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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风险
建立透明度
推动合规
当今市场错综复杂、高度互连，买方和卖方公司都需要强
有力的解决方案来监控、评估并管理日内和日末风险。彭
博的MARS市场风险解决方案通过强大、灵活且高度直观
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市场风险分析；
通过涵盖广泛的资产类别赋能市场风险经理全方位调查市
场状况；通过创新分析方法、计算器和投资组合工具帮助
您全面了解风险暴露、识别潜在陷阱。此外，自动化的企
业工作流程可以精简整个报告过程，方便您精确地评估风
险水平、更迅速地为贵公司提出更敏锐的建议。

全面的市场风险解决方案
MARS市场风险基于彭博市场领先的数据、定价和分析方法，面向中台风险职能部门的所有风险管理人员——从首席风险官到风险分
析师，是一套完整的风险分析方法和报告解决方案。
该方案涵盖多种资产类别，其中包括买方和卖方机构依赖的所有标准风险指标，可用于内部风险管理、管理报告、投资者报告和监管
合规管理——这些功能方便而且全面，公司在一个平台中即可整合所有风险计算。

产品覆盖范围广泛

强大的分析

只要您能在彭博终端上为产品定价，您就可以管理其市场风
险。MARS市场风险所涉产品涵盖多种资产类别，包括股票、固
定收益产品、商品和外汇，覆盖了绝大部分上市金融工具及衍生
品。

MARS市场风险利用彭博强大的市场数据和前台定价计算器功
能，涵盖一整套广泛指标，包括可全面配置的风险价值(VaR)分
析方法以及可用于历史性和预测性情景分析的灵活压力测试工
具包。还提供一整套Greek敏感度分析，适用于管理账簿和计算
监管指标，如SIMM和FRTB标准化方法。

OMS集成
• 买方（AIM）

• 卖方（TOMS）

• 第三方OMS

定价与数据
• 先进的模型

• 跨资产数据库

• 合同创建

• 估值

• 实时数据与快照数据

前台风险

市场风险

XVA

套期会计处理

抵押品管理

• 日内定价与Greeks

• 法律文档管理

• Greek敏感度分析

• 现金流、公允价值与
净投资套期类型

• 争议管理

• 损益说明
• 假设交易分析

• 压力测试（历史、假
设和预测）

• OTC衍生品估
值调整，包括
CVA、DVA、FVA和
MVA

• 美国GAAP与IFRS

• 日末与按需风险报告

• 全方位风险价值重估
与预期损失

• 交易前XVA与保证金
• 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
• 投资组合保证金计算
• 年限周期管理
• 预测与受压现金流量
• 法规分析
（PRIIPs、SIMM）

• 事前跟踪误差
• FRTB监管资本
• 买方和卖方监管报告
• 所有风险测度的交易
前和交易后分析

• 测度报告

• 投资组合保证金计算
与工作流程（IM和
VM）

• 套期成本

• 自动信息发送

• 审计报告

• 初始保证金计算
（SIMM、CCP IM）

• 有效性测试

•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敞
口指标(PFE)
• 监管资本计算（SACCR）
• XVA/PFE交易前分
析 - 头寸假设与CSA
假设

• 系统内对账
• 风险分析

• XVA敏感度

MARS API
• 编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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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资产数据访问

• 系统整合

• 自设报告

自设、精简的工作流程
每家公司对于监管、投资者和内部风险都有其独特的管理要求，而MARS市场风险旨在满足这些需求。可自设的互动式控制面板方便
风险经理快速轻松地访问、分享重要指标，而精简的工作流程则省去了成本高又耗时的步骤。

个性化市场风险视角

提高速度、效率和企业生产力

您可设置各种详细的视图，显示对您的交易策略最重要的结果；同
时，灵活的风险整合与报告方便客户多角度、交互式地精准深入分
析数据并直观呈现数据、在复杂的层级中深入探究数据。此外，风
险模型可高度细化配置，方便自设风险计算，并在一个系统中整合
所有风险计算。

MARS市场风险赋能公司更高效地使用内部资源、精简日常操作
并助力提高团队生产力。我们的企业工作流程稳健可靠、包括每
日头寸数据源自动化处理、异常报告和下游文件交付，供整个企
业范围内使用。此外，历史结果存档可实现趋势分析和风险分析
方法存储。

BRM <GO>
彭博风险管理的互动式控制面板可根
据贵公司的要求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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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监管风险报告
MARS市场风险为首席风险官和市场风险经理提供推动监管合规管理所需的一切，包括可满足买方和卖方监管要求且范围广泛的报告
解决方案。更有风险专家团队的全面支持，助您满足所有监管需求。MARS市场风险也支持未来的监管要求，如巴塞尔委员会交易账
簿基本审查（FRTB）MARS市场风险帮助公司在其风险流程中保持透明度，以便满足监管报告要求，同时可以改进运营，并降低技术
花费。

有效管理监管风险报告
MARS市场风险可以帮助您遵守众多关键规程，包括但不限于：

监管风险功能包括：

• 私募基金表格（FORM PF）压力测试

• 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VaR、压力VaR以及期望损失，
提供灵活的风险范围和回测报告

• 另类投资基金经理指令（AIFMD）监管报告
• 欧盟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UCITS）监管报告

• 自设监管控制面板和输出文件

• FRTB标准模型和内部模型

• 对所有风险结果进行历史存档

• 巴塞尔协议合规方面的市场风险分析方法

• 风险暴露和杠杆率计算，包括针对UCITS和AIFMD的总额和资
本承诺方法

• 综合资本分析审查(CCAR)压力测试

• 灵活的整合，以集中查看风险并与限值进行比较
• 完整的FRTB标准法资本计算，包括SBM（Delta、Vega和曲
率）、DRC和RRAO
• 全面的压力测试功能，覆盖广泛的情景库

让报告更简单
BRM <GO>
包括报告工具，用于FRTB和其他规
定的合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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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终端简介

MARS多资产风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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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1年以来，商业和金融专业人士一直依靠彭博终端获取实时
数据、新闻资讯和数据分析，做出重要决策。彭博终端所提供信
息涵盖各个资产类别——从固定收益到股票、外汇、商品、衍生
品、抵押债——所有这些内容与按需点播的多媒体内容、广泛的
电子交易功能和卓越的通讯网络无缝整合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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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资产风险系统提供一致的综合估值、产品生命周期
分析、市场风险、交易对手风险和抵押品管理。
MARS由彭博世界一流的定价库、市场数据和抵押债
现金流引擎提供支持，能够协助前台、风险管理以及
抵押品方面的专业人士分析其交易和投资组合，帮助
他们缓解风险，未雨绸缪。

了解更多
如需了解有关彭博风险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在彭博
终端上访问RISK <GO>，或发送电子邮件至riskinfo@
bloomberg.net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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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在彭博终端上按
<HELP>键两次。

北京
+86 10 6649 7500

香港
+852 2977 6000

纽约
+1 212 318 2000

新加坡
+65 6212 1000

迪拜
+971 4 364 1000

伦敦
+44 20 7330 7500

旧金山
+1 415 912 2960

悉尼
+61 2 9777 8600

法兰克福
+49 69 9204 1210

孟买
+91 22 6120 3600

圣保罗
+55 11 2395 9000

东京
+81 3 3201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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