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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股票指数
彭博全球半导体20

彭博全球半导体20指数旨在提供面向半导体业务收入较高的一系列全球企业的敞口。该指数按照标准的彭博行业分类标准（BICS）体系定
义，选择半导体业务的公司层级总收入最高的20家企业。入选的半导体公司需符合BICS第3层级的半导体行业定义。

彭博全球半导体20指数

指数名称 指数代码

彭博全球半导体20强价格回报指数 BGSC

彭博全球半导体20强总回报指数 BGSCT

彭博全球半导体20强净回报指数 BGSCN

指数特征

成份股数 20

前十大持股权重 82.05%

指数市值（单位：10亿美元） $3,691.309

平均市值（单位：10亿美元） $196.389

总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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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

基本面

行业板块和最高持股

指数年化回报率

1个月 3个月 1年 年至今 3年 5年期

总回报 - BGSCT指数 10.83% 11.45% 50.49% 42.03% 204.73% 758.47%

日历年回报率

年至今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总回报 - BGSCT指数 38.46% 51.45% 54.26% -13.71% 48.07% 33.25%

证券 代码 权重 BICS行业

英伟达 NVDA 21.23% 半导体

台积电 2330 73.73% 半导体制造

ASML公司 ASML 8.90% 半导体制造

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005930 7.74% 通信设备

博通公司 AVGO 5.94% 半导体设备

高通公司 OCOM 5.54% 半导体设备

英特尔公司 INTC 5.43% 半导体设备

AMD公司 AMD 5.20% 半导体设备

德州仪器 TXN 4.83% 半导体设备

索尼集团 6758 4.11% 消费电子产品

基本面指标

市盈率 26.42 市净率 5.70 企业价值倍数 14.89

预估市盈率 22.51 市销率 5.30 股本回报率 22.21

收益率 3.78 股息率 7.31 资产回报率 11.34

BICS行业板块权重

通讯设备  8%

电子消费品   4%

半导体设备  57.1%

半导体制造  30.9% 

30.9%

8%
4%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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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指数数据

彭博终端®

• l <GO> - 彭博指数概览及访问方式。

• IN <GO> - 彭博指数浏览器显示指数的最新表现表现、统计数据和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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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通过“我的指数”标签页关注一系列常用指数。

• DES <GO> - 指数描述页面提供现有指数范围的透明度，包括成份信息、综合特征和回报以及历史数据。

• INP <GO> - 彭博指数出版页面，包括方法、情况说明、月度报告、公告和技术说明。用户还可通过“选项”（Actions）按钮订阅指数

	 出版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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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可用于绩效归因分析、误差分析追踪、风险价值分析和情景分析的模型。

彭博指数 
bloombergchina.com/product/indices 

本指数网站提供部分指数信息，包括：

• 指数方法和情况说明

• 部分指数的当前市场表现数据

数据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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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何指数在指数级别和/或成份级别的回报和特征

•  文档使用安全文件传输协议（SFTP）通过电子邮件自动发送

•  指数数据也可通过已授权的再分发人员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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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指数或成份证券层级的再分发

• 交易所交易产品（ETF和ETN）

• OTC衍生产品

• 客制化指数解决方案

• 独立管理账户（SMA）



关于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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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和专业分析，做出重大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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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
按需多媒体内容、强大的电子交易功能及卓越的通讯
网络无缝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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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 
至indexhelp@bloomberg.net，或在 
彭博终端®上双击<HELP>键。 

彭博、彭博指数和彭博全球股票主题指数（“指数”）是彭博财经有限合伙企业的商标或服务标识。彭博财经有限合伙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包括指数的管理机构彭博指数服务有限公司）（统称“彭博”）或彭博的授权方拥有指数的所有专有权
利。彭博不保证与指数有关的任何数据和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彭博不对指数、任何数据、由此导致的相关价值或由此获得的任何结果做明示或默示的担保，并明确拒绝对相关特定目的任何适销性和适用性做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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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也不应被视为由彭博就金融工具提出的出售要约，或彭博提出的投资意见或建
议（即是否需要“买进”、“卖出”、“持有”或是否需要订立与任何指定利益或任何利益相关的其他交易的投资建议），或由彭博针对某项投资或其他策略而提出的投资建议。指数数据和其他可得信息不应被视为是足以作为投资决策依据的信
息。指数提供的所有信息均面向一般受众，并非针对任何个人、实体和群体需求而定制。彭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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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做任何金融决策前
应考虑听取独立建议。©	2021	Bloomberg。版权所有。此文件及其内容未经彭博许可不得转发或再传播。

彭博终端服务和彭博数据产品（“服务”）由彭博财经有限合伙企业（“BFLP”）拥有并发布，以下情况例外：	(i)	在阿根廷、澳大利亚、太平洋群岛的特定地域、百慕大、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及新西兰，上述产品由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及其子公
司发布，(ii)	在新加坡和彭博新加坡办事处服务的司法辖区，上述产品由BFLP的一家子公司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