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IPs KIDs 生成器
包装零售和承保基数投资产品的 KID 文件的解决方案
Framesoft 公司 PRIIPs KID 生成器
生成器 (FPG)支持金融机
构遵守欧盟
欧盟（
构遵守
欧盟（EU）PRIIPs KID 的规则。

税务报表
• 语言兼容性- 可以创建 KIDs 产品，这样就可以基于单个
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包装零售和承保基数投资产品
模板（多种语言支持）翻译成其他语言。
（PRIIPs）的生产商和经销商有义务向投资人提供一种关 • 发行商失责风险部分包含了规则要求的所有描述要素。
键信息文件(“KID”) ，以符合 in PRIIPs KID 规则 (“欧盟议
• 适用成本部分，以便告知投资人预期和潜在的投资成本。
会及理事会规章 (EU) 号 1286/2014 ”)。
借助于 FPG 模板管理功能，FPG 允许 PRIIP 生产商设立， • 建议的持有期间及限制部分附带适用子章节，如规则所
讲。
管理以及生成所有要求的 KIDs。
同样地，如果有需要且合法的情
KID 文件创建
文件创建 – 灵活、
灵活、可扩展
况下，生产商还可以决定为 KIDs
产品添加白色标签，并将他们提
FPG 提供了轻松的复制和粘贴功能，
供给中间商。
以及在适用或要求使用时模块部分
可以重复使用。
KIDs 通常需要遵循规则，格式化
规则中设置的处方。FPG 做了理
分层的模板结构借助于无限的数据
想的准备，来应对这些要求，同
库资源导入模板进行支撑。
时它也非常灵活，一旦规则修改
同时，所有未来复核和规则修改都
并生效的情况，它可以升级和重
可以通过运用 FPG 强大的模板编
新配置。
辑和脚本工具快速实现。
KIDs 文件创建
Framesoft PRIIPs KID 生成器
创建 KID 文件时，文档管理员可
(FPG) 可以被生产商和经销商所用
以利用 FPG 提供的几种工具和
作为：
功能。生产商可以通过制作模板
KIDs 请求，生成和分配管理的
结构创建 PRIIP’s KID 文件，而模
独立操作解决方案。
板结构又是通过定义插入到规则
布置的序列之后的元素形成的。
Framesoft 结构产品(FSP) 的附
件，用于衍生品文件类型的更广
FPG 包含了规则讲述的要求，符
范围的生成，如 OCs, 条款清单
合第 6 款，例如：
等。
• 带产品名称的文档头，要求发布者信息等，考虑了市场
此外，Framesoft 还为以下内容提供 FPG 解决方案：
具体的产品名称和相关语言。
• 应用服务提供商 (ASP) 基础以及
• 产品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通过：
• KIDs 及时业务
 对标的投资资产直接或间接曝光。
 标的资产或参考值的描述
FPG 基于 Framesoft 结构产品
结构产品(FSP)
FPG 建立在 Framesoft 结构产品(FSP)牢固的基础上，这
 PRIIP 投资市场的详细说明
为定义和处理结构产品问题提供了全套工具包。
• 风险部分“风险是什么？收益又是什么”, 包括规则要求
的主题处理，如：
有关 Framesoft 结构产品
结构产品 (FSP)的更多信息 ，请登录
www.framesoft.com 在 FSP 产品部分查阅 FSP 单页产品
 概述风险指标
介绍。
 投入资本可能发生的最大损失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contact@framesoft.com 联系我们，
 适当履行的情景
获取网络版 FPG 的演示稿，或访问我们官网
www.framesoft.com
 在适用的情况下，有关收益条件和情景的信息例示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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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Framesoft 软件应用股份公司
Framesoft 公司提供以下完全整合解决方案
的产品组合：

Framesoft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组合坚定地专注于金融服务行业，涵盖了
软件解决方案的全部生命周期，从支持早期的概念应用设计阶段，到应
用的交付，以及将应用与客户基础设施进行整合。

• Framesoft 结构产品(FSP)

Framesoft 公司也能够提供客户要求的应用支持，如生产支持，业务和
用户支持。 此外，Framesoft 公司还提供将运行其应用作为动态服务器

• Framesoft PRIIPS KID 生成器 (FPG)

页面的服务，这项服务主要以瑞士总部的先进云基础设施为基础。
Framesoft 公司于 1996 年创建，公司旨在为金融服务业创新且快速发

• Framesoft OTC 平台 (FOP)

展的领域创造技术解决方案。Framesoft 公司解决方案建立在核心模块
（框架）基础之上，能够快速应用开发，满足这些市场上不断变化的需

• Framesoft 合同资源库 (FCR)

求。
Framesoft 公司的主要使命是通过应用本公司框架战略让我们客户从外

• Framesoft 确认单生成器 (FCG)

部技术中获得最大的效益。
Framesoft 公司的独特卖点是支持完整价值链，包括借助于非结构工具，

• Framesoft 法律与合规性事务管理
(FLM)

• Framesoft 文件管理(FDM)

如纸质，电子邮件，传真和电话实施的部分。
客户使用 Framesoft 公司的解决方案
• 实现高度的直通式处理 (STP),
• 避免与人为干预相关的典型操作风险,

• Framesoft 金融研究 (FFR)

• Framesoft 债券回购和证券出借
(FRS)

• Framesoft 费用管理 (FFM)

• 对复杂业务流程的控制
• 提高业务处理的效率和透明度,
• 缩短上市时间
• 降低法律和信用风险

Framesoft 公司的总部位于瑞士的楚格州，子公司如下：
• Framesoft 文件生成器 (FDG)

• 欧洲
➢ 瑞士楚格州(Zug),

• Framesoft 资源管理 (FRM)

➢ 德国 (法兰克福和慕尼黑),
➢ 英国(伦敦),

• Framesoft 安全的在线数据库
(FDM 平台)

• 北美(温哥华)
• 亚洲 (斐济)

• 在线主合同谈判 (FON)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contact@framesoft.com 联系我们或访问公司官
网 www.frame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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