

多腿套利：对于产业链套利非常有用，如大豆提油/反提油套利分析，钢厂原料/成品

之间的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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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列表： 

 

添加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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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价提醒： 

 

套利分析： 

 



 Wind 资讯金融终端..2hai 版 

数据就是未来 第87页共170页 

 

 

6.5 场外期权 

 场外期权报价平台 

场外期权报价信息的展示平台：机构可预约展示报价信息，用户可查看合作机构的公开

报价数据，也可通过平台定制个性化期权。用户可自定义品种及报价来源，亦可通过 WM 与

机构客服人员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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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权旗舰店 

查看报价机构的实时场外期权报价行情，可在线预约开户、在线咨询、在线询价和查看

报价机构研究报告。点击期权报价后可查看期权的损益分析图及其风险指标。 

 

7 外汇  

7.1 外汇新闻  

NEWS-外汇市场，便捷掌握外汇相关新闻，关键节点各个货币、央行等，并且可采集到

第三方实时汇评，包括来自道琼斯的标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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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国际外汇综合屏  

FX，外汇综合屏，展示每日人民币中间价、国际外汇实时行情、当日经济指标及外汇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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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国际交叉汇率  

各主要货币对汇率矩阵，基于美元计算各币种交叉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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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外汇期货综合屏 

FXF，外汇期货行情综合屏，新添加港交所人民币相关期货实时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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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在岸人民币 

CFX，在岸人民币综合屏，包括 CNY 对主要货币对即期及远期来自外汇交易中心 CFETS

的一分钟快照询价及成交行情及分时走势图。 

 

7.6 离岸人民币 

CNHX，离岸人民币综合屏，包括 CNH、NDF、CNH 远期行情、Hibor 定盘价及相关分时走

势图。 

 

 

7.7 人民币外汇远掉 

CFXF，人民币对主要货币对掉期及远期来自外汇交易中心 CFETS 一分钟快照行情和分时

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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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外汇价差分析 

SPDF，在岸离岸人民币实时行情及价差面积图，用户可根据此界面了解实时行情及在岸

离岸走势。 

 

 

 

7.9 银行外汇牌价一览 

BFXQ，银行现汇现钞买入卖出实时牌价综合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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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汇率计算器 

FRC，内嵌在 CFXF 中的远期汇率计算器，用户可根据实时即期价格及掉起点计算出远期

价格，并且可手动输入期限及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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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外汇会员统计 

FXM，针对人民币、外币对、外币拆借的做市商和会员的统计。 

 
 

7.12 外汇交易统计 

FXT，针对不同交易类型及货币对的成交金额及占比进行自定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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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实时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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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全球经济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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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金  

8.1 基金资讯 

提供专业、及时、全面的基金资讯，涵盖基金行业动态、数据、评级、分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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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基金日历  

基金每日特别提示：基金暂停申赎、开放申赎、基金经理变更、分红拆分、发行上市等

重要事项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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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基金综合屏 

综合展示基金市场指数、上市基金的实时行情，同时展示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私募基

金的最新净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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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分级基金综合分析 

分级套利，从基金现价、最新净值、基金杠杆等角度出发对基金进行折溢价分析，获取

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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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报价及净值排行 

提供及时、准确的行情或净值数据，涵盖各类基金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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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基金行情 

全面数据，专业行情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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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深度资料 F9 

从基金基本资料、基金业绩、基金规模、基金公告、基金投资组合、基金财务数据、

基金持有人机构等角度，全面剖析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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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FactSheet 

基金详细资料表，包括基金产品 FactSheet、基金经理 FactSheet、基金公司 FactSheet，

支持 PDF 导出和微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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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基金数据浏览器 

制作基金的个性化数据报表，支持数据统计、排序、Excel 导出。可选指标包括基金基

本资料、业绩表现、基金分红、基金规模、持有人结构、基金财务报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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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筛选 

根据用户设定的条件筛选基金。提供大量可选指标，品种涵盖中国公募基金、私募基金

以及香港公募基金和美国公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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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基金比较 

从基金资料、业绩回报、资产配置、风险等角度对不同基金进行对比分析，可自由选

择基准，生成的报告支持 Word 和 PDF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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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工坊 

基金报告工坊可帮您轻松制作研究报告，提供丰富的报告模板，也可通过图形、表格、

文本等控件制作和编辑个性化报告，支持 PDF 导出和微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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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专题统计 

 市场概况 

基金市场数据综合统计，包含基金市场规模、基金发行统计、基金资料、基金事件（如

基金分红、拆分、转型、ETF 申赎等）和基金费率等各类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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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业绩评价 

提供基金净值表现、基金行情走势、基金绩效评估、基金归因分析、基金评级等各类报

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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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资产配置 

提供基金资产配置、基金持仓明细、基金持仓变动、流通受限、QDII 资产配置等最新

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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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公司 

提供基金公司规模、管理费用、基金公司自购统计、基金经理、基金公司资产组合、基

金公司绩效评估等各类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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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机构研究 

提供金融机构基本资料（基金公司子公司、QFII、RQFII、QDII 基本资料）、基金代销

机构、交易券商、上市基金持有人、机构持股、基金托管人等各类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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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券商资管 

 券商理财综合统计 

提供券商理财产品市场规模、管理人规模、产品份额明细、券商基本资料、券商重仓流

通股、券商财务指标等各类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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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商资管业绩评价 

提供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净值表现、理财风险度、财务指标、资产配置、产品持仓等报表

数据。 

 



 Wind 资讯金融终端..2hai 版 

数据就是未来 第117页共170页 

 

8.13  阳光私募 

 阳光私募综合统计 

提供阳光私募产品发行统计、产品发行明细、投资顾问统计、受托人统计、机构持股汇

总的最新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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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私募业绩评价 

提供阳光私募基金净值表现、阳光私募评级数据、阳光私募绝对回报、月度超额收益榜

单、月度风险收益指标、投资经理收益离散分析、业绩表现派系排行的最新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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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银行理财 

 银行产品大全 

提供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银行机构的理

财产品信息。可按照地区、币种、产品状态、预期收益率等条件查询所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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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综合统计 

提供银行理财市场规模概况、产品事件统计（如提前终止产品、产品到期统计等）、发

行银行统计、商业银行财务数据、上市银行销售收入、财富管理规模和银行卡业务等各类报

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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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筛选 

用户设定条件筛选银行理财产品。可按照地区、币种、产品状态、银行、销售状态、委

托期限、预期收益率、起始金额、收益类型中的全部或部分条件来查询所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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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信托产品 

 信托产品大全 

提供存续信托产品、已到期信托产品、待成立信托产品。可按照成立日、运用方式、投

资领域、产品类别、受托人、存续期、预期收益率等条件来查询所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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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产品专题统计 

提供信托市场规模数据、信托产品发行统计、信托公司重仓流通股、信托公司基本资料、

信托公司财务数据、信托发行地统计的最新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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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保险产品 

 保险行业数据 

提供保险行业公司基本资料、保险公司重仓流通股、保险资金禁止投资股票信息、保险

公司各地区保费收入、保险公司财务数据、各省市保费收入和赔付的最新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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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连险 

提供国内投连险产品信息。可按照保障期限、发行机构、销售渠道、产品类型、缴费方

式中的全部或部分条件来查询所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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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能险 

提供国内万能险产品信息。可按照保障期限、发行机构、销售渠道、产品类型、缴费方

式中的全部或部分条件来查询所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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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保产品 

提供国内银保产品信息。可按照保障期限、发行机构、销售渠道、产品类型、缴费方式

中的全部或部分条件来查询所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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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指数 

9.1 股指期货  

 综合屏  

综合展示国内国际上市的股指期货合约和标的指数实时行情。输入快捷键 6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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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器  

用于计算股指期货理论价格和套利区间的计算器。输入必要参数后能够计算股指期货的

理论价格。输入快捷键 IFPR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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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统计  

提供股指期货基本资料、合约市场表现、持仓分析、标的指数的成分信息等。输入快捷

键 IFDR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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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分析工具 

 深度资料  

提供指数基本信息、指数相关基金、指数成分权重、指数估值与比较。输入指数代码后

按 F9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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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管理 

用于单个指数多维度的数据分析。可以查看特定指数的行情、基本信息、成分特征等数

据。输入快捷键 IM 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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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分析 

用于多个指数的对比分析。可以分析多个指数之间的交易特征、收益特征、风险特征的

差异。输入快捷键 IA 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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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数据浏览器 

用于提取指数相关的指标数据。可以提取截面数据、财务纵比数据和行情序列数据。输

入快捷键 IDE 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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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财务纵比 

提供指数的财务分析和财务报表。输入快捷键 IFA 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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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财务纵比 

提供指数的行情指标、股本指标、估值指标、盈利预测。输入快捷键 IQS 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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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股票指数 

 上证股票指数 

上证系列指数全部概览。按照规模、行业、风格、主题等分类展示全部上证指数的行情

概览。输入快捷键 999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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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证股票指数 

深证系列指数全部概览。按照规模、行业、风格、主题等分类展示全部深证指数的行情

概览。输入快捷键 888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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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股票指数 

中证系列指数全部概览。按照规模、行业、风格、主题等分类展示全部中证指数的行情

概览。输入快捷键 666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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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股票指数 

巨潮系列指数全部概览。按照规模、行业、风格、主题等分类展示全部巨潮指数的行情

概览。输入快捷键 777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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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万股票指数 

申万系列指数全部概览。按照规模、行业、风格、主题等分类展示全部申万指数的行情

概览。输入快捷键 SWI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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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 股票指数 

万得系列指数全部概览。按照规模、行业、风格、主题等分类展示全部万得指数的行情

概览。输入快捷键 WDI 进入。 

 中信股票指数 

中信系列指数全部概览。按照规模、行业、风格、主题等分类展示全部中信指数的行情

概览。输入快捷键 CTI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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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股票指数 

恒生系列指数全部概览。按照规模、行业、风格、主题等分类展示全部恒生指数的行情

概览。输入快捷键 HI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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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交易服务指数 

中华交易服务系列指数全部概览。按照规模、行业、风格、主题等分类展示全部中华交

易服务指数的行情概览。输入快捷键 999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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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MSCI 明晟指数 

MSCI 明晟指数全部概览。按照 MSCI 指数地区和市场分类展示全部 MSCI 指数的行情概

览。输入快捷键 MSCI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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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FTSE 富时指数 

富时指数全部概览。按照富时全球行业、全球市场等分类展示全部富时指数的行情概览。

输入快捷键 FI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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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标准普尔指数 

标普指数全部概览。按照标普全球市场、行业等分类展示全部标普指数的行情概览。输

入快捷键 SPA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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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资管 

10.1 资管系统 

资管系统（AMS）用于协助私募基金、投资公司、券商资管、中小银行固定收益投资部

门等机构构建数据中心，进行实时监控、业绩归因、负面新闻监控等。 

 

 

10.2 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PMS）支持股票、固定收益、商品、金融期货、期权、基金等多品种资产管

理，实现实时监控、业绩归因、组合回撤、市场风险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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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策略模型 

通过 Excel 插件函数，轻松实现套利机会跟踪，套利策略试算等功能。 

 
 

10.4 超级交易 

超级交易（WTT）模块提供多账号交易、公平交易、组合复制等功能。 

 



 Wind 资讯金融终端..2hai 版 

数据就是未来 第150页共170页 

10.5 模拟交易 

模拟交易（WTTS）支持股票、债券、期货、基金等场内全部品种，与组合管理 PMS 系统

大同，实现交易与分析系统的统一平台。 

 

 

10.6 估值核算 

股票、债券、基金等品种的权益事件查询与数据备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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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行业动态 

基金日历、托管业新闻、阳光私募、券商理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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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闻 

11.1 财经新闻 

Wind 资讯金融终端新闻模块，实现 24 小时新闻实时推送，并提供高度自定义化的新闻

订阅功能。提供热门资讯统计，让您知道其他人在关注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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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公司公告 

向用户展示中国内地、香港、美国、新加坡市场所有上市公司的公告信息，并提供多

维度筛选及订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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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证券研究报告平台 

覆盖全球 160 余家证券或行业研究机构的研报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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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宏观 

12.1 EDB 数据库  

中国市场最全、最及时、最强大的经济数据库。打开 excel，数据自动更新到最新。  

首页、菜单或快捷方式 （EDB） 进入。栏目包括：中国宏观、全球宏观、行业数据，

并提供了常用的 Wind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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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全球经济日历 

首页、菜单或快捷方式 （ECO） 进入。可按日历、周历、月历方式展示，提前预知重

要指标及事件公布时间。 

 

  

12.3 宏观行业专题报表  

   图形化展示重要宏观/行业经济数据，最新数据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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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cel插件  

13.1 个性化需求解决方案 

使用 Wind 资讯 Excel 数据插件，可以轻松获取各种金融数据，构建个性化数据模型。 

我们提供实时行情、历史行情、财务数据、EDB 宏观行业经济数据等，从不同的角度帮

助用户完成单个数据或大批量数据的提取工作，是广大用户日常工作的最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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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函数规范统一、简洁易用 

Wind 资讯 Excel 数据插件的函数简洁易用，用户使用统一的函数表达式，即可获取各

种金融数据。 

EXCEL 插件支持股票、债券、基金、期货、指数、金融衍生品等 6 大类金融品种，近万

个指标。 

 
 

13.3 丰富的应用模板 

我们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应用模板和样例，参考这些模板，用户可以快速学习和制作适合

自己的模板。 

 

      

14 iWind社区平台  

iWind 是基于 Wind 资讯用户群体的高端金融专业人士的社区平台，该平台包括 V 认证

主辅机、Messenger 即时通讯、群英会、3C 中国财经会议、万得大学、量化平台等特色社区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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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iWind Messenger  

沟通，随时随地、每时每刻；消息，PC、移动随时传递；群英会，我们的世界。终端命

令：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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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3C 中国财经会议  

3C 中国财经会议(简称 3C 会议)是 Wind 资讯打造的专业金融电话会议服务系统，凭

借优越的通话质量、极速的远程共享体验、便捷安全的参会流程、高端贴心的增值服务，

为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 IR 管理、项目推广、行业研讨等专业电话会议服务，感受全新的交

流、交互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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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万得大学  

在万得大学，您将能快速地掌握 Wind 资讯产品的使用方法，您可以报名参加公开课、

实时浏览在线课程、参加 Wind 资讯认证考试，获取认证资格证书及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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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辅助功能  

15.1 WP 灵活屏 

根据您的需要，自由组合模块、多屏显示、便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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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Wind 搜索  

最强大的搜索功能支持代码、字母、汉字、语句搜索。输入关键字，一键搜索，全局定

位。 

  

16 公司介绍  

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Wind 资讯）是中国大陆领先的金融数据、信息和软

件服务企业，总部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在美国、欧洲、香港、台湾、北京、深圳、成

都、沈阳、武汉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和销售服务中心。 

Wind 资讯服务过的证券、基金、保险、银行、投资公司等金融企业超过 1500 家，包括

中国排名前 50 名的证券公司、最大的保险公司、最大的证券研究所、最早的基金公司以及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龙头企业。 

在金融财经数据领域，Wind 资讯已建成国内最完整、最准确的以金融证券数据为核心

的一流大型金融工程和财经数据仓库，数据内容涵盖股票、基金、债券、外汇、保险、期货、

金融衍生品、现货交易、宏观经济、财经新闻等领域。 

针对专业投资机构、研究机构、个人投资者、金融学术机构、金融监管机构等客户不同

的需求，Wind 资讯开发了一系列围绕信息检索、数据提取、投资组合管理应用等领域的专

业分析软件与应用工具。用户可以通过 Wind 资讯金融终端在线使用我们提供的全方位金融

信息和服务。 

我们同样为金融机构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包含投资管理、数量化金融研发、在线证

券电子商务、金融信息整合等产品开发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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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档含有具体的技术和业务相关的专有信息，文中涉及的所有资料必须严格保

密。除因需要而得到授权的客户和本公司有关人员外，一律不得向他人泄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