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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前中台一体化解决方案
（一）背景与整体方案

随着海外业务拓展与监管环境对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不断增加，国内金融机构在IT系统与数据模型建设上

开始面临一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  海外金融市场新闻、资讯与实时数据的获取

•  如何高效地连接到全球的流动性市场，提供做市销售，并在交易执行阶段获得更好的报价

•  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订单管理系统（OMS）管理海外金融产品

•  如何有效地统一管理金融资产的风险，进行交易前与交易后的合规性检验

•  复杂金融产品、金融创新产品的支持

彭博前中台一体化解决方案，建立在彭博实时市场资讯数据、彭博终端用户界面，交易系统和多资产风险管

理系统基础之上，能够有效的解决上述主要挑战，并提升交易流程效率与内部风险管理水平。

彭博前中台一体化交易管理方案

电子交易平台
利率 

掉期
债券 外汇 期货

货币 

市场

结构 

产品

交易前、交易后管理

订单管理

风险管理

•  电子交易输入和导入

•  订价和估值

•  合规性检验

•  固收做市, 灵活的销售/交易员流程

•  实时资产管理 •  实时盘中风险和损益管理

•  盘后的损益管理

•   风险管理 - 交易，部门，企

 与集团层面

•  交易周期管理

•  风险报告报表

	 彭博新闻、行情和数据分析

支持不同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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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彭博前中台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主要优势

全球市场最佳实践

•  全球超过380个客户，用户高达16000人

•  超过50个亚太区本土客户

•  20个香港本土客户

•  15个内地银行/券商客户

客户覆盖广泛

•  环球主要银行

•  投资银行

•  地区主要交易商

•  证券公司

超高的性价比

•   无缝对接彭博全球金融市场数据和彭博上的电子交易平台， 

节省高额的数据采购与整合费用

•   一体化解决方案，节省前台交易系统与中台风险系统的实施对接

成本与维护成本。

•   具强大的扩展性, 总部与分支机构可共享交易系统数据库， 

不受地区和用户数量的限制，从而节约采购成本与数据对接成本

针对固收做市与方便快捷的销售流程

•   基于彭博实时资讯数据和分析上，建设强大的报价引擎，并直接对 

接彭博上的电子交易平台以提供外币固收电子化做市，应对请求 

报价和执行交易。同时也可支持本币债在彭博的电子平台上报价。

•   提供一站式销售流程，有效地配合销售和交易员间的互动。

•   保留各项订单纪录 (成交与错过)，有助公司进行分析并制定更好

的销售策略。

支持复杂金融产品的估值与风险计量

基于彭博强大的数据与模型库，支持各种金融产品的估值与风险模 

型，特别对于场外结构化产品，提供其他系统难以比拟的支持范围。

实时损益与风险监控

基于彭博实时资讯数据，提供实时损益计算与各类风险指标监控。

而一般的中台风险系统很难做到实时风险监测。

较短实施周期与多种集成方案

•   与其他解决方案相比，彭博前中台一体化交易管理方案实施部署

周期短，用户界面友好，易于配置。

•  计量模块支持基于彭博终端、SFTP以及API等多种集成方案。

售后服务

以彭博24小时客户服务为基础，另有专业的交易管理与风险管理顾

问，提供专业的实施与持续支持，并及时分享业内先进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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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导入语音交易单 (VCON）

•  自动导入电子化交易单

（三）前中台一体化系统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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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簿记

•  手动交易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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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化做市

•  彭博固收电子交易平台(ALLQ)带领银行/券商连接全球大部分的买家

•  透过强大的报价引擎, 实时监察, 自动更新平台上的报价, 并提供电子交易的处理

•  在同一页面灵活处理地不同的报价方式

•  提供不同分层的报价以配合不同种类客户群

•  报价引擎提供不同方式, 不同分层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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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头寸管理

•  实时评价和头寸管理，支持灵活的报价来源选择包括国内报价来源

•  支持多种类型金融产品

•  灵活的群组和排序功能，交易账户层级与汇总层级

•  与彭博强大的数据, 分析和运算全面整合，与语音和电子化交易平台全面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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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风险管理与计量

•  交易数据直通车式流入风险分析平台MARS

•  为交易员或风险管理人员而设的风险分析工具

•  关键点久期，情景分析，压力测试和风险值计算

•  交易以及投资组合层面Greeks 指标

•  对冲有效性分析

•  生命周期管理与现金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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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与情境分析：

信用价值调整与资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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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现金流分析与报告：

日末风险汇总与报告

•  管理驾驶舱报告

•  风险归因与风险趋势分析

•  定制化风险细分展现维度

•  自定义风险指标与报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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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management

Execution

Oversea FI FX Domestic FI

（十一）整体工作流程

•  通过彭博电子化交易系统进行做市与执行下单

•  STP直连彭博交易管理系统进行订单管理、合规检查与实时损益监测 

•  透过风险管理模块进行实时Greeks以及关键点久期计算

•  外币债做市

Oversea FI
ALLQ/VCON

Repos
VCON

Swaps,  
Swaption

BBTI/VCON

Exchange 
futures/options

EMSX

CDS
CDSW

FX products
FXGO

FX options
OVML

Domestic FI
BBG analytics

EO
D

Bloomberg STP (Oversea FI)

STP

Market making & STP

STP

Settlement Firm-wide data warehouse
Back office solution

STP

Bloomberg External

STP

STP

Order management

Compliance

In
tr

ad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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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Office

TOMS

RUNZ

Bloomberg External

Clients/ 
Branches

Clients  
on Bloomberg

Counterparties 
on Bloomberg

Bloomberg 
ALLQ

Sales  
book

Trader  
book

Sales

•   Sales commission  
calculation

•   Client trade analysis 
(Hit/Miss ratio for  
electronic trades)

Middle to Back Office

Back Office

Operation •   Trade matching,  
confirmation

•   Settlement

•   StatementIB/VCON

Trades

RFQ/
orders

IB/VCON

Trades

Trades

Prices
MARS

•   Firm-level 
market risk

Risk

Trade

Position

RUNZ

Sales

Tickets

Flow traders

•   Pricing & Quoting to Sales  
& ALLQ

•   Trading with the downsteam 
counterparties (voice/electronic)

•  Real-time PnL management

•   Real-time intraday risk  
management (KRR) e.g., hedging

Voice trading Electronic trading 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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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彭博终端
自1981年以来，商业和金融专业人士依靠彭博终端

获取实时数据、新闻和数据分析，做出重要决策。 

终端提供各个资产类别的信息，从固定收益到股

票、从外汇到商品、从衍生品到抵押贷款，无缝整 

合按需多媒体内容、强大的电子交易功能及卓越 

的通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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