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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Z Family底蕴
专业债券投资管理团队超20年的实战经验
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以及海量的数据服务内容
逾100个金融业务场景深度融合的AI+BI模型及其应用

KYZ Credit

KYZ Portfolio

智慧信用

智慧组合

信用投资的

投资组合的

数字顾问

KYZ Modeling

KYZ Factors

智慧管家

KYZ PriMarket

因子服务

智慧发行

灵活适配场景的

债券发行业务的

特色因子服务

建模服务

KYZ MOPO

智慧助手

智 慧 MOPO

量化风险管理的

债券组合的

模型定制服务

多维优化大师

注：MOPO全称Multiple Objective Portfolio Optimizer（债券组合优化器）

工信部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上海经信委2020年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

KYZ PriMarket
债券发行业务的智慧助手

打造债券发行的智慧服务，助力发行业务提效增质
债券发行

承揽

承做

发债进度

文书字典

质控

承销

材料智审

债融方案

存续

红线测算

查企业

债融体检

智能工具

信用风险分类

发行预订价
企业看板

经营核查

关联洞察

城投概览

XBRL报送精灵

2500+

基本信息 财务指标 经营信息 公司公告

数据维度

宏观行势 政策环境 监管法规 发行人资质 外部增信 市场动态 个券基本面 绿色金融

负面舆情 股权结构 高管变动

KYZ Family/有温度的债券生态服务

关联关系

土地交易

30+

融资意愿 最优资本结构 券种推荐 风险等级计算

AI/BI模型

偿债能力 募集信息提取 文书生成 XBRL科目识别 财务中间表融合

财务分析

核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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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企业

多场景精准定位目标企业，速览企业核心信息，赋能债承展业
应用场景：
业务用户可从多维度、多指标查询，从
而精准定位到目标企业，速览企业财务
现状、融资历史等核心信息

可保存多个方案，每个方案可按财
务指标范围限定偿债能力

功能描述：
条件筛选：从基础信息、评级（变动）、
融资经历、债务结构，财报年份、科目和
指标范围等特征进行精准查询
动态跟进：查询方案可存档复用，支持企
业间对比，可衔接到企业看板以监测交易
异常、负面舆情、公告等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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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范围：支持查询已上市、已发债及信息批露规范的3万多家中国企业

企业看板

智能监控关注企业变动，实时发现潜在风险
应用场景：通过智能BI分析，帮助业务人员集中监控关注企业和关注债券的重大事项，及时识别潜在风险
功能描述：丰富监控：从企业、债券2种维度，变动、舆情、公告、日历4个方面，全面监控关注领域
智能提醒：可自定义提醒，接收消息、如兑付、回售、行权等关键节点日期

切换和管理企业关注组

变动：企业或债券的重要变动

通过
“提醒”
功能，对

和债券关注组

舆情：按严重程度分类的全量舆情

标的设置提醒届时

公告：全部公告，
支持按日期筛选

将接收消息

日历：8 类关键日期，
如兑付日、
回售日、
行权日期等

有温度的债券生态服务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

联系电话：021-3863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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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融体检

偿债能力及发债意愿双预测，快速锁定目标企业
应用场景：
业务人员可以地对偿债能力
及发债意愿双高的企业进行

按偿债能力及发债意愿得分从高
到低切分为 5*5 的矩阵，点选后
展示该分类下的主体

商机挖掘，有的放矢，因势
利导

功能描述：
· 通过AI模型每日对5000+家
近期发债企业的偿债能力
展示影响该企业偿债能力的
最重要的指标，并对发债意
愿进行归纳总结

和发债意愿进行跑批预测

· 通过矩阵图的方式对企业进
行分类，帮助业务人员快速
定位目标企业

· 展示模型结果和相关指 ·
标，并进行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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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融方案

把握企业融资需求，量化分析信用债发行条件，一键生成融资预案
应用场景：
对标项目建议书，分析企
业融资缺口，提供智能融
资预案，并配备专业详实
的结论归因，满足企业融
资需求、平衡到期压力，
助力后续投标和商务洽谈
功能描述：
通过企业性质、经营情
况、资本结构、利率走
势、外部评级、发债历史
等维度深层解析企业融资
需求，提供融资建议

目录索引
概览债融方案结构，全
方位剖析发行人企业资
质和发债历史
发债方案
最优资本结构理论提
供智能债权融资方案
全面挖掘潜力商机

可发债种
细化监管发债标准

推荐评级
评级机构货比三家，
推荐外部预评级
数据范围：2021上半年已覆盖24个行业、1万多家企业，市场主题覆盖度将达到87.7%

KYZ Family/有温度的债券生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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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概览

多维数据，深度刻画地域特征，洞察城投类发债平台潜在风险
应用场景：
直观展示区域相关经济数据，帮
助业务人员迅速掌握地方财政的

精选指标入模，智
能生成各地区经
济财政实力评分

基本面，深入了解当地经济的发
展潜力，挖掘投资价值，识别当
地城投类发债平台的潜在风险
功能描述：
· 提供多维财政和经济指标
· 列示各区域相关城投企业名单

数据范围：
现已覆盖超过3,000个地级和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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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涵盖公共
预算收入、GDP
等常见城投类
指标

土地交易

涵盖三十年交易数据，全景监测土地市场交易
应用场景：
监测土地市场交易，向业务人员
快捷展示各区域的土地交易全景
情况，以供评估相关企业的偿债
能力
功能描述：
·支持土地明细交易查询
·支持土地交易报告的生成和导出

数据范围：
已收录1989年至今274万条成交数据和112万
条供应数据，覆盖了超过3,000个市县级行政
区划单位

有温度的债券生态服务

列示区域内的热门
土地成交情况

自动统计土地成交金
额、实际成交金额、数
量、
面积、
楼板价等指标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

涵 盖 1989 年 至 今 的
土地成交数据，时间
跨度超 30 年

联系电话：021-3863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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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核查

全面检视企业变动，鸟瞰企业经营全景

应用场景：
对标监管尽调指引，对企业各项

多维度对企
业进行全面
分析

数据进行展示和分析，有效识别
企业变动。业务人员可以高效收
集和审核底稿素材，全面了解企

对出现的变动予以标记

业概况

功能描述：

根据专家经验对异常指标进

· 对各项变动进行可视化标记

行警示

· 图表列示企业经营情况，清晰呈
现企业当前及历史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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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

检视企业财务状况，洞察潜在财务风险
可以选择使用公开数据，
或导入 EXCEL

应用场景：
在内核质控阶段，协助业务人
员对发行人财务状况进行核
查，智能定位财务指标异常波
对不同财务指标，
配置阈值方案

动，识别潜在财务风险
功能描述：
·多源数据：支持公开数据与导
入数据
·异常提醒：根据财务指标阈值
设定，提醒业务人员关注异常

箱线图对比展示发行人指
标与行业指标变动趋势

指标
·趋势分析：以行业箱线图与折
线图的形式展示指标变动趋

折线图展示指标同比变化
情况

势，辅助业务人员对财务风险
进一步分析

数据范围：覆盖40000+企业的年报，阈值设定覆盖19个行业的13项财务标签、211项财务指标

KYZ Family/有温度的债券生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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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洞察

海量知识沉淀推导，揭示企业关联风险
应用场景：
构建AI隐性关联挖掘模型，通过
NLP、知识图谱等技术，从复杂的
历史关联交易及未披露关系中识别
隐秘关联方，助力投行承做人员充
分尽调

查询主体或其关键人

功能描述：

查询路径数设置

主要关系设置

支持相似公司名称族谱关联，实现
相同、相邻注册办公的关联。推导
出持股、任职、担保、供应商、客
户、抵质押等共11种关系类型

数据范围：深度挖掘上下穿透5层的发债企业数据，共计100万+公司，300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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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测算

智能测算房企达标情况，精准监控发行人财务状况，防范融资风险
应用场景
根据监管对房企举债三条红线的相关指引，结合财务数据帮助业务用户快速了解房企达标情况，并灵活地进行模拟试算，
防范融资风险
功能描述
· 基础测算：直观展示企业达标状态，各财报期指标趋势及当前调整建议
· 模拟试算：支持业务用户自定义公式，编辑财务数据，并一键生成测算结果与调整建议。可反复试算，以趋达标
数据范围：深度挖掘上下穿透5层的发债企业数据，共计100万+公司，300万+人物

快速查看三条红线达标情况及近三年趋势
三条红线是否达标 ?

便捷试算达标情况
如何调整才能达标 ?

·三个指标值

·自定义

·超额/短缺幅度

·编辑财报科目值

·达标颜色

·一键试算，并根据

·监管规定范

·调整建议反复试算

·调整建议
·指标近三年走

有温度的债券生态服务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

联系电话：021-3863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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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字典

金融文本信息智能提取，辅助项目文书查、写、改
应用场景：
利用AI模型解析审计报告等金融文
档，将报告内容转化为目录、段落、

用户上传

图像处理

元素检测

元素识别

(PDF/JPEG)

(旋转、图像增强)

(文本、边框)

(文字、数字)

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1 . 货币资金

表格等元素，实现业务在线快速获取

(1 ) 货币资金分类
项

目

201 9 年 1 2 月 31 日

库存现金

各类数据，提高材料撰写的效率

39,495.20

201 8 年 1 2 月 31 日
1 91 ,951 .88

银行存款

2,41 7,750,477.02

1 ,822,036,1 60.67

其他货币资金

2,291 ,534,489.1 9

1 ,699,683,762.94

4,709,324,461 .41

3,521 ,91 1 ,875.49

378,71 5,771 .64

51 2,846,585.84

合

计

其中：存放在境外的款项总额

(2) 其他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主要系贷款保证金 1 ,81 4,709,059.45 元、信用证保证金
1 29,920,737.21 元、保函保证金 1 49,500,000.00 元、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 91 ,043,483.46
元，其他保证金 5,71 3,961 .89 元，除此之外，期末货币资金中无其他因抵押、质押或冻
结等对使用有限制、有潜在回收风险的款项。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功能描述：
·自主上传、自动解析各类金融文档
·文本目录、表格、段落分类展示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双栏对比查询、修改和共享解析结果

财务报表附注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
于公布深圳市201 7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云印技术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编号：GR 201 74420431 1 ），201 7至201 9年度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 5% 所得税
优惠税率。
（3）根据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
惠目录》的通知》( 财税〔201 5〕78号) 的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浙江山鹰、华南山鹰公
司已纳增值税额按50%退税率享受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

·快速查询定位目标信息、智能推荐

应用输出
(信息抽取)

·一键复制标准格式财务附注表

应用功能

（4）根据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 6〕36号) 的规定，山鹰融资租赁公司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和有形动产融
资性售后回租服务，享受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5）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 1 ] 1 00
号），云印技术公司享受软件产品销售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
策。

(搜索、定位、

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1 . 货币资金
(1 ) 货币资金分类
项

目

201 9 年 1 2 月 31 日

库存现金

39,495.20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合

计

201 8 年 1 2 月 31 日
1 91 ,951 .88

2,41 7,750,477.02

1 ,822,036,1 60.67

2,291 ,534,489.1 9

1 ,699,683,762.94

4,709,324,461 .41

3,521 ,91 1 ,875.49

378,71 5,771 .64

51 2,846,585.84

修改、复制)

(2) 其他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主要系贷款保证金 1 ,81 4,709,059.45 元、信用证保证金
1 29,920,737.21 元、保函保证金 1 49,500,000.00 元、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 91 ,043,483.46
元，其他保证金 5,71 3,961 .89 元，除此之外，期末货币资金中无其他因抵押、质押或冻
结等对使用有限制、有潜在回收风险的款项。
2. 交易性
性金融资产

88

数据范围：9000+家上市和发债企业的近万份原始审计报告解析结果和三百多类标准化的财务附注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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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预订价

智能预估发行价格，精准测算发债成本
应用场景：
基于平安资管经10年打磨的可比券定价模型，根据业务人员输入的债券基本要素，结合模型选券和人工选券，提供主体发
行债券的参考定价、定价区间和定价分布
功能描述：
全面支持公司债、企业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债的发行定价

允许用户录入不同的
发行条件，精细模拟
不同发债场景的定价

允许用户根据
筛选条件自建
样本券池，自定
义定价样本

展示定价历史，便于
用户一键重新定价

KYZ Family/有温度的债券生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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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分类

量化解析监管指引，智能生成信用风险分类，助力高效报送

应用场景：
基于上交所和深交所对发债企业存续期信用风险分类的相关指引，量化解析分类规则，智能计算相关企业和债券的风险
分类，佐以关键数据，助力高效报送
功能描述：
·日频自动对20000+只债、5000+企业进行信用风险分类的全部计算
·用户可以逐项微调排查结果，一键重新计算风险等级和数据归因

从现场排查，非现场排查两个维度，给出监测与排查

对企业各项财务指标，发行人各类变化事项进行风险

结果

分类细则计算，
得出风险分类

有温度的债券生态服务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

联系电话：021-3863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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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债进度

全市场、全品种债券注册信息全覆盖

应用场景：
业务人员打开发债进度，就能查

对 4 个审核机构及其对应的
债券类型信息进行查询

询上交所、深交所、NAFMII和发
改委的所有品种债券注册数据，
便捷高效
功能描述：

支持各条件筛选及查看承销
统计信息

· 多条件查询所有项目最新状态
· 以承销商/发行主体为维度，查阅
项目注册详情及相关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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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RL报送精灵

年报格式多样异构，一键实现标准输出，助力高效报送
应用场景：
根据交易所监管要求，将各种格式的财务报表转换为XBRL报送格式。使业务人员能高效报送年报等定期报告，省时省力
功能描述：
· 便捷使用：下载并获授权后即可随时使用
· 智能作业：一键将原始财务报表转换为XBRL报送格式，批量识别大幅减少手工复制粘贴，缩短时间，提高准确率

转化一篇报表只须 3 秒；3 分钟

对原始报表到 XBRL 报送格式的

吸纳上千份公司财报的编制格

内可完成最多 50 篇报表转化

科目映射率为 95% 以上

式，多达 240+ 个会计科目

KYZ Family/有温度的债券生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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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资管微信公众号

扫一扫，立即试用KYZ Fam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