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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固定收益指数

精准的绩效指标



花旗固定收益指数提供历经市场检验且全面性的绩
效指标，深受全球投资界信赖并广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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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

我们编制固定收益指数的历史已超过30
年。我们与主要的金融机构合作打造
ETFs、 结构型产品及掉期合约 
(Swaps)、亦为资产管理机构与养老基
金的首选绩效指标。

分析领域公认的领导者

我们的指数得到 The Yield Book® 平台
的支援。The Yield Book 是个公认的投
资组合分析领导品牌，用于绩效指标分
析及风险管理。

令人满意的指标特性

我们的指数以客观原则为基础，兼顾全
面性与可复制性，适合基金管理机
构、ETF 发行机构及其参与证券商。

涵盖广泛

利用花旗的全球业务网络及在个别市场
的交易执行能力，我们提供全面的指数
系列，涵盖多种货币、多个地区、多类
券种及信用评级。

易于客制化

在不同市场间采用一致的方法，使投资
人可以利用我们的指数，依照个别需求
打造客制化指標。

信手可得

我们的指数被投资业界广为使用及发
表。我们同时透过多种渠道发布指数信
息，确保投资人可以容易取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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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从事绩效指标分析的经验

50+
多个广受市场认可的指数系列

350+
多家遍布全球的投资机构使用 The 
Yield Book 固定收益产品分析平台

100,000+
多个指数与子指数组合，可作為指数编

制的构成要素

投资界为何重视花旗固定收益指数？

我们提供全面的指数系列，涵盖多种货
币、多个地区、多类券种及信用评级。



多地区、多币种
世界国债指数 (WGBI)

WGBI 是我们的旗舰指数，用于衡量固息
本币投资级主权债券的表现。该指数為
投资业界所广泛採用，目前由23个国
家，15种货币所组合而成。指数本身自
1986年起编制，迄今已有逾25年的历
史。

多资产类别
世界投资评级债券指数 (WorldBIG)

WorldBIG 是一个包含多资產类别及多币
种的债券指数，以作為衡量全球固定收
益市场绩效的全面性指标。该指数纳入
花旗固定收益指数系列中政府债、政府
资助机构债、跨国组织债、抵押型证券
与公司债等的部分，使 WorldBIG 成為
投资级债券市场的一个全面性绩效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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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债券类型广泛

左侧图表显示组成 WorldBIG 指数的指数的

各债券类别。该指数目前共含9,133支债券。

资料来源：花旗固定收益指数

(截至2015年9月30日)

抵押型证券

公司债

政府 / 政府资助机构债

主权债 主权担保债

工业

金融业

公共事业

按揭抵押证券 (MBS)

资产抵押证券 (ABS)

担保债券(Covered)

世界投资评级债券指数 (WorldBIG®)

企业债

跨国组织债政府机构债

地方政府担保债

地方政府债其他政府资助机构债

政府机构债

外币主权债

本币主权债

Jumbo Pfandbrief 其他抵押型证券

政府资助机构 / 地方政府债



亚太

亚洲国债指数 (AGBI)

该指数由亚洲本币主权债所构成，旨在
为资产管理机构提供衡量该市场表现的
绩效指标基准。

亚洲美元债券指数 (ABBI)

该指数衡量亚洲 (不含日本) 政府、政
府机构及公司所发行投资级与高收益美
元债的表现。

点心债 (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

衡量在中国大陆境外以人民币发行和结
算的债券(点心债)的表现。

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指数
(CNGPBI)

该指数由在中国大陆境内发行的固息人
民币国债以及政策性银行人民币债所构
成。

澳大利亚投资评级债券指数 (AusBIG®)

该澳币计价债券指数旨在反映澳洲固息
债券市场的表现，当中包含了政府债、 
州半政府债及信用债。

欧洲、中东及非洲

欧元投资评级债券指数 (EuroBIG®)

该指数是衡量欧元固定收益投资组合绩
效的指标，涵盖绝大多数投资级固定收
益市场类别。

欧洲高收益市场指数

扩展花旗在高收益公司债市场的涵盖范
围.该指数衡量以欧元,瑞士法郎以及英
镑计价的高收益公司债的表现。

欧洲货币联盟国债指数 (EGBI)

该指数由符合WGBI标准的欧洲货币联
盟成员国国债所组成。

中东欧、中东及非洲国债指数
(CEEMEAGBI)

该指数是资产管理机构衡量中东欧、
中东与非洲本币主权债市场表现的指
标。

美洲

美国投资评级债券指数 (USBIG®)

该指数于1985年推出，涵盖了以美元计
价的国债、政府资助机构债、公司债及
抵押型证券。

美国高收益市场指数

该美元计价债券指数被公认为是高收益
债券市场中最全面的绩效衡量指标，包
含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债。

拉丁美洲国债指数 (LATAMGBI)

该指数提供投资人衡量拉美本币主权债
市场绩效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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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聚焦

我们同时透过多种渠道发布指数信息，
确保投资人可以容易取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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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指数

非市值加权法 偿债能力加权世界国债指数 (DCWGBI)
偿债能力加权世界国债指数(DCWGBI)按各国的偿债能力订定指数成分的权重.该指数依债
务对国内生產总值(GDP)比率与偿债能力决定各主权债发行国在指数中的权重。

花旗RAFI债券指数系列 (Citi RAFI Bond Index Series)
按发行人经济表现与对其偿债能力的评估决定指数成分的权重，為有别於市值权重的另一
种加权模式。这一系列的可投资指数是与 Research Affi liates 共同合作研发，以
Research Affi liates Fundamental Index (RAFI) 计算方法為基础。

通胀掛钩

信用评级
  投资级

  高收益

世界通胀掛钩债券指数系列 (WorldILSI, EMILSI)
衡量通胀掛钩债券的表现。该系列指数更能够符合重视实质报酬率的投资人的需求。

投资级债券指数系列 (WorldBIG, EuroBIG, USBIG, AusBIG)
涵盖投资级,多类券种。

高收益市场指数系列 (US High-Yield Market Index, European High-Yield Market Index)
衡量高收益公司债的表现。

到期年限 Core +5 / Core +3
USBIG 指数中距离到期日至少3年或5年的美国国债和政府资助机构债券。

币种 / 国别 点心债 (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

衡量在中国大陆境外以人民币发行和结算的债券(点心债)的表现。

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指数 (CNGPBI)
衡量在中国大陆境内发行的固息人民币国债以及政策性银行人民币债的表现。

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美元债券指数 (EMUSDBBI)
提供一个全面性的投资评级及高收益债券绩效指标,涵盖由60多个国家的政府,政府资助

机构,及公司所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

新兴市场国债指数 (EMGBI)
由14个国家所发行的本币主权债所构成,提供投资经理人一个衡量新兴市场国债表现,涵盖

广泛的绩效指标。

新兴市场美元国债指数 (EMUSDGBI)
衡量新兴市场各地区与各信用评级美元计价主权债券的表现，此类债券对以美元為基币的

债券组合无匯率波动风险。



客制化

我们的指数旨在吸引各类市场参与者，
并能满足客制化需求。

发布途径

我们的网站提供指数信息、简介、分析
数据、报酬率以及历史资料，可供订阅
或索取。 

授权

我们的指数可被授权作为场外交易或交
易所交易商品的标的指数。发行ETFs、
结构型产品及掉期合约 (Swaps) 的主
要金融机构皆使用花旗固定收益指数来
开发其指数相关的投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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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政府债、公司债、抵押型证券

•  產业：工业、公共事业、金融业

•  地域：全球、各洲、地区、国家

•  权重：市值加权、等权重

•  其他：币种、到期年限、发行规模、
        信用评级

•  指数网站: www.yieldbook.com

•  The Yield Book

•   Citi VelocitySM

彭博

• SBI <GO> | SBBI <GO>

资料及分析软体供应商

我们的指数旨在吸引各类市场参与者，
并能满足客制化需求。

客制化选项:
花旗



如需更多资料，请与我们的全球团队联系:

sales@yieldbook.com

美洲 +1 212  816 7120
欧洲 +44 20 7986 3222
亚太 +852 2501 2358
日本 +81 3 6270 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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