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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1-3 年指数 
彭博巴克莱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1-3 年指数追踪中国银行间市场挂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定息国债及政策性银行证券

的表现；成份债券距到期时间必须在 1 至 3 年之间（不包括 3 年）；该指数于 2004 年 1 月 1 日创建，2016 年 11 月推出。  

纳入规则 

货币 本金与利息必须以人民币计价。 

未偿还流通量 面值至少为 50 亿元人民币的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 

质量 发生违约的债券不应被纳入该指数。 

到期期限 距最终到期时间在 1 至 3 年之间（不包括 3 年）。 

息票 固定利率。 

交易场所 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务。 

证券类型  包括 

• 固定利率附息债券 

• 国债 

• 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务 

不包括 

• 浮动利率债券 

• 零息票债券 

• 可转债 

• 通胀挂钩债券 

• 衍生品 

• 结构产品 

• 证券化产品 

• 权证 

• 非公开发行 

• 零售债券 

• 上海交易所和深圳证交所发行的债券 

• 财政部于 2007 年发行的特别国债* 

*依此标准排除 8 只债券。2007 年，财政部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发行了总值 1.55 万亿元的特别国债。 

 

重新调整规则 

更新频率 彭博为每个指数维持两种证券体系，即：“回报”（后推）和“预计”（前推）体系。“回报体系”的构成于每月月

末进行重新调整，确定用于计算指数回报的债券集合。“预计体系”是每天更新的前瞻性预测，用于反映排出和进入

指数的债券，但不用于计算回报。在当月最后一个工作日（重新调整日），最新的“预计体系”构成就会变成下个月

的“回报体系”构成。 

指数变化 月内的证券参考变化（信用评级变化、板块重新分类、未偿还流通量变化、公司大事和代码变化等）每天都会在指数

的“预计体系”和“回报体系”中有所反映。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每天都有债券进入或排出指数的“预计体系”，但

只有在月末指数进行下次重新调整时才会对“回报体系”的构成产生影响。 

现金流再投资 月内本息偿付现金流构成每月的指数回报，但不会在重新调整日之间按照短期再投资收益率进行再投资。每次重新调

整时，现金都被有效地再投资进入下月的“回报体系”，因此两个月或以上的指数回报结果反映的是月度复利。 

新发行证券 月末重新调整日当日或之前发行/已公布发行的合格证券（不要求已结算），如果可提供必要的证券参考信息和定

价，则可被纳入下月的指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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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和相关事宜 

来源与频率 所有符合指数条件的债券将使用彭博的评估定价服务——彭博估值(BVAL)每天进行定价。  

报价 债券按面值百分比进行报价。 

时间 • 所有证券的定价时间均为下午 5 点（上海时间）。 

• 如果本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是公共节假日，则使用前一工作日的价格。 

买方或卖方定价 指数中的债券采用买方定价。  

结算假设 • 基于 T+1 日历日结算。 

• 月末时，结算日假设在下月的第一个日历日（即使最后一个工作日并非本月的最后一天），以便计算整月的应计

利息。  

验证 指数定价团队负责分析每只证券的每天价格变动。如果指数用户对价格水平有质疑，可以向指数定价团队提出，价格

水平会进行审核并按需更新。 

货币对冲 彭博巴克莱的外汇对冲方法使用一个月滚动远期合约（每月末重调），并将指数中以非报告货币计价的各债券按报告

货币对冲。月内不会针对指数“回报体系”中的成份证券价格变动做对冲调整。  

日历 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1-3 年指数遵循中国债券市场的节假日安排。  

 

月度美元回报，2009-2019（%）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年至今 

2009 0.17 0.55 0.09 0.38 0.38 0.15 -0.86 0.52 0.33 0.07 0.46 0.01 2.25 

2010 0.18 0.26 0.35 0.32 0.16 0.79 0.30 -0.32 1.98 0.41 -0.52 0.91 4.91 

2011 -0.09 0.61 0.54 1.16 0.54 0.13 0.37 1.04 0.24 1.20 0.47 1.90 8.40 

2012 0.06 0.35 0.31 0.15 0.03 0.63 0.22 0.05 1.07 0.92 0.45 0.15 4.48 

2013 0.66 0.21 0.36 1.28 0.78 -0.82 0.39 -0.08 0.30 0.19 0.01 0.75 4.07 

2014 0.81 -0.17 -1.08 -0.30 1.03 1.15 0.59 0.92 0.77 1.50 0.27 -1.12 4.42 

2015 -0.09 0.24 0.77 0.89 1.01 0.38 0.13 -2.34 0.63 1.25 -1.20 -0.65 0.97 

2016 -1.02 0.85 1.52 -0.51 -1.15 -0.52 0.31 -0.02 0.40 -1.24 -1.72 -1.79 -4.84 

2017 1.49 0.15 -0.26 -0.04 0.76 1.31 1.22 2.14 -0.45 0.39 0.11 1.75 8.88 

2018 4.13 -0.10 1.19 0.08 -0.71 -3.04 -1.91 0.13 -0.48 -0.69 0.94 1.52 0.88 

2019 3.15 0.53 -0.33 -0.42 -2.02 0.94 0.18 -3.34 0.38 — —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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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指数数据 

彭博终端 彭博基准是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全球标准。 
• INDEX<Go>-彭博指数简介页面，是彭博终端上显示指数相关信息的面板。在此可查找各指数系列中关键指数的

每天和每月指数回报，以及指数发布信息，包括：方法、情况说明、月报、更新和提醒。 
• IN<Go>–彭博指数浏览器，显示指数的最新表现和统计数据以及历史记录。IN 采用层级形式显示彭博全球多资

产类别指数系列中的各项指数，方便浏览和对比。该功能中“我的指数”标签页让用户可以集中关注一组常用指

数。 
• PORT<Go>–彭博投资组合与风险分析解决方案，该功能提供工具分析指数风险、回报和当前指数结构。PORT

中包含对照基准分析投资组合表现的工具，以及可用于分析绩效归因、跟踪误差分析、最大风险值、情景分析和

组合优化的模型。 
• DES<Go>–指数简介页面，让用户可以清楚地了解指数信息，包含成份信息、综合特征、回报和历史数据。 

彭博指数网站

（https://www.bloomberg.com/ 
professional/product/indices） 

该指数网站提供有限的指数信息，包括： 
• 指数方法和情况说明 
• 精选指数的当前表现数据 

数据传播 指数订阅者可以选择以文档方式接收指数数据。文档可包括： 
• 任何指数的指数级别和/或成份级别的回报和特征 

• 收盘后随指数生成过程完成后，通过电子邮件或 SFTP 自动传输的指数文档 

• 客户可接收标准文件，也可自设文件内容 
• 此外，指数数据也可通过已授权的再分发人获取 

 

彭博总回报指数代码：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1-3 年指数及相关指数 

代码（美元未对冲） 指数 代码（美元未对冲） 指数 

I32562US 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1-3 年 I32563US 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3-5 年 

LACHTRUU 中国综合指数 I32564US 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1-5 年 

I08273US 中国国债 I32565US 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5-10 年 

I32561US 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I32566US 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10 年以上 

指数总回报指数可用其他货币并可经过对冲后呈现。同时可提供收益率和期限等属性。请参阅《使用彭博代码接入彭博巴克莱指数》以获取可用的代码和属性列表。 

 

指数授权 

对于指数相关的服务或产品，彭博会要求指数数据授权许可 

● 指数或成份级别的再分发 
● 交易所交易票据(ETN) 
● 场外交易(OTC)衍生品 

● 债券定价服务 
● 指数挂钩保险产品 
● 客制化指数解决方案 

●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 
● 共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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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彭博是彭博财经有限合伙企业的商标和服务标记。巴克莱是巴克莱银行的商标和服务标记，须授权许可方能使用。

彭博财经有限合伙企业及其关联方（统称“彭博”）或彭博的许可方拥有彭博巴克莱指数的全部所有权。彭博、巴

克莱银行、巴克莱资本或其关联方（统称“巴克莱”）不保证任何与彭博巴克莱指数有关的数据或信息的时效性、

准确性或完整性，同时对于彭博巴克莱指数或与其有关的任何数据和价值或因其得到的结果，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

的保证，并且不对与之有关的适销性和具体用途的适用性作任何保证。不能直接投资于指数。回溯测试的表现不是

实际表现。过去的表现并不指引未来结果。在法律允许的最大程度内，彭博、其许可方和二者各自的员工、承包

商、代理、提供商和供应商对因其疏忽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与彭博巴克莱指数或任何相关数据或价值有关的直接、间

接、后果性、偶然、惩罚性或其他任何损失或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此文件提供的是事实信息，而非金融产

品建议。彭博巴克莱指数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或被视为由彭博或其关联方或许可方就金融工具提出的出售要约或投

资意见或建议（即是否需要“买进”、“卖出”、“持有”或订立与具体利益相关的其他交易的投资建议），或针

对某项投资或其他策略而提出的投资建议。通过彭博巴克莱指数提供的数据和其他信息不应被视为足以成为投资决

策依据的信息。彭博巴克莱指数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面向一般受众的，并非为任何特定个人、实体和群体而定制。

彭博及其关联方并不针对任何证券的未来趋势或预期价值或者其他利益发表见解，也不会明示或者暗示建议或提议

采取某种投资策略。此外，巴克莱不是彭博巴克莱指数的发行人或制定者，对这些指数的投资者不承担任何责任、

义务或职责。尽管彭博自身可能会和巴克莱进行彭博巴克莱指数或与之有关的交易，彭博巴克莱指数投资者不应与

巴克莱产生任何关系，巴克莱不会进行赞助、认可、出售或推广，且巴克莱不会就彭博巴克莱指数或其中包含的任

何数据的可取性和用途作出任何声明。客户在做任何金融决策前应考虑听取独立建议。©2019 彭博财经有限合伙企

业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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