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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产品特点

数据库详情

功能及演示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CSMAR  
Perfect Data Perfect Service  

CSMAR is the leading China data research platform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tool for 15,000 worldwide academic  

and corporate clients. CSMAR  provides a state-of-the art 

interface to a variety of databases including China financial 

market, China industries and economic databases. 

 

 

 

 

 

 

 



经济研究系列 

货币市场系列 

科技金融研究系列 

市场资讯系列 板块研究系列 

衍生市场系列 

行业研究系列 

债券市场系列 海外研究系列 股票市场系列 

13 
系列 

114 
数据库 

20000 
字段 





截至2016年5月6

日，中国知网检

索到引用CSMAR

数据的论文多达

26608篇。 

引用 

大中华地区唯一

加入美国沃顿商

学院WRDS研究

数据平台的数据

提供商。 

唯一 

被诺贝尔获得者
Robert William 
Fogel 高度认可。 

认可 

CSMAR数据被摩

根斯坦利选用，

作为编制MSCI-A

股指数的基础。 

基础 



国泰安公司借鉴CRSP、
COMPUSTAT、TAQ、
I/B/E/S等国际知名数据库
的成熟经验开发。 

• 国际标准 

覆盖了经济、上市公司、股票、基金、债
券、股指期货、商品期货、港股等领域，
包括结构化的财务报表、交易行情以及非
结构化的新闻资讯、研究报告、公司公告
数据等。 

• 数据全面 

 
终端查询系统 
网络版查询系统： 
www.gtarsc.com 
多用户使用 
简捷、随时随地的数据服务 
 

•2种数据采集方式 
与资讯类数据相比，更加针对实证学术研究。侧重
于数据的深度和广度，强调对原始数据的深层专业
加工、整理。能够结合实证研究专题，按研究方向
对海量数据进行分门别类，满足不同研究者的需求，
帮助研究者最快和最方便的构建研究模型。 

• 数据加工整理 

采集：24h×7不间断滚动更新； 

          自动化为主的数据采集模式，提升采集效率。 

传输：UTS dataexpress 实时传输+自行开发的快 

速定制通讯组件，数据2分钟送达客户。 

• 操作快捷 

http://www.gtarsc.com/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中国融资融券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大笔交易数据库 

中国证券市场大宗交易数据库 

中国证券市场指数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交易停复牌研究数据库 

中国特殊处理与特别转让股票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衍生指标数据库  

中国转融通研究数据库 

沪港通研究数据库 

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年、中、季报公布日期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人交易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人物特征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分析师预测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EVA专题研究数据库 

中国银行财务研究数据库 中国新三板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研究数据库（A 股） 中国上市公司诉讼仲裁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研究数据库（B 股） 中国上市公司资质认定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增发配股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性质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红利分配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违规处理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机构股票池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研究数据库 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评估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拍卖与转让研究数据库 中国对外投资研究数据库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 

中国能源行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房地产行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通信行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汽车行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交通运输行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交通运输行业研究数据库（HD） 

中国保险行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钢铁行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医药行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新能源行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石油化工行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农林牧渔业研究数据库 

物流行业经济研究数据库 

中国旅游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土地交易研究数据库 

中国外汇市场研究数据库 

中国黄金市场交易研究数据库 

中国货币市场与政策工具数据库 

中国银行间交易研究数据库 



中国基金研究数据库 

中国私募基金研究数据库 

中国融资分级基金专题研究数据库 

中国基金评级研究数据库 

中国基金评价研究数据库 

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研究数据库 

中国权证市场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指期货研究数据库 

中国国债期货研究数据库 

中国个股期权市场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指期权研究数据库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数据库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 

世界经济景气指数库 

中国工业行业统计数据库 

中国县域经济研究数据库 

中国进出口统计数据库 

世界经济统计数据库 

中国资源研究数据库 

中国农村金融经济研究数据库 

中国教育研究数据库 

中国会展信息研究数据库 

中国海洋经济研究数据库 

中国专利研究数据库 

中国企业创新研究数据库 

美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 

东盟十国宏观经济研究数据库 

香港金融市场研究数据库 

中国港澳台旅游业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收益波动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基本分析研究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日历效应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股利政策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收益预测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盈余反应系数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事件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操控性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研
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风险评价系数β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数据库 

影子银行研究数据库 

中国各省市地方领导资料研究数据库 

中国互联网理财研究数据库 

中国债券市场研究数据库 

板块数据库 

公告数据库 

新闻数据库 

研究报告数据库 

中国天使投资研究数据库 



登录页面： 

快捷注册 
轻松享用 



服务中心平台主要包括： 

数据中心、公告资讯、学术资源、

服务与支持等模块。 

首页主要包括： 

数据更新、最热数据库列表、最新发表论文、学

术报告、学术热点数据推荐模块，并提供【单表

查询】、【自定义查询】的快捷进入方式及【数

据搜索】功能。 



     以搜索“股票”信息为例： 

在数据搜素框中输入“股票”，点击【搜索】按钮 



弹出窗口中可以查看到

与股票相关的字段、表、

库的信息。 



数据中心包含： 

【单表查询】、【跨表查询】及【自定义查
询】三大分项模块，其中自定义查询细分为
【金融数据】查询与【经济数据】查询。 



【单表查询】 

主要是查询单个表文件的数据，而这些数据通过结合实

证研究专题，按研究方向不同将数据分为13个系列、

114个数据库，它覆盖了宏观经济、行业经济、上市公

司、股票、基金、债券、股指期货、商品期货、港股等

领域的数据，满足不同研究者的需求。 

以下载“日个股回报率文件”部

分数据为例来介绍【单表查询】

的功能。 



首先，设置【字段选择】、

【代码选择】、【时间选择】

及【条件筛选】。 

  



√ 

√ 

√ 

在【字段选择】中勾

选你所需要的选项。 



在【字段选择】中勾

选你所需要的选项。 

√ 



可以将选择的代码

进行自定义【保存】

或【导出】。 



可以将选择的代码保存到【自

定义板块】中，在栏中输入自

定义板块名称，点击确定后，

可在【自定义板块】 中查看。 





可以通过【时间选择】来设定

想要获得数据的时间节点。 



可以通过【条件筛选】来设定

字段、运算符、条件值等，更

加准确地选取你所需要的数据。 



条件设定好后，点击【添加】，

即可在下方表格中查看筛选信息，

也可继续【添加】或【删除】。 



设置好查找条件后，可以进行【预

览数据】、【下载数据】、【保存

选择方案】。 



【下载数据】 

数据可以直接以支持的19

种格式下载，也可以下载

到邮箱。 





可以点击【下载详情】，

查看下载进度。 



可以将我们经常使用的数据保存

到【我的方案】中，在栏中输入

自定义方案名称，点击确定后，

可在【我的方案】中查看。 



平台也支持【绘图】和【统计】

功能，点击【绘图】，查看数

据统计图；点击【统计】，查

看数据统计信息。 



可将绘制出的图文件进行保

存，支持四种格式的下载。 





除了查看统计数据结果，

还可以将其【导出保存】。 



【跨表查询】 

提供了同一金融品种相关联指标的组合查询方式，操

作方便快捷，用户可以灵活定义各种指标组合，定制

所需的数据。跨表查询分为【股票】数据和【债券】

数据两种类型。该模块的功能大致的同单表查询，仅

指标的参数设置不同。 

以股票“日行情“查询为例 



可根据需要，自定义选择列

表中的指标，单击自动导入

【指标列表】中。 







对于缺失的数据可已选

择选择不同的填充方式。 



其他功能与【单表查询】

大致相同。 



【自定义查询】 

以【金融数据】查询中的【股

票】为例，操作步骤与【跨表

查询】大致相同，仅指标参数

设置不同。 



【公告资讯】 

【公告原文】、【财经新闻】、【研究报告】

三个板块。以【公告原文】板块为例。 



【公告原文】 

主要有分类浏览、公告收藏、简单检索、

高级检索、原文下载以及定制下载等功能。 



【学术资源】 

该模块链接到中国实证研

究网，分为【研究】与

【教学】两个专区。 



【学术资源】 

提供学术论文、课程资料、

案例资料等内容的下载，

另外可以浏览各种学术会

议、学术活动等信息。 



【服务与支持】 

为了让您享受更方便、快捷、周到

的服务，我们为您提供【数据定

制】、【在线客服】、【常见问

题】、【操作演示】、【说明书下

载】、【个性化服务】、【联系我

们】等内容，帮助您快速掌握系统

使用和查找到需要的数据。 



【操作演示】 

按照功能为客

户提供操作演

示视频，客户

可以通过观看

视频快速掌握

操作流程。 



【说明书下载】 

可用通过检索，

找到你所需要的

数据库，下载说

明书，进一步了

解库内容。 



【联系我们】 

为方便客户更快捷直接地了

解产品，我们特别提供【在

线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

务零距离。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