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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助力更明智的
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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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竭力让金融市场更加透明，
帮助投资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我们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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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复杂的投资世界

助力我们的客户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乃我们的核心要务。我们的创新引擎旨在：

强化我们的客户产品，以反映
不断演变的市场，以及投资界
复杂多样的需求。

引领新研究与模型，以更好地
评估投资风险。

协助我们的客户更好地评估
全球机会集合，包括新兴市
场、公共与私人房地产。

测量并建模环境、
社会和治理（ESG1），
以考量风险和绩效。

为我们的客户增加价值，
提供深度覆盖的全球
数据分析。

清晰可见

1	 MSCI	ESG	Research产品和服务由MSCI	ESG	Research	LLC提供，旨在为全球公司提供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运营做法的深入研究、评级和分
析。MSCI	ESG	Research	LLC出具的ESG评级、数据和分析也用于生成MSCI	ESG指数。根据《1940年投资顾问法案》，MSCI	ESG	Research	LLC隶属
于注册投资顾问，也为MSCI	Inc.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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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三大竞争优势

多资产类别模型，使客户始终如一地
构建和评估投资组合。
 
从产品开发到风险管理，再到绩效归
因分析，我们支持贯穿于主要资产类
别的整个投资流程。
 
我们的产品、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
工具强强联合，帮助我们的客户做出
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兢兢业业的专家团队，竭力优化我们
的产品与服务实施。
 
全球客服专业人员，覆盖8种语言，
提供每周五天、每天24小时的客户支
持与问题解决。
 
定量/定性指标，包括客户反馈与服
务有效性评估，帮助我们提升客户
体验。

研究 服务解决方案

我们的团队拥有200多位多学科研究
专业人士，他们具备丰富的资本市场
专业知识，同时拥有全面的分析技能
与卓越的探索精神。
 
定期发布思想领导力报告，提供及
时、相关的行业洞察。
 
利用技术和数据科学，推动产品开发
与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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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球顶级
投资决策者
掌握信息

我们为拥有下列需求的客户
提供宝贵的决策支持工具：

 » 提升投资组合绩效

 » 强化产品开发战略

 » 减少意外风险敞口

 » 符合监管报告要求

 » 构建有效方法，以整合可持续的投资战略

 » �实现更具成本效益的运营，以不断发展、
扩张和创新

在创新前沿，我们提供决策支持工具以及严格的
研究、透明的方法，以及全球的视角，力求帮助
客户解决无数投资挑战。

虽然客户的具体需求各不相同，但资产管理人、
资产所有者、银行、财富管理和其他金融中介机
构利用我们的思想领导力、可行的洞察力，做出
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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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多年前推出开拓性全球股票指
数以来，我们持续挖掘大量数据存储
库，以不断改善我们的模型、数据分
析和指数，成功制定一个因子分类框
架;	为ESG2投资提供详尽的排名与分
析;	为私人房地产提供市场数据与分
析;	为金融工具提供基准。

我们的开放式架构分析平台与我们客
户的数据、系统和工作流无缝集成。
通过掌握整个企业的优质运营数据，
我们的客户得以执行战略风险分析，
精准解答投资者疑问。

2	 请参见第4页的备注

灵活技术

我们如何助力
更明智的

投资决策

创新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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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充分利用我们在资本市场的专业
知识和采用人工智能及其他先进技术
的科学方法，使我们富含数据的内容
里包括了多种流动性、非流动性全球
资产类别。

独特内容

我们支持投资流程的方方面面，通过
将无数数据点转化为可行的洞察力和
解决方案，让复杂的全球金融市场清
晰可见。

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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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财富管理�
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途径，
实现ESG3透明度

客户需求：
一位美国的跨国财富经理希望改变外
界对公司的看法，以吸引千禧一代，并
通过关注ESG投资战略来吸引新资产。

解决方案：
我们为客户的零售客户和财务顾问设计
了一套精简方案，以获取关于公司与公
募基金持有的ESG研究。

成果：
我们灵活的技术协助客户打造了一个吸
引年轻一代投资者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凭借新添了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的用
户友好型界面，客户的“影响力投资”项
目势头强劲。

改善

主权财富基金
风险管理框架

客户需求：
中东地区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希望
提升其投资的风险分析质量，同时在公
司内部维护所有数据。
他们自己无法执行某些更复杂的计算，
开始寻找一位可以帮助其简化这些复杂
任务的供应商。

解决方案：
我们开发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
能够提供执行内部复杂计算所需
的数据。该解决方案结合了MSCI	
BarraOne、Models	Direct与一项定制
化实施措施，将我们的平台与客户独特
的基础设施无缝连接。

成果：
复杂的数据分析成功在客户公司内部运
行，丰富的数据补充了其内部可视化和
决策制定流程，从而对公司的投资带来
更严格的风险分析。

助力

投资银行
扩大运营

客户需求：
一家侧重于对冲基金的全球领先金融服
务公司的基金管理团队正在探索如何
赢得更小型对冲基金的业务。他们希望
通过为当前的行政管理业务提供更多
的增值服务，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解决方案：
我们设计了一个商业模型，让我们
的客户将MSCI的Barra	Factor	Risk	
Reporting无缝连接到客户的对冲基金
投资组合，为服务关键客户细分提供了
一种经济实惠的方式。

成果：
我们的客户将Barra因子信息的使用视
为当前基金管理服务套件的增值，让对
冲基金客户看到他们之前没有留意到的
因子偏向。

我们践行的

价值观

3	 请参见第4页的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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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量化投资经理
增强自身研究能力的愿望

客户需求：
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专门从事定量投资
的全球投资管理公司在寻找一种增强
其深度研究能力的途径，以获取对全球
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业务做法
的了解。

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了一项包括ESG评级和历史记
录的强大数据组合，以及投资组合构建
和报告的数据分析。

成果：
客户在其股票投资组合以及单独管理
的账户中成功集成了MSCI	ESG4。

强化

养老基金经理
资产配置流程

客户需求：
美国一家最大型的确定收益型公共养
老金基金在寻求可靠的全球房地产措
施，以强化其战略分配流程。当时，房地
产占其总投资组合比例的不到10％;	他
们的目标分配比例为13％。

解决方案：
MSCI强推BarraOne平台，协助客户在
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识别并管理风险。
他们选择了一项由MSCI和Pensio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PREA）共同制定的
定制化基准，以代替宽泛的市场基准。

成果：
2017年4月，客户采用了MSCI的定制化
基准，并在2018年6月成为首家将MSCI
美国房地产指数（MSCI	/	PREA美国房
地产基金指数）作为官方房地产配置政
策基准的美国公共养老金计划。

精简

保险公司
业务运营

客户需求：
一家欧洲保险公司新上任的CEO希望将
资产管理团队与一项新战略对齐，以实
现整个投资组合更高的透明度，并为团
队提供市场和基金一致的测量工具。

解决方案：
通过总体投资组合的视角，我们为客
户提供了MSCI房地产企业分析（MSCI	
Real	Estate	Enterprise	Analytics）；定
制化欧洲基准；以及对每个资产管理团
队和高调资产的综合视角。

成果：
现在，客户拥有一个针对整个组织的单
一平台，并拥有一个融入到战略管理流
程的管理层视角。

4	 请参见第4页的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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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养老基金经理与其他资产所有者提供一整
套解决方案，以确认并定义其投资组合的政策基
准。
 
资产所有者和基金管理人使用我们的指数和分析工
具，以评估其风险和回报的驱动因子。
 
我们的分析工具帮助资产所有者确信，风险敞口与
治理控制保持一致。
 
机构客户利用我们丰富的数据，以对比和报告行业
风险与基准的相比情况。

投资政策与基准
财富管理人使用我们的因子、建模和投资组合构建
工具，满足严苛的客户需求。
 
资产所有者和基金管理人透过因子和ESG5标准的
视角分析资产。
 
借助我们领先的因子和指数工具，资产经理精确定
位风险来源，强化其竞争优势。
 
资产与财富管理人利用我们的房地产和ESG数据、
分析和研究，以支持其资产分配战略。

投资组合构建与资产分配

不断演变的
投资组合解决方案

投
资
政

策
与基

准

投
资
政

策
与基

准
投资组合构建

与
资
产
分
配

5	 请参见第4页的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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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利用我们的ESG评级，
深入挖掘ESG6问题，以支持其尽职调查活动。
 
对冲基金经理是我们研究式数据的重要消费者。
 
房地产和影响力投资方面的原创研究和思想领导
力帮助我们的客户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行业参与者采用我们与标普道琼斯开发的全球行
业分类系统	(GICS®)7，一致性地确定行业和部门。

安全选择
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利用我们的研究、数据和分析
工具，进行压力测试并评估投资风险和回报。
 
首席投资官使用我们的优质数据，开发和测试投资
战略。
 
我们的产品和工具高效帮助银行衡量流动性风险，
并评估其监管要求的合规情况。
 
我们的风险和绩效模型与资产管理人做出主动决
策的方式保持一致。

风险管理、监测和报告

投
资
政

策
与基

准
投资组合构建

与
资
产
分
配

安全

选
择

风
险
管
理
，监

测
和报告

投
资
政

策
与基

准
投资组合构建

与
资
产
分
配

安全

选
择

我们的客户能前后一致、有理有据地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随着投资环境愈发复
杂，利用我们不断发展的数据源、指数、研究驱动型模型和工具，我们的客户不懈促
进资产类别范围内的全球投资。

6	 请参见第4页的备注
7	 GICS全称为“全球行业分类系统”，由MSCI	Inc.与标普共同开发



14

分析

借助研究增强型内容和工具，我们的
分析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对风险和回
报的综合视角，以帮助其理解和控制
所有主要资产类别和投资回报期的
风险。我们的分析平台MSCI	BeonTM
将MSCI内容与客户端、第三方数据无
缝集成。

ESG8

MSCI	ESG	Research测量并评估环
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以提供
核心见解，帮助机构投资者了解ESG
如何影响其投资的长期风险和回报
状况。

我们开拓进取的ESG研究团队提供全
球数千家公司ESG业务实践的深入研
究、评级和分析。上述数据用于制定
我们的ESG指数系列。

因子

我们创建了一个用于评估、实施和报
告因子敞口的框架。我们的因子解决
方案包括股票、固定收益和多资产类
别。它们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其整
体投资组合和单个持有资产的风险和
收益驱动因子，以优化和构建基于因
子的解决方案。

解决真实世界中的

投资挑战

8	 请参见第4页的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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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了解我们所有产品和解
决方案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msci.com。

指数

MSCI指数以一种连贯、完整的方式
优化投资组合的构建和监测，避免基
准错配。Modern	Index	Strategy是
我们的核心，为所有市场提供一致化
的处理。我们还为交易所交易基金、
交易所上市期货和期权许可授权我们
的指数。

房地产

房地产研究和业务情报覆盖公共和
私人资产。我们为全球的机构投资
者、房地产业主、经理和经纪人提供
工具和洞察。我们灵活的产品和服务
在整个投资流程中助力团队，包括资
产配置、战略制定和执行，以及绩效
报告。



在一个日益复杂、互联的世界中，
存在前所未有的中断，投资者更
渴望生成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利益，
同时斩获金融回报......

MSCI是一家为全球投资界提供关键决策支持工具和服务的顶级供应
商。凭借超过45年的研究、数据和技术专长，通过让客户了解并分析
风险回报的关键驱动因子，并让客户自信地建立更高效的投资组合，
我们支持客户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我们创造了业内领先、研究增
强型解决方案，协助客户在整个投资流程中获取深入洞察，并提高透
明度。

MSCI助力更明智的
投资决策，
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msci.com

美洲	 	 +1	888	588	4567
欧洲中东非洲	 +44	20	7618	2222
亚太地区			 +852	2844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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