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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River投资管理解决方案

Charles River投资管理解决方案(Charles River IMS)自动化机构资产管理和基金管

理、私人理财、另类投资、保险、银行和养老金市场中买方公司的前台和中台投资

管理功能。Charles River凭借如下优势帮助客户优化运营、降低风险、改进可靠性

与一致性： 

端到端投资生命周期支持 
Charles River IMS在单个平台上支持整个投资生命周期，从决策支持到合规、交易

和交易后结算，并且自始至终都有广泛的资产类别支持和集成的合规管理。内置

持仓维护和投资记录簿(IBOR)功能，通过消除对后台数据馈送的依赖性进一步改

进效率和准确性。  

基于云的托管服务 
随着各家公司努力降低风险与成本，各行各业都开始大量转向云计算。Charles 
River通过在私有云上托管和管理企业软件、数据与FIX网络，帮助公司控制运营风

险、简化日常系统管理并降低技术成本。

单个平台支持多种业务
Charles River IMS可轻松扩展，满足大型和小型机构的需求，同时解决机构资产和

基金、理财、另类投资和对冲基金等不同机构的需求。不同机构可在一个平台上支

持多种业务，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并降低成本。 

随时随地访问
Charles River提供多个终端用户部署选择，可轻松扩展以支持数千位用户。除桌面

部署之外，一个完全可配置、基于浏览器的工作台可帮助财务顾问迅速个性化信息，

以便管理复杂的账户和客户关系。Charles River移动应用程序可让用户在办公室

以外通过iPad和Android设备查看Charles River IMS的“摘要”视图，以满足对远

程访问不断增长的需求。财务顾问以及其他面向客户的用户可以使用平板电脑作

为图形化报告与演示工具，开展互动程度更高的面对面会议。 

 

 
 

 

主要优势 

• 降低整体成本

• 降低风险

• 提高用户效率与满意度 

• 简化前台和中台工作流程

• 简化基础架构和管理

• 更好实现增长 

Charles River通过Web浏览器和移动设
备提供轻松的远程访问，同时利用桌面
部署实现更复杂的工作流程和操作。



另类投资管理和对冲基金 
Charles River的企业解决方案可满足大小机构的要求，帮助另类投资公司：

利用覆盖所有资产类别的机构功能，

包括衍生产品和外汇，支持不断演变

的全球策略 

利用现成模板快速设置和灵活配置

用户界面与工作流程，迅速熟悉系统 

 

 

全套解决方案可简化日常操作并可

根据业务需求扩大或缩小，减轻员

工工作量与基础架构压力

简化监管义务，例如大股东披露报

告(SSDR)并自动化合规检查和内置

规则库

机构资产和基金管理
通过将不同产品整合到一个企业解决方案，公司能够自动化流程、简化工作流程

并减少集成点，从而提高效率并避免错误： 

集中化所有投资组合分析和构建活

动，改善决策支持 

 

采用整合的单一订单和执行管理系

统，提高交易员工作效率

 

在整个投资生命周期采用自动化合

规检查，确保有效的风险管理

充分利用Charles River的基础架构

和应用程序管理技术专长，降低技

术成本并简化管理 
                           

财富管理 
Charles River IMS提供机构功能，可支持全权委托和非全权委托的私人理财产品系

列、增强客户互动并高效管理大量账户与交易：  

利用对所有资产类别(包括共同基金、

交易所交易基金、期货、期权、固定

收益)的内置支持，加速新产品推出

支持区域特定的框架和产品，例如

SMA、UMA、UMH、代理即经理人和

共同基金包揽

利用基于特性的分配模型和定制基

准投资组合，高效实施投资策略 

 

 
 

优化家庭收入的税费，确保节税的

投资组合

整体看待家庭资产，包括家庭收入

和多代人的收入  

再平衡大量独立管理、统一管理和

家庭收支账户，从而改善收益  

在移动设备上采用图形化报告，令客

户演示更加生动

市场细分

单一平台

多种业务

投资生命周期

多资产

多币种



简化操作模式

主要优势

• 改善数据准确性 

• 减少需要管理和维护的系

统数量

• 降低员工要求和培训

• 及时利用最新软件管理更

新

• 降低技术成本

• 降低运营风险 

• 提高用户满意度

托管的管理部署可让客户充分受益于Charles River全球支持团队的规模经济以及通

过支持多样化客户群积累的专业知识。拥有软件、硬件、数据和连接的单一联络点，

可节省时间并提高问责性。

托管应用程序管理
Charles River IMS在顶级的,符合SSAE 16标准的托管中心托管。应用程序专家支持并

管理日常应用系统与基础架构，包括硬件、软件、生产流程、网络连接、管理、灾难恢

复、操作与24x7不间断支持，以确保成功部署。 

数据服务与支持
投资管理系统使用大量数据，确保一致的数据质量对大部分公司而言是最艰巨挑战

之一。适当映射、馈送和管理各种投资工具不断增长的数据是业内普遍面临的问题，

而数据提供商的频繁更改和质量问题又令问题更加棘手。Charles River通过直接向

Charles River IMS馈送数据来缓解这一问题，并具有如下特点： 

 

Charles River数据管理服务利用业内

顶级提供商，映射并丰富参考数据和

实时数据，并支持新证券的设置  

经过认证的彭博资讯接口开箱即用并

由Charles River持续维护和管理 

 

 

基于资产类别的额外提供商具备标

准化集成和支持功能(如FinCAD分
析、YieldBook实时抵押分析)

数据管理设施可让客户在Charles River 
IMS内管理、监控和促进黄金副本数据 

  

Charles River数据服务通过为客户管理整套数据流程，帮助降低数据成本、技术问

题与管理难题。数据流程的管理涉及聚合证券参考、分析、定价/估值、发行人、基

准/指数数据以及实时市场数据，并跨越几乎一千个数据域将其直接纳入Charles 
River IMS。Charles River与数据供应商协调，以便管理接口、处理数据馈送变更、适

应新的数据要求并确保软件升级顺利。 

合规咨询服务
Charles River的合规服务团队提供单凭客户内部员工很难维持的知识水平与深度技

能。合规咨询服务可作为我们客户合规部门的外延，确保其合规规则和工作流程有

效性、遵循获得认可的最佳实践并符合客户要求和监管要求。  

FIX网络
Charles River IMS金融网络独立于券商，通过FIX支持全球电子交易，并可用以访问超

过600个全球流动性地点。完全集成可促进买方客户、卖方券商与交易地点之间快速

可靠的直接访问，简化系统管理并改进交易可靠性。Charles River为每个卖方券商和

交易目的地提供全面的FIX软件管理、连接管理与支持，无需客户参与FIX网络管理并

通过持续测试、验证和监控卖方端点提高可靠性。



投资组合管理 

Charles River IMS通过消除电子表格的使用并提供实时数据和市场可见度，改善投

资组合经理的决策制定与工作效率。中央工作区整合所有投资组合分析和构建活动，

提供集成数据和分析、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模型构建和再平衡工具以及合规检查与

订单和持仓状态的实时可见性。投资组合经理还可通过Web浏览器和移动设备安全

监控与管理信息，利用图形化报表和演示工具改进面对面会议体验。

固定收益
Charles River IMS为标准和新兴企业债券市场、来自40多个国家的全面的政府债券类

型以及固定收益衍生产品(包括利率和信用违约掉期、远期、期货和期权)提供投资

组合分析工具和分析数据。固定收益视图可将投资组合按多个类别分组，包括行业、

评级、发行人和久期段，并有灵活的明细选项，帮助投资组合经理：

进行基准比较和方差分析，从而评估投资组合策略

通过久期中立的转换和基于分析的目标化(包括DV01)，充分利用Charles River功能

强大的内置分析引擎与第三方源，管理利率风险

在基于“假设”或“通用”提议生成订单之前，了解投资组合层次的影响 

 

 

 

 

 

 

利用Charles River的单个工作区，投资组合经理可轻松查看其账户、参看明细到
持有量并显示相同账户的多个并发视图。 

• 投资组合构建

• 资产配置与再平衡

• 绩效衡量与归因

• 情景分析*

• 事前风险*

• 事后风险

主要功能

决策支持      合规      交易      交易后



高级功能

• 策略/模型管理

• 货币风险管理和对冲 

• 工具风险敞口详尽核查

• 投资簿记录簿(IBOR) 

权益类 
Charles River的投资组合分析工具支持权益类和权益类衍生品，包括期货、期权和总

回报掉期。投资组合经理可使用资产配置和证券选择工具，创建并实施主动和被动

投资策略，为一个或多个投资组合优化工作流程，利用可自定义的视图：

针对国家、区域、货币、产业/行业和市值进行目标化，高效管理持仓

通过再平衡投资组合或利用注资增加投资/减少投资算法，令持仓符合其各自的

模型或指数，从而满足机构和基金要求

执行假设的“如果”分析，确定潜在订单的风险影响

在所有订单生成活动中自动反映客户特定的限制，以此优化操作

外汇
完善的多币种支持可让投资组合经理使用实时汇率以任意货币单位查看任意投资

组合，帮助他们：

利用货币风险管理高效管理和对冲汇率风险 

利用基于货币的交割日预测和灵活的查看选项(按资产货币、货币族、跨越投资组

合等)快速评估外汇/对冲需求

通过整合/展期外汇远期头寸，调整货币风险敞口

灵活的工具可让投资组合经理将其
持股分类、为一个或多个投资组合，
实施投资决策，令持仓与基准或模型
一致，并跨越交易工作台监控订单
状态。

全面的多币种和外汇支持，帮助
投资组合经理管理多个国际投资
组合的货币风险敞口。



绩效衡量与归因

Charles River IMS可进行最先进的绩效衡量与归因分析(PMA)，令投资组合管理流

程功能更加丰富并符合GIPS标准，无需集成另外的PMA系统。用户可使用多种方法

在多种资产与多种货币上直接计算、分析和报告绩效归因结果。该系统针对每个投

资组合、各个时间段和用户定义的分类级别提供最新的回报、贡献与归因数据。用

户还可对任何历史时间段或账户使用多种搜索条件执行后向绩效分析。 

 
 

 

可配置工作台视图为投资组合经理整合绩效贡
献、归因和事后风险结果。

绩效报表提供绩效数据的详尽分析，并在条形图或趋势
图中概述结果，以便通过Charles River IMS或Web浏览器
查看。

可在单个统一平台上进行固定收益和

股票绩效与归因分析，而无需拥有多

个单独系统

将结果直接用于投资组合管理工作区

或报表，为决策制定提供背景数据 

简化工作流程，深入到每个证券级别

进行“详尽明细”计算，并在方法和

分类改变时立即动态地对结果进行再

计算 

 

 

 

使用自定义的综合基准反映投资目标

和/或策略

消除来自不同系统的多次数据馈送，自

动协调绩效、归因和事后风险数据

轻松重新计算绩效数据(价格变动、公司

行为等)，降低“干扰”和误差

利用规则维护GIPS综合成员，自动化

GIPS支持；标准报表包括公司和综合信

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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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和情景分析

集成的风险管理和场景分析功能帮助公司满足客户对整个投资管理生命周期更高

透明度和更严格指引的需求。Charles River为投资组合经理、风险经理和合规管理人

员提供基于曲线的分析衡量、事后和事前风险指标，并可从投资组合管理工作流程

与报表直接访问。 

 

利用Charles River IMS，风险衡量与管理成为日常投资
组合管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系统使用与合规
经理和风险分析师相同的数据与标准。 

灵活的情景定义帮助投资经理根据监管机构要求或投资组
合经理的预期分析全面的条件与压力事件。

更知情的决策制定: 查看针对整个投

资组合和基准的主要利率久期以及其

他基于曲线的分析，全部由系统计算

投资组合压力测试框架: 指定利率情

景并查看对投资组合和基准在投资组

合公允值、收益率、久期和其他分析数

据的影响 

 

提高事后与事前风险指标的可见度与可

用性: 对跟踪误差、波动、方差、信息比

率与贝塔系数报告风险贡献与归因；概

要风险衡量方法包括詹森阿尔法、夏普

比率、特雷诺比率、索提诺比率、下行风

险以及其他因素；使用历史模拟法计算

风险价值(VaR)并使用Charles River的统

计因素模型计算事前波动性和跟踪误

差(TE)

集中化风险管理: 与Charles River的合

规功能无缝集成，自动化整个企业的风

险监控  



交易和执行 

利用Charles River合并的订单与执行管理系统(OEMS)，交易员可在单一交易工

作台中建立、委托和执行订单，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交易员可在一个屏幕中管理

交易执行策略、将复杂的工作流简化为“一键式”执行、如同处理单个订单那

样处理整个程序篮子订单，并监控未完成订单的市场数据和证券最新消息。全

面整合投资组合管理功能可帮助交易员与经理进行更好的沟通。与卖方和执行

地点接口则支持跨资产类别覆盖。

Charles River的交易工作台拥有分开的订单和执行系统无法比拟的多个优势。通

过消除使用单独订单和执行平台固有的多个接口、零散的工作流程和订单调度

问题，交易员可以更加高效地工作。交易员无需在各个系统间切换或重新输入

关键信息，从而节约时间，避免出错。交易操作台之外的优势还包括改进合规与

审计、降低操作风险并简化基础架构。 
 

 
 
 

Charles River的可配置交易工作台利用集成的报价功能和对交易平台的内置访
问，将手动流程自动化。

固定收益

Charles River IMS为固定收益交易员提供快速高效的工作流程与内置报价管理功

能。交易员可以发现流动性并与对手方协商、监控市场以及执行现货和衍生品交

易，尽享如下优势：  

全面的资产支持，包括政府、投资级

别、高收益率、市政、结构化、通胀

挂钩、新兴市场债券、TBA以及交易

所和OTC衍生品

准确和最新的证券信息，包括基准和

曲线，并密切集成到固定收益市场数

据提供商  

 
 

集成领先的固定收益ECN，允许交易

员将交易调度至TradeWeb、 

MarketAxess、BondVision和
Bloomberg，并在执行后收到已完成

交易的详细信息

高级交易功能，包括通用订单处理、

多报价支持、简化复杂的掉期操作、

以价格、收益率、价差、掉期利率和买

入卖出差价进行交易 
 
 

• 订单与执行管理(OEMS) 

• FIX流动性

• 交易分析与交易成本分析

• 券商和佣金管理

主要功能

执行场所

报价

订单

分析

价格历史 经纪交易商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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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River完美融合交易员高效
实施交易策略所需的工具与数据。

权益类

当今的权益类交易员需要迅速查看所有相关数据和流动性。Charles River直观的

交易工作台囊括权益类现货和权益类衍生品订单的所有主要工作流程，包括：

在交易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轻松访问

基本面交易分析，从订单生成到执行

都可利用集成的交易成本分析(TCA)
进行

支持多种交易方法与策略，包括程序

交易、单名交易、算法交易、DMA交易

和价差交易

对低人工干预的订单使用自动化的智

能订单路由，而将注意力集中于更为

复杂、低流动性的订单 

 

集成关键市场数据与图表，包括实时

级别I和级别II交易所数据、价格历

史、新闻、观察表、时间和销售以及交

易场所分析

流动性访问，采用券商中立的FIX网络

可连接至超过600个交易目的地，并

可迅速添加新的目的地 
 

 

Charles River通过收集多个报价并自动确定
最佳报价，帮助交易员完成最佳交易。

外汇  
Charles River的自动化外汇功能帮助投资经理对冲货币风险敞口和风险，降低跨

境交易的结算成本。Charles River可让公司利用高效工作流程管理自己的外汇

交易，让外汇交易轻松挂钩至原权益类、固定收益或衍生品交易，并最终降低成

本： 

 

基于预定义结算与对冲规则，全自

动结算和对冲交易  

全面集成到现金流预测，让投资组

合现金流完全可见 

直接访问多个流动性场所，包括银

行直连、ECN和银行算法 

 

通过报价(RFQ/RFS)流简化对最佳

汇率访问 

最佳执行分析与报表，包括可存储

历史报价 

执行

• 实时市场数据

• 自动化智能订单路由

• 程序/批量交易

• 算法交易

• 多段价差交易

• DMA交易 

• 交易场所分析 

• 交易前和交易后TCA

执行场所

市场数据

订单簿

委托

新闻



合规 

Charles River可帮助客户满足对更严格风险管理的需求。我们拥有集中化合规监

控与管理能力以及全球监管与法规要求的综合性内置规则库，其中包括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1940年法案和规则2a-7、UCITS和CESR、Dodd-Frank、KAGG、大股东信

息披露规定(SSDR)以及其他监管规则。Charles River IMS自动化合规工作流程，并

提供先进的合规规则构建、测试与维护、可自定义的报表与完整的审计历史，包

括： 

Charles River通过监控整个
交易生命周期，自动化合规验
证并降低风险。

全面的报表工具，包括历史趋
势分析和“历史某日”报表，
提供监管或审计机构要求的
文档记录。 
 

 
内容丰富的合规规则库与先进
的规则构建工具提供多样化工
具与监管支持。

• 合规生命周期监控

• 丰富的规则库

• 规则构建与测试

• 对模型的合规

• 咨询服务

• “历史某日”合规报表

• 衍生品风险敞口计算

• 计算构建程序

• 集成的风险价值监控

• “双重”规则授权

主要功能

通过在整个交易生命周期的所有阶

段进行合规检查(包括交易前、交易

中、执行后、盘后/交易后)，减少日

间风险

将合规规则结合到“如果”分析，从

而简化投资组合管理工作流程

排定优先级并筛选报警，优化合规

监控

通过提供“历史某日”合规报表，轻

松跟踪违规行为并执行历史趋势分

析 

 

提供端到端审计跟踪和详尽的交易

合规报表，满足监管机构和审计机

构要求

通过浏览器或移动设备提高对报警

和警告响应度

充分利用Charles River的合规咨询服

务，随时掌握最新的最佳实践、客户

要求与监管要求

决策支持      合规      交易      交易后



交易后 

交易后匹配、确认与结算 
Charles River通过自动化交易后流程并提供集中的确认、交易匹配与结算指示

工作流程，可提高操作效率并降低风险。对于每个交易，交易商和交易员、投资

组合经理、合规与运营人员都可实时查看相同的所有交易后处理活动与数据。

由此产生的低人工干预结算流程可最大程度减少手动操作，并帮助投资经理： 

• Omgeo OASYS、CTM和TradeSuite 

• MarkitSERV掉期清算

• FIX 4. 2或4. 4分配工作流程

持仓维护与投资记录簿(IBOR) 
将投资记录簿结合到投资管理平台，非常适合想要前台与后台办公室职能分

离，或没有会计系统，单纯依赖托管人和机构经纪数据反馈的机构，也有益于

需要整合来自多个会计系统的持仓，或控制多子账户接或多策略投资组合管理

节税记录的理财机构。Charles River高度灵活、自给自足的持仓维护解决方案可

作为投资记录簿使用，并可提供盘前持仓。还包括公司行为处理与基于异常的

对账功能，无需再依赖会计系统、托管人或机构经纪的日常数据反馈。Charles 
River集成的持仓维护功能可让公司： 

 

高级功能

• 通过直接集成到交易进行

实时持仓管理

• 使用多个源进行持仓与节税

记录对账

• 自动化公司行为处理

• 集成与第三方对账的子账

户管理

• 无缝集成到外部交易源

• 轻松的下游数据导出

• 订单与分配匹配

• 会计系统导入/导出

• OTC清算

• 持仓维护*

• 对账

主要功能

改善准确性并降低盘后处理时间，

无需依赖后台数据 

利用自给自足的持仓维护工作流 

程优化运营 

支持包括复杂衍生品在内的所有资

产类型，减少系统数量 

结合影响持仓的外部交易，提高透明

度并改善记录保存

实时路由每个订单和分配，促进当

天匹配与确认，以此加速结算

利用交易后活动与数据的一致视

图，减少交易失败与结算问题 

 

 

使用个性化视图与提醒进行“异

常”管理，节省时间并加速纠正措施

集中化所有参考数据与结算指示，以

整合执行后操作 

 

 
Charles River IMS自动路由交易详情，并采用集中化异常管理和基于规则的可配置

本地容差匹配，确保中央或本地匹配。内置接口包括：

• 本地匹配/确认

• ISO 15022/SWIFT用于托管人通知

决策支持      合规      交易      交易后



关于Charles River 

Charles River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可在单一平台上自动化前台和中台覆盖多种资

产类别的投资管理功能。该解决方案提供简化的操作模式，包括企业软件、数据、

应用程序管理和更新、托管和FIX网络，以改善投资专业机构工作效率、控制风险

并降低技术成本。Charles River服务于43个国家超过350家投资公司，遍及机构资

产和基金管理、私人理财、另类投资、保险、银行和养老金市场领域。

按主要业务划分的客户
机构资产和基金管理 - 39%
财富管理 - 20%
银行 - 12%
对冲基金 - 15%
保险 - 10%
养老金基金 - 4% 

位置
波士顿(总部)

北京 

都柏林

香港

印第安纳波利斯

伦敦

墨尔本

纽约

巴黎

新加坡

东京

按职能划分的Charles River员工
研发 - 37%
客户服务 - 45%
销售/营销 - 9%
管理/行政 - 9%

*情景分析、事前风险、持仓维护、GIPS综合功能预计在Charles River IMS版本9.2中推出。

Charles River Development保留随时更改计划、优先级和未来功能增强的权利，恕不另行

通知。(更新日期：2014年4月)



降低总拥有成本

简化日常管理

降低风险

及时升级

提高终端用户满意度

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提高交易员工作效率

自动化合规监控 简化交易后结算

集成持仓维护与投资记录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