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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周一到周五、9：30 - 17：30） 
TEL: 010-6569 2745 
E-mail: support.CIQ@spglobal.com 

 
英语（24小时 / 365日） 
TEL: 03 - 4550 - 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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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介绍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是S&P Global信息服务部门。我们提供财务数据、行业数据、调查、新闻和分析工具，并为全球的机构
投资者、政府机构、运营商和大学提供服务。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提供多种服务，包括新闻、市场、行业特定的综合数据和
分析工具，以及性能监控和Alpha发现工具帮助您确定新的交易和投资想法，了解竞争和行业动态，并执行估价和信用风险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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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普尔全球 S&P Global （NYSE:SPGI） 

标普道琼斯指数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 

 

 
 股票  Stocks 

 固定收益 Bonds 

 房地产 Real Estate 

 商品 Commodities 

 战略  

Strategy &Thematic 

 客户化  

Portfolio Indices 

标普全球信用评级 

 主权评级 Sovereign 

 企业评级 Corporate 

 金融机构评级 
Financial Institution 

 结构融资评级 

Structured Finance  

 行业研究 Industry 

Research 

基本面数据 
全球公司基本面数据库 Capital IQ 
五个细分行业的基本面数据 SNL 

信用风险数据和模型 
标普评级数据库 RatingsDirect 
信用风险违约率模型 Credit Analytics 
信用风险咨询打分卡 Scorecards 

二级市场投资数据库和分析工具 
基本面数据库落地 Xpressfeed 
量化因子回测软件 ClariFi 
量化因子库 Alpha Factor Library 
代码及行业分类体系 CUSIP , 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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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覆盖 

公司情报 
上市和私营公司的概要，包括联系信息、竞争对手和商业关系、审计师、可比公司、公司治理等等。包含超过10万家上市公司和460
万家私营公司。 

财务数据 

上市公司 -  
公司申报所有实例的财务信息，来自新闻发布、最初申报和所有后续申报。覆盖10万家以上，占全球市场99%市值。 

私营公司 - 86万家私营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2万家发行公债的公司。所有私营公司财务数据均进行标准化处理，可与上市公司的财
务与市场数据进行完全对比。 

特定行业 

以下17个行业内公司的深入全球数据：航空公司、资产管理、银行、医疗保健、房屋建造、酒店博彩、保险、互联网媒体、管理式
医疗、金属矿产、石油天然气、制药生物科技、房地产投资信托、餐馆、零售、半导体电信、有线和无线。 

提供六个特定行业财务报表模板：银行、保险、金融服务、经纪、房地产和公共事业。 

预期数据 
超过700多家证券公司、独立研究机构的详细预期，提供40多个数据指标，包括EPS、收入、EBITDA等。可查看长期增长率，目标
价格、分析师一致预期等。 

研究报告 超过2000万份报告，覆盖全球1700家经纪商、独立和市场研究机构的股票、固定收益、行业、经济、策略研究等报告。 

交易信息 全球超过148万件，收并购交易、股权和新债发行、私人配售、回购交易及公司破产等详细交易信息。 

资本结构 
公司资本结构的债务和股本详细信息。债务资本结构数据覆盖6万多家上市和私营公司，股本权益结构覆盖10万多家全球上市和精选
私营公司 

债券 
公司级别的汇总数据，包括标普和穆迪当前评级、关键信用比例、债务资本结构、到期日期、CDS数据以及最新发行。 

证券级别的详细数据包括票息信息、优先级、赎回特征、定价、顾问、契约以及关键文件如契约、说明书和信用协议等。 

人员情报 超过350万专业人士概要，包括履历、联系信息、教育、酬薪、合作关系以及董事会成员身份。 

PE/VC 超过3万1千家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公司的概要，包括投资专业人员，有限合伙人，投资偏好和基金数据等。 

事件与新闻 
140种重大发展类型事件以及超过2万个新闻来源的信息。信息类型包括宣布/完成交易、公司预测和评级、公司结构相关、分红/拆
股等。 

宏观经济 
广泛涵盖全球主要经济指标的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包括通胀、就业、GDP、收支平衡、贸易、零售和工业指标以及货币和股指数
据。 

数据覆盖 



网络平台 使用环境 
 只要有网络环境，任何

地方都可以使用 
 从一个搜索框可以搜索

到所有类型的信息 

目标企业分析 
 财务、事业与可比公司、

股东和交易历史 
 可以公司选定 
 排行榜功能 

筛选功能 
 公司筛选（目标公司列表

筛选、可比公司查找等） 
 交易筛选（可比交易查找

等） 
 PE公司数据分析 
 投资过的公司列表 

行情数据收集 
 股价、债券、CDS等 

插件功能 
Excel插件功能 
 140种以上的免费Excel模板（财务数据、可比公

司查找分析、WACC、DCF等分析模板） 
 专属的建模团队可以进行免费的模板制作委托 

Word和Power Point链接功能 
 Excel上的模型都可以和Word或Power Point链

接。 
 Power Point将增强点上的图标模型更新为最新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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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服务 



登录方法 

S&P Capital IQ基于Web, 可以随时随地访问互联网。 

    Capital IQ检索或直接输入        
         www.capitaliq.com   

※推荐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11以上, Firefox 6
以上、Chrome 13以上版本 

1 

2 
S&P Capital IQ选择 

3 
输入Username和Password 
SIGN IN点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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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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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栏”和“各种标签” 
可以利用它来获取数据 

在数据库中搜索任何上市/未上市公司、PE基金、指数、商品、汇率等，以了解更多
信息（包括财务信息、分析师预期等） 
可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公司或关于目标的名称 

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标签上进行选择：筛选、画图功能的使用和设置（语言、货币等）
变更。 

请把鼠标指针放在标签上，来查看各种标签页下的选项。 



Ⅱ. 案例公司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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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公司页面的基本结构 

了解企业的基本数据基本数据
Company Profile > Tearsheet 

想进行财务分析
Financials/Valuation >  
Income Statement, 
Balance  sheet, Cash Flow 

想看看分析师的业绩预测
Estimates > CIQ Estimates 

想要一份过去交易的清单
Transactions > 
M&A/Private  Placement 

可比公司查找 
Peer Analysis > Quick Comp 

制作股价图标 

Charting > Chart Builder,  
Annotated Stock Chart 

股权信息 
Investors > Public Ownership 

过去新闻一览 
News, Events & Filings > Key  
Development 

企业的研究报告 
Research > Investm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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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搜索栏搜索单个公司时，将首先到达此页面。更详细的信息可以从左侧的目录中访问。 



公司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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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Link > Company Summary > Tearsheet  
 
     Tearsheet（公司概要）界面涵盖业务摘要，行业，所在地，股价等市场数据，子公司信息等。显示的项目可以自己定制（添加、删除小程序） 

 
 

业务介绍 

主营行业分类 



Quick Report （PDF图标） 
业务描述、主要财务项、行情信息和主要管理
层信息等 

Tearsheet Report （Word图标） 
与平台上的Tearsheet相同的内容 

CIQ Report （Word图标） 
主要财务信息，按行业类型划分出前25位股东，最
新并购交易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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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要 
  Left Link > Company Summary > Tearsheet  

可以通过PDF、Word文档快速导出该页面 



 使用业务描述的话需要注意，上市、非上市公司的更新频率不同等。 

 
Long Business Description 

 

Business Description 
 

Short Business Description 

CIQ Platform ○ 
(Company Summary > Long Business Description) 

○ 
(Company  Summary  > Tearsheet) 

× 

Screening ○ 
Company Details > Business Descriptions Long 

Business Descriptions检查说明 

○ 
(Company Details > Business Descriptions ) × 

Excel Plug-in 

× ○ 
（"IQ_BUSINESS_DESCRIPTION") 

○ 
（"IQ_SHORT_BUSINESS_DESCRIPTION") 

目标公司 
上市公司，在SEC上归类的公司  

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 

更新频率 原则上只有一次，业务大变更时不限定于
此 

原则上只有一次，业务大变更时不限定于
此 

原则上一年一次，考虑到用户浏览的情况，
仅在其被认证为具有重要性时更新 

－ 
 

※按照企业规模大小顺序进行更新 
数天到8个月以内更新 

※按照企业规模大小顺序进行更新 
数天到8个月以内更新 

※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更新 
数天到12个月以内更新 

※ 更新频率和Business Description 保持
一致 

数据源 • SEC备案（年报、新闻稿等） 
• 发布其他公司的信息 
• 新闻等 

北美公司、SEC备案公司: 
• SEC备案（年报、新闻稿等） 
• 发布其他公司的信息 
• 新闻等 
 
中国公司 
• 报告（历史报告、细分信息） 

 年度报告： 
• 母公司等的披露材料 
• 企业网站 
• 新闻稿 
• 新闻等 

 
※ 有些公司财务数据是从第三方供应商处
获得 

 
 
 
※由于是Business Description的摘录，可以参
阅左侧 

属于其他地区的公司： 
• 年报（Annual Report） 
• 拥有国际公认名称的公司包括年报以

及公司网站和新闻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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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描述特征 



  Left Link > Financials > Income Statement  
 

• 公司记录的数据项目超过1500项，并拥有业内记录数量 
• 数据更新的频率是常规公告日的第二天到第三周，按照公司规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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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 CIQ Financials 

货币的更改点选 More Options 

要回溯历史数据，
将标尺向左移动 

可进行模板选择 

只需要点击财务数据即可追溯都
源报告的位置，点击式浏览功能。 
减少数字匹配核对的工作。 



  Left Link > Financials > Income Statement  
• 将原始公开的财务科目汇总为标准化科目。以便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司间的比较和分析，我们根据各个国家/地区的不同会计标准指定的

财务数据标准化（在我们的各项财务科目定义中），对公布数据做了重新分类 
• 为了进行标准化的工作，在印度有超过6000人的调查分析师团队，不仅仅是对主财务表，还有MD&A（Management Discussion & 

Analysis），对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和补充，注释表等都进行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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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 CIQ Financials 

通过点击前方+,便可显示原始报
表与标准化模板之间的处理关系 



例如：Selling General & Admin Exp.（销售管理费用） 

非经常性调整 

• 标准化示例（非经常性科目调整） 
根据US GAAP进行报告的公司可能包括销售费用和一般管理费用
的临时重组费用（重组费用）。 
由于我们将EBIT的定义连续定义为公司核心业务每年的利润，因此
我们将在非周期性产生的费用出现在EBIT以上的路线上以及从EBIT
的计算中进行调整消除影响，并将净收入作为EBIT下的非经常性项
目。 

  Left Link > Financials > Income Statement  

•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CIQ Financial上的财务项目的定义 

CIQ Financial中的SD&A（销
售管理）中标准化的财务科目
列表 

例如：索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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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 CIQ Financials 



• 除Telecom、 Cable&Wireless外，还有Internet Media、Airline和Retail等十七个行业的特有信息。 
 

• Google Inc.（Internet Media）点击单价增长；通信获取成本；商店数量；现有商店销售额增长率等数据点 

每个用户的月间销售额（ARPU） 

签约者数（Total Wireless  Subscribers） 

解约率（Churn） 

如果未显示任何数据，请将
文件源改为“ALL Fil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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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 CIQ Financials 
  Left Link > Financials > Industry Specific  

• 在“Industry Specific”选项卡中，您可以查看特定于行业的数据。 

• 目前我们主要记录公布英文文件的公司数据。 



券商一致预期  CIQ Estimates 
  Left Link > Estimates > CIQ Estimates  

• 综合了全球超过1700家券商分析师的预测平均值。 
 

 

業界最多の収録項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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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了目标价、增长率、价格波动率等预测值 

涵盖各项财务指标具体预测值，直观展示该
指标是否超出/未达到分析师预期。您只需
单击一下即可对其进行分析，并查看各个分
析师的更正历史记录。（注：未经券商授权
则无法看到具体券商名称） 



  时间表示 
  General  

Capital IQ中您可以使用各种时间表示，例如:”CY” （自然年）“FY”（财年） “FQ”（财务季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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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财年的定义，Capital IQ统一为美国标准，例如2014年3月31日至2015年3月31日的账户结算将为“2015财年”而非2014财
年。 



并购交易信息（M&A/Private Placement） 
  Left Link > Transactions > M&A/Private Placements  

•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记录了超过148万例并购交易活动信息，通过点击Announced Date，您可以查看每个项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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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击announced date,您可以查看有关并购交易的详细信息。 



并购交易信息（M&A/Private Placement）续
 Left Link > Transactions > M&A/Private Placements  

 M&A并购交易案例详细信息页面中涵盖Implied Equity Value, TEV/LTM EBITDA等信息。 

 蓝色数字都具有溯源功能，您可以查看具体计算过程验证原始来源。 

 您也可以在Excel Plug-in中对数字右键点击”audit data”对数据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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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信息 
  Left Link > Investors > Public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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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各类股东类别：如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上市公司股东，非上市公司股东等。通过点击可以进一步查看各类股东的详尽情况。 

穿透到每个子基金分别持股情况 



评级、债券 
  Left Link > Fixed Income > Summary  

• 查看公司评级信息。此外本页也包含公司债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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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查看公司债券清单及收益率等信息 



Credit Health Panel 
  Left Link > Peer Analysis > Credit Health Panel  

Credit Health Panel (CHP)可以将您关注公司的信誉/稳健性与您指定的一组公司进行比较和相对评估。 

选择进行比较的公司组 
1)Public Industry Peers 
上市公司比较组 

 

2)Private Industry Peers 
非上市公司比较组 

 

3)Public & Private Industry Peers 
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比较组 

 

4)Watch Lists, Comp Sets 
  可以自由创建比较组 

主要指标 
1)运营指标（Operational）                 
    资产周转率、ROC、毛利率等 
2)偿还能力（Solvency） 
       Debt/Capital，Debt/Rev等 
3) 流动性（Liquidity） 
       速动比率、流动比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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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三项指标来给出最终等级 

采用公司最近12个月的财务信息计算 

目标公司在比较公司组中的水平 



信用违约互换 
  Left Link > Fixed Income > Credit Default Sw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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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小标签自动画图 



重大新闻、事件 
  Left Link > News, Events & Filings> Key Developments  

• 您可以通过新闻种类来搜索关注公司信息： 
大分类：新闻种类共分为12类 
细分类：超过170个细分种类 

M&A Rumor、Seeking Acquisitions/Investments、Seeking to Sell、Seeking Financing/Partner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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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独立采集的新闻信息以及第三方新闻
信息 

例：查看过去六个月的并购交易信息 



股价/事件分析 

添加P/E 

  Left Link > Charting > Annotated Stock Chart  

 

• 通过在股价图上添加相关事件来分析过去事件对股价有可能存在的影响 
• 可添加多主体比较：如其他股票、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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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指数 



Transcripts 
  Left Link > News, Events & Filings> Tran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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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报告 
  Left Link > News, Events & Filings> Filings & Annual Reports  

• 此处收录了公司年报、季报、招股说明书等公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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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Advanced Search Options来进行高级搜索 



上市交易所和股票代码的相关信息 
  Left Link > Equity Listings  

 

• 您可查看关注公司上市的交易所和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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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交易代码标粗 

单击股票代码以显示详细的交易信息
并查询历史分红记录 



市场情报 
  Left Link > Company Summary > Tearsheet  

    您可以在Tearsheet上查看最新股票价格和市值。此外，您可以通过点击蓝色数字来检查用于计算市值的股票类型和股票价格。 

• IQ_LASTSALEPRICE收录了当天的盘中价格。如果查询过去时间的股价，则为当天闭市价格。若当日交易所不进行交易，last sale price
会显示为最近交易日的闭市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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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非上市公司数据的覆盖范围和特征 

 CIQ提供的非上市公司数据根据区域有不同的数据来源。 

 
全球（整体） 

 
北美 

 
欧洲 

 
韩国 

 
大洋洲 

 
中国 

 
有业务概要的

非上市公司
数量 

大约300万家公司 大约88万家公司 大约121万家公司 大约2万家公司 大约9万家公司 大约25万家公司 

有行业类型信息 

非上市公司的数
量 

大约250万家公司 大约78万家公司 大约100万家公司 大约4.5万家公司 大约8万家公司 大约21万家公司 

 
拥有财务信息

的非上市公
司数量 

大约85万家公司 大约17万家公司 大约61万家公司 大约4万家公司 大约4000家公司 大约2600家公司 

 
 

信息来源 

内部收集其
他供应商 

内部收集 

D&B 

内部收集 

D&B 

 
KLCA公司 

 

内部收集 

 

内部收集 

 
 
 
 
 
 
 
 

数据特征  

 
主要面向大型非上市公司 
 
· 每两年审查1200家公司
的业务大纲。来源主要是
网站 
 
 [行业分类] 
- 我们自行收录的公司会
按照GICS来进行行业分类 
- 如果收录的信息来源是
第三方供应商，我们会把
不同的行业分类标准同
GIC进行匹配 
 
 [标准化] 
 ·所有的财务报表都会进
行标准化处理 

 
【内部收集】 ·包括
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及
其他方式发布财务信
息的主要非上市公司  
 
【D＆B公司】 ·收入
达到10M。对于美
元未上市公司： 
 
- 货币（Reported 
Currency）以美元
显示 
 
 ·数据周期为最近 18 
个月 
 
 

 
【内部收集】 ·包括
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及
其他方式发布财务信
息的主要非上市公司  
 
 
【D＆B公司】 ·收入
为5百万美元以上的
未上市公司 

 
【KLCA公司】 ·提
供KLCA收集的非上
市公司的财务数据. 
 

 
【内部收集】 ·部分
上市公司被要求披露
相关财务数据 
 
 ·Click-through功
能也可以部分使用 

 
【内部收集】 ·包括
主要的非上市公司，
其财务信息已通过发
行公司债券发布 
 
 ·Click-through功
能也可以部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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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VC信息 
  Left Link > Company Summary, Investments  

在资料页面上，有基本信息，
投资标准，直接投资和主要投
资地区列表 

按行业类型、地区进行
分类 

除了被投资公司的财务信息，
您只需点击一下即可显示业务
摘要，人员和投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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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业找出可比公司 
Left Link > Company Summary > Industry Classifications                                                                                                                               

 

 

• Capital IQ平台默认的行业分类为GICS。除了主营行业分类之外，可以查看关注公司业务覆盖到的所有行业。 
• 对于行业分类，可以从大型分类到小型分类的任意分类中搜索类似的公司。 

行业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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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Comps功能 
  Left Link > Peer Analysis > Quick Comps  
 

• 您也可以使用Quick Comps功能查找可比公司。 
• 平台使用自动算法（基于行业类型，总部地区，销售额，增长率，分析师覆盖率等） 自动列出10家可比公司。也可以从列表中删除任何公

司或添加新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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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业平均水平对比 



可比交易Quick Comps功能 
  Left Link > Transactions > M&A/Private Placements >  

• 与Quick Comps功能一样，我们根据算法以立即获得类似的并购交易。 

• 可以立即分析基于类似案例显示估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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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显示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中间值 



Ⅲ. Screening筛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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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功能概要 

通过使用筛选功能，您可以轻松筛选出符合指定条件的公司，债券，股票，并购等。 通过组合3,000个或更多条件，您可以通过创
建目标公司列表和类似交易列表来比较财务价值和估值。 

PE/VC 

案件 
企业 

筛选功能 

交易筛选 

企业筛选 

选择类似的公司/竞争对手 

 我们根据感兴趣的公司的行业分类，总部所在地，销售规模等，以及
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搜索超过300万家公司来设置搜索要求，可以提取
匹配的类似公司 

估值分析（类似企业分析） 
 在评估收购目标公司时，可以找到目标公司的类似上市公司，并评
估目标公司的利益等价值。 

监测行业趋势  
筛选在任何指定行业中发生的案例（并购，公开发行等）  
估值分析（类似案例分析）  
可以通过搜索与目标公司类似的公司的情况并将在该情况下支付的价
格的倍数应用于目标公司来评估该值。 

筛选债券和股票 

示例1：筛选中国，泰国
和印度尼西亚农业机械制
造商（主要涉及拖拉机，
水稻插秧机，联合收割机
等的公司） 

 
 

示例2：筛选过去一年的IT行业  
并购清单 

示例3：筛选获得具有
美国发行人评级AA的
公司发行的债券清单 您可以将发行人的业务类型，区域和其他主要项目设置为搜索要求，

并提取符合条件的债券和股票列表。 

筛选出符合指定标准的公司， 
交易，债券等 

36 



使用方法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Companies/Transactions/Fixed Income  

 公司相关 人物相关 并购相关 

1. 将鼠标指针悬停在“Screening”选项卡上，
单击“Screening”部分中的各种链接 

• Companies（公司筛选） 
• Transactions（并购筛选） 
• Fixed Income（债券筛选） 

2. Screening页面，按类别显示4列的搜索要求。 

公司相关（第1和第2列）  

·行业分类，总公司所在地  

·财务信息，市场信息  

·评级，新闻等  

人物相关（第3列） 

·并购关系（第4栏）  

·并购类型，估值等 

37 



检索条件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Companies/Transactions/Fixed Income  

• 以下是搜索要求列表（Criteria）。常用的搜
索要求 

• Company Details (企业属性) 

 Industry Classifications (行业分类) 

 Geographic Locations (地理位置) 

 Business Description (业务描述) 

Financial Information (财务资料) 

 Financial Statement (财务报告) 

 Multiples (估值倍数) 

 Estimates (盈利预测) 

General Transaction Details 

(一般并购细节) 

 Dates (并购日期) 

 Types (并购类型) 

企业属性 

财务资料 

上市的股票的相
关信息 

公司行为 

收购防御 

股东 

寻找潜在买方 

交易细节 

M&A 

回购细节 

分拆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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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条件（续）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Companies/Transactions/Fixed Income  

  信用评级 

  债券 

投资人相关 

投资公司相关 

持股相关 

新闻相关 

使用已保存
的要求/列表 

单独添加公司 

投资要求， 
PE相关 

使用已保存的项目，
组合 

交易相关 

IPO相关 

LCD相关 

破产 

Credit Rating（信用评级） 
 Entity Credit Rating (发行主体信用评级) 
 Security Credit Rating (债券信用评级) 

Holdings/Investment（持股/投资） 
 Public Holdings (公开持股) 

 Key Development（新闻） 
 Type (新闻类型选择) 

使用公式生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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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筛选：如何结合搜索要求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Companies  

Geographic Locations 

（地理位置） 

Business Description 

（业务描述） 

Products 

（产品） 

Key Development 

（新闻） 

Financial Statement 

（财务报表） 

Multiples 

（估值倍数） 

企业的定性信息 企业的定量信息 

（股东构成，持有股票，债券等） 

Estimates 

（一致预期） 

其他 

Transactions 

                        （并购） 

VC/PE Firms 

（ PE基金信息等） 

其他 
（市值、市场信息等） 

其他 
（对特定行业公司的收购和投资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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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企业列表时搜索要求组合的典型示例 
 

 
企业的基本信息 

Industry Classifications 

                                                                                                                           （行业分类） 



类似企业分析 Company Screening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Companies  
 

例：以“无线通信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公营企业，家庭基地是“美国”，销售额在10到60亿美元左右 

要求1：以“无线通信服务”业务为主要
业务的公司  
要求2：位于美国的公司  
要求3：市值为零或以上（上市公司） 
要求4：销售额在100亿至60亿美元之间
的公司  
 
5家公司符合要求 

单击View Results显示符合条件的公
司列表 

＜Screening的数值输入栏的单位 基本上，输
入字段是一百万（Million） 

金额 数値 

1亿 100 

10亿 1,000 

100亿 10,000 

1,000亿 100,000 

1兆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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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企业分析（续）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Companies  

选择要添加到搜索结果中的项目 
 

例： TEV/EBITDA 

Financial Information > Multiples >  

Valuation & CIQ Multiples > Daily  

Trailing Multiples > TEV/EBITDA > Add  

Columns 

Customize Display Columns自定义显示项目 

a.可以给搜索结果添加必要的显示项目，例如多个财务数据。 
 

 

1 

Browse All Display Columns浏览所有的
显示项目 

2 

3 

基本信息 
（股票代
码，总公
司所在地
等） 

评级信息 

财务信息 

股东信息 

持股信息 

4 
添加项目后，点击View 

Results果并再次检查 到搜
索结果 

Company Screening 

42 



类似企业分析（续）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Companies  

Company Screening 

b.使用现有模板，可以批量添加基本项目到搜索结果中。 

选择现有的templates 
1 

2 
点击Go 

c.可以容易地获得搜索结果中显示的项目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等。 
 

Aggregates 
平均TEV/EBITDA 8.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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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企业分析（续） Company Screening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Companies  
 

   d.  Where is my Company?通过使用该功能可以确认任何公司是否满足筛选条件。 
 

点击Where is my Company 

通过指定任何公司来测试任何筛选条件 
 

如果没有通过，请使用i按钮确认公司的相关
信息（例如行业类型）并调整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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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创建目标公司列表 Company Screening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Companies  

 
• 除了提取类似公司和类似案例外，筛选功能还可用于创建并购目标公司列表和潜在销售清单。 
• 例如，要找到一个候选投资人来收购北美IT咨询公司中与大数据相关业务的非上市公司以及股东的资金？ 

要求1：以“IT咨询”业务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要求2：总部设在北美（美国/加拿大）的公司 
 
要求3：未上市公司  
 
要求4：金融机构为赞助商（股东）的公司  
 
要求5：在业务大纲中包含“大数据”的公司  
 

单击View Results以显示符
合设定条件的公司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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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搜索项的示例 

 
 

1. IT Consulting and Other Services 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平均值的乘数，在业务描述中含有“云”（使用关键字搜索创建类似的公司列
表）。 

2. 在属于医疗保健行业的非上市公司中，在过去30天内有过收购传言，提取相关投资人的信息。 

Company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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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3.生物技术公司，III 期临床试验（一期 III） 的高级研究的药物去年有超过三个的，在过去的 六个月宣布寻求出售、融资、或有投资并购
传闻的 

4.在商业描述中包含大数据的美国公司中， EV / EBITDA（LTM ） 的 交易量小于10 倍 ，前10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合计超过40%的 

    Company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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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5.筛选对冲基金持有日本上市公司超过 30％股权的 

6.筛选相关产品中包含3D打印机的公司 

Company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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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并购交易 

Dates 
（日期） 

Industry Classifications 
（目标公司的行业分类） 

Geographic Locations 
（目标公司的总公司所在地） 

Industry Classifications 
（买方公司的行业） 

Geographic Locations 
（买方公司的总公司所在地） 

目标公司 买方公司 其他 

Valuations 
（交易估值） 

Features 
（更详细的项目类型）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Transactions  
 

典型搜索条件： 

并购交易基本信息 

Types 
（项目类型） 

与Company Screening的区别 
请指定条件定义中所描述的公司角色 
例：行业分类的设定 

• Wireless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Target) 
筛选以无线通信业务为核心业务的公司为并购目标的交易 
Wireless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Buyers) 
筛选以无线电通信业务为核心业务的公司为买方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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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析 Transaction Screening 

通过Transaction Screening的
方式，可筛选出可比并购交易的
历史数据并进行估值分析 

历史可比交易的平均
EV/EBITDA比率为11.51倍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Transactions  
 

例： 针对无线电通信行业公司为目标的，于近6个月内宣布的投资并购交易，且交易
金额大于0 

条件1： 交易中的被收购公司是以无

线电通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条件2 ：被收购公司总部设在亚太

区 

条件3：交易类型为M&A 

条件4：过去六个月内宣布的交易 

条件5：交易价格已宣布且>0 

筛选出来13个结果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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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筛选①：重大发展事项筛选 Key Developments Screening 

 

条件1：公司主营业务为“医疗

健康” 

条件2：公司总部设在美国 

条件3：在过去12个月中传出的

寻求合作伙伴、并购传言 

一共筛选出283条事项 

事项详细内容可通过点击日期
的链接获取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Key Developments  

  

     例：最近一年，总部在美国的医疗健康行业公司，寻求财务合作伙伴、或有并购传言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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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筛选②：寻找买方 Find Buyers 

条件1：投资目标为从事“半导

体和半导体设备生产”的公司 

条件2：投资目标为美国公司 

条件3：投资者为PE/VC 

一共找出出631支基金 

除了PE/VC基金列表外，还可
查看投资标的公司列表 

  Screening Tab > Targeting > Find Buyers or Investors  

 
例：寻投资于美国核心业务为“半导体及半导体生产设备等”的公司的PE/VC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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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筛选功能（其他） 

53 



在筛选结果(Screening Results)
页面点击Save as New Screen 

Screening >Saved Screens进入以
保存的筛选条件 

1 

2 
定义筛选条件名称，并点击Save
保存 

查看已保存的筛选条件 

3 

4 

筛选条件的保存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Saved Screens 

通过将筛选条件保存为Saved Screen，可以再次使用相同的搜索要求并提取公司和事项。 

通过将警报设置为已保存的搜索要求，您可以在搜索结果发生更改时通过电子邮件接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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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要使用的搜索条件 
（Saved Screen）被选中 

5 
可以使用已保存的搜索
条件再次进行筛选 

6 

7 
按照搜索条件导出的结果 

 
 
使用搜索要求再次进行筛选，不同于直接保存搜索出
的结果。 
因此，它可以是与保存时获得的检索结果不同的输出。 

筛选条件的保存（续）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Saved Scr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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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设置（Saved Screens）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Saved Screens 

例：如果希望在某国IT行业宣布新的并购交易时收到警报，可保存筛选条件并设置警报 

单击要为其设置警报
的已保存的筛选条件
（Screen Name）
右侧的▼，单击创建
警报（Create Alert） 

2 

设置要发送的电子邮
件的标题，发送电子
邮件的频率等，单击
保存（Save） 

3 
1 

Screening > Saved 
Screens查看已保存
的筛选条件列表 

56 



筛选结果的保存 

点击Save to List 
2 

单击▼并选择”选择所有结果”
（Select all 62 Results） 

1 

点击 
Create new 

4 

点击 
Watch List 

3 

点击 
My Capital IQ 
> Watch 

6 

给列表命名，并
点击Save保存 

5 

你可以看到已保存的
该Watch List列表 

7 

My Capital IQ > Watch List 
 
通过将搜索结果保存为监视列表，您可以将其用于筛选，使用Excel等进行分析。 
通过为已保存的搜索结果设置警报，您可以在发布有关搜索结果的新闻和分析报告时通过电子邮件接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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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设定(Watch Lists) 
Screening Tab > Screening > Saved Screens 

Watch Lists> 选择保
存的搜索结果 

3 

My Capital IQ >  
Create Alert 

1 

2 
单击Add Companies..下的
输入框>  View Recent Lists 

4 
Select Type and 

Filter>选择警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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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设置的管理 

My Capital IQ >  
Alerts，访问更多的
警报设置列表 

显示当前已设置的警
报列表 

<删除警报设置> 

My Capital IQ > Alerts 
 

在警报页面中，您可以管理设置警报（开/关，删除警报） 

点击希望删除的警报旁边的
▼，单击并选择删除Delete 

选中列表左侧的选择框，点击Option右侧的▼，
点击Status，并更改为（非活跃）In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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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警报设置为off（非活跃）> 



Criteria (Greater Than): 销售额超过5亿美元的中国企业 

设置搜索条件 
Screening Criteria > Criteria 

Rank (Absolute Rank): 中国企业市值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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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热门话题中的常见问题（Popular Topics） 

Help 
 
Help网站总结了客户经常提出的问题和答案，收集到我们网络平台的帮助功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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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功能(Q&A) 

1. 单击网站平台右上角的帮助（Help） 



如果您对使用Web平台或Office插件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户支持。 
 
 

    
   普通话/粤语（周一~周五9：30-17：30） 
   TEL: +852 2533-3565 
   英語（24小时/7天） 
   TEL: +1 888-806-5541/ +44 (0) 20-7176-1234 
   E-mail: support.CIQ@sp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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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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