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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数据库概况

全 称：China 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定 位：研究型精准数据库

标 准：CSMAR数据库参照CRSP、COMPUSTAT等权威数据库的标准。

服务对象：以研究和量化投资分析为目的的学术高校和金融机构。

内 容：将数据库分为股票、公司、基金、债券、衍生、经济、行业、海

外、资讯系列数据库。涵盖中国证券、期货、外汇、宏观、行业等经济金融

主要领域的高精准研究型数据库，是投资和实证研究的基础工具。

官 网：http://cn.gtadata.com/或http://www.gtarsc.com



数据库概况

经济研究系列

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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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经济系列

行业研究系列

债券市场系列海外研究系列

股票市场系列

18
系列

150+
数据库

50000+
字段

商品市场研究系列专题研究系列

公司研究系列 因子研究系列 人物特征系列



数据库概况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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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签订扩大合作协议，目前13个数据库纳入wrds研究数据平台

唯一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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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 截至2020年11月23日，国内外使用CSMAR数据的论文多达80000多篇。

引用

CSMAR数据库的研发，始终确保：

数据来源权威、采集流程专业、质检流程规范

为广大用户提供高质量数据，助力学术研究。



数据库概况

引用CSMAR数据的国际顶尖期刊

截止2020年11月23日统计

Field JournalName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0 1 1 1 1 1 1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 3 3 4 5 8 9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 2 2 5 5 5 6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4 18 25 37 51 57 88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0 1 1 3 5 7 8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5 10 13 20 31 38 43

Review of Finance 0 1 2 2 2 2 3

Accoun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0 0 3 3 5 6 6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0 1 2 2 2 3 5

The Accounting Reviews 1 2 4 7 9 9 9

Economic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0 1 1 1 1 1 1

The Economic Journal 1 1 1 1 2 2 2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0 2 3 4 6 7 9

TOTAL 14 43 61 90 125 146 190



数据查询

1. 关键字搜索（支持模糊搜索）

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搜索框下显示包含关键字的相关字段、数据表、数据库信息，点击搜索，包含此
关键字的字段/表/数据库结果将查找出来。 比如输入“股票”，点击”股票价格”进行搜索，在弹出来的
对话框中显示搜索的结果。如图所示：



数据查询

2. 数据查询

如果您希望查看某个数据库的数据，只需点击【数据中心】-“单表查询”指定系列界面的某个数据库名称，
将会进入当前数据库的数据查询页面。有权限的数据库为黑色字体显示，无权限的数据库为灰色字体显示。

数据库的数据查询页面展示当前数据库的数据库信息，其中：黑色字体显示有权限的数据表，灰色字体显
示无权限的数据表。



数据查询

3. 时间设置与代码设置

设置所需查询的数据时间区间，无权限的数据表不可进行时间设置；有权限的数据表时间设置范围是权限
内的时间区间。

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代码设置：全部代码、代码选择、代码导入（请严格按照代码模板进行导入）。



数据查询

4. 字段选择与条件筛选

选择需要查询下载的字段，可以通过单击字段项或者点击【全选】按钮进行字段选择。如果当前数据表包
含字段太多，您可以通过在输入框内输入您想查找的字段关键字进行实时搜索。如需了解当前数据表的字
段说明，可点击【字段说明】进行查看。

如果您想对查询数据设定筛选条件，可以通过设置条件方式进行条件限定，以满足符合一个或者多个条件
组合的数据结果。



数据查询

5. 数据下载与数据库资料

设置好查询条件后，点击【下载数据】。新页面打开数据下载概要，您将看到具体的条件设置信息，同时，
下方显示查询数据的下载压缩包。点击压缩包名称，可直接下载数据到本机。

如果您想查看某个数据表的样本数据或字段说明，请点击【字段说明和样本数据】。或者，您可以通过点
击【数据库说明书】查看当前数据库的简介和下载数据库说明书。当有此数据库的表权限时，才能下载数
据库说明书。如果您想了解采用数据库发表的文献情况，可点击【相关文献】查看，目前主要展示《会计
研究》、《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期刊中采用CSMAR数据的文献列表。



数据查询



数据应用

经济数据 智能财经报告



数据应用

按年/季/月频率

整理归类

数据按频
率分类

01.

按需展示为时间序

列、截面数据和面

板数据

数据展示方
式完美融合

02

全国/省/市/县不

同层级数据可合并

查询、下载

跨区域层级
数据查询

03

选择指标，数据

实时显示

数据实时
响应

04

一. 经济数据模块



数据应用

数据按年度、季度、月度不同频率分类



数据应用

面版数据（Panel Data）：时间序列—横截面

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行方向

时间序列数据（Time-series Data）：列方向



数据应用

行方向：时间序列数据

列方向：横截面数据



数据应用



数据应用



数据应用



数据应用

跨区域层次（全国/省/市/县）数据查询



数据应用

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某一级地方政府的财
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区别于已有文献，
该研究则基于中国多级纵向政府结构的现实，通过
多层级政府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对财政分权的经济
增长效应进行了模拟分析，同时研究了省级财政分
权与市级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从而可以比较
分析不同层级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

跨区域层次文献研究案列 对于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该研究文主要从财政收入分权的视
角来核算，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省财政分权=人均省级财政收入/（人均省级财政收入+人均中央财政收入）

市财政分权=人均市级财政收入/（人均市级财政收入+人均省级财政收入+
人均中央财政收入）

该研究利用2000~2016年中国省、市两级数据进行系统
GMM 估计。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省、市实际经济增
长的影响皆显著为正。



数据应用

智能风控

基于自然语义和量化分析

构建风控模型，提供关键

金融风险比率计算自动化

等解决方案

市场情绪

语义级市场情绪判断模型

可视化呈现，帮助投资者

快速了解资本市场对个股、

竞争对手及产业链上下游

的情绪变化

智能诊断

基于多模型量化分析和自

然语言理解技术，利用主

流分析模型进行回测和预

测

一键生成

快速高效生成个股研报，

以便实时跟进瞬息万变的

资本市场

二. 智能财经报告



数据应用















数据服务

合作数据

➢ 增值服务

定制服务：为客户量身定制所需数据

调研服务：协助客户采集非公开数据

➢ 数据合作

与专家学者一同合作开发

专利被引用研究数据库

企业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引领宏观经济转型的第一动力。公司创新通常

以研发费用、专利数量和专利被引用数量来衡量。

其中，研发费用为前期投入，专利则为创新的后期

成果，最能代表公司有效创新的是专利被引用情况。

专利被引用

研究数据库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授

权专利被引用信息表

引用专利信息表

分年度专利被引用

次数统计表



CSMAR数据资源

 热门数据库

 最新数据库

 新库相关研究及数据资源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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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数据库

150+

数据库

50,000+

字段



热门数据库——公司研究系列

公司治理

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主体

（控股股东、董事会、监事

会等）；信息披露； 代理问

题…

公司内控

组织结构与内部环境；人员

管理；控制活动；对控制的

监督；风险管理…

公司治理与内控

战略分析

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企业

资源禀赋…

商业模式

关键资源能力；盈利模式；

现金流结构；企业价值…

环境与战略

营销策略

财务策略

股利政策；股票回购…

资本运作

收购兼并；公司分立；股份

回购；企业托管；资产置换；

资产重组…

企业行为

会计分析

报表分析

三大切入点（盈利质量、资

产质量、现金流量）；重点

项目（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盈利预测

绩效与估值

股票估值

股东

内部控制

治理结构 家族企业

红利分配

并购重组

股票回购

会计信息质量

财务报表

分析师预测

公 司 研 究 系 列

财务指标分析

行业财务指标



最新数据库

2019

2020

2019

对赌协议

金融机构分支机构

新冠疫情主题

◆ 新冠疫情与经济研究数据库

◆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

研究数据库

会计信息质量

已实现指标

国际宏观
基金经理人物特征

审计研究

文化研究

行为金融

海外直接投资

股吧舆情

信托行业

行业财务指标



国际宏观综合数据库

关联热点文献

背景
介绍

近年来全球政治政策与经济处于一个比较不稳定和不确

定状态，特别是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发，对原本就

不确定的全球贸易政策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疫情的扩

大也增加了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有可能触发其系统性

的金融风险，国际经济政治必受到影响。因此各国都积

极推出财政和货币政策，对长期经济发展都可能存在影

响。国际宏观综合数据库的推出，有助于学者研究疫情

对全球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利用特

色指数指标深度挖掘各国政治经济情况，同时可以研究

全球经济间的传导性影响情况，为学术研究提供及时的

数据支撑。国际宏观综合数据库包括世界经济总览，世

界经济展望预测，景气指数，金融，制造业，军事，全

球性问题，物流绩效八大模块，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

的宏观数据，收录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IFM，

全球清算银行等，数据最早为1896年。

⚫ Fajgelbaum, P. D. Labour market frictions, firm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0.

⚫ 刘伟，蔡志洲.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及产业
结构升级【J】.管理世界，2018.

⚫ 郭卫军，黄繁华.经济自由度的增加能否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基于 G20 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9.

⚫ 崔百胜，葛凌清.中国货币政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溢出
效应的异质性分析——基于 GVAR 模型的实证研究
【J】.华东经济管理，2019.



国际宏观综合数据库

世界经济总览
景气指数

数据库概况

◆上线时间：2020.09

◆起始时间：1896-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署、IFM、全球清算银行等

◆特色指标：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全球军费开支，国家脆弱指数，清廉指数，

国际物流绩效指数，全球制造业产出增速估计等

◆更新频率：月/季/年

◆表字段数：33张表

制造业
全球性问题

世界经济展望预测
金融

军事
全球物流绩效指标



国际宏观综合数据库

经济自由度的增加能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 G20 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2019.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稳

定性、经济结构优化、社会福利和绿色发展五个

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 2001—

2014 年 G20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 GMM 动

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

长质量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

经济自由度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而且在 2008 年以后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但这

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

从经济自由度分项指标看，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

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和劳动与商业

管制等方面的改善都对经济增长质量有一定的提

升作用，而政府规模的改善需超过一定的临界点

才会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𝑄𝑢𝑎𝑙𝑖𝑡𝑦𝑖𝑡 = 𝛽0 + 𝛽1𝑄𝑢𝑎𝑙𝑖𝑡𝑦𝑖𝑡−1 + 𝛽2𝐹𝑟𝑒𝑒𝑑𝑜𝑚𝑖𝑡 + 𝜆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𝑡 + 𝜀𝑖𝑡

𝑄𝑢𝑎𝑙𝑖𝑡𝑦𝑖𝑡 ：i 国家在 t 年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𝐹𝑟𝑒𝑒𝑑𝑜𝑚𝑖𝑡: i 国家在 t 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

经济研究系列 国际宏观

• 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年）

全球性问题

相关指标查询路径



已实现指标研究数据库

背景介绍

近年来随着对市场微观结构数据的深入探索，越来越多研究人员关注日内

股票实际的交易情况特征，收盘数据无法满足对日内数据的探索，但是日

内数据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数据量太大，难以进行统计建模等工作，所以学

者们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在进行日内数据转换频率转变成日频数据。基于

实际的客户需求，CSMAR团队设计并研发了已实现指标研究数据库，该库

采用了大量的日内数据，并进行频率转换，统计计算，最终形成了部分日

内转日频指标数据表，此库的推出旨在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市场微

观结构数据。本数据库主要包括七张数据表，涵盖了买卖价差、已实现指

标、信息不对称、买卖不平衡等指标。

⚫ Brogaard J , Hendershott T , Riordan R . High 

frequency trading and the 2008 short-sale ba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7.

⚫ 陈国进, 张润泽, 谢沛霖. 知情交易、信息不确定性与股票风

险溢价[J]. 管理科学学报, 2019.

⚫ 陈逢文, 金启航, 胡宗斌. 中国股市价格跳跃行为的验证及应

用[J]. 财贸经济, 2018.

⚫ 陈坚, 张轶凡. 中国股票市场的已实现偏度与收益率预测[J]. 

金融研究, 2018.

⚫ 张峥, 李怡宗, 张玉龙, et al. 中国股市流动性间接指标的检

验——基于买卖价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4.

⚫ 左浩苗, 刘振涛. 跳跃风险度量及其在风险——收益关系检

验中的应用[J]. 金融研究, 2011.

关联热点文献



已实现指标研究数据库

个股买卖价差
指数已实现指标

数据库概况

◆上线时间：2020.09

◆起始时间：2003-

◆数据来源：沪深交易所提供的海量日内交易数据

◆特色指标：相对有效价差、已实现波动率、已实现偏度、跳跃波动率、主动

性买入成交金额、个股知情交易概率（VPIN）等

◆更新频率：月

◆表字段数：7张表，101个字段

指数跳跃指标
个股买卖不平衡指标

个股已实现指标
股跳跃指标

个股知情交易
概率指标



已实现指标研究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的已实现偏度与收益率预测

金融研究，2018.

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一直是金融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股票市场投资人除了承担市场风险，同时还承担

了偏度风险。本文构造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已实现

偏度，并检验了其对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预测

能力。实证结果显示，当前较低的已实现偏度可

以显著预测下个月中国股票市场较高的超额收益

率。在控制了一系列的其它股票预测变量之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此外，基于四种不同的构造方

法，已实现偏度对上海和深圳两个股票市场都具

有显著的预测能力。从经济解释上，本文发现已

实现偏度对股票收益率的预测能力是通过影响股

票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从而传导到股票市场收

益率。 因子研究系列 已实现指标

• 已实现偏度

指数已实现指标表

相关指标查询路径

构造中国股市的偏度风险

① 利用 5 分钟的日内高频指数价格构造日

度股票收益率

② 计算日度已实现偏度

③ 月度已实现偏度为月内所有交易日的日

度已实现偏度之和

1

检验样本内预测能力

2

t+1时刻股市
超额收益率

t时刻已实现
偏离度

第i个中国经
济变量

检验样本外预测能力

3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研究数据库

会计信息质量是企业会计信息与实际资金运动的符合程度，会计信息质

量的高低对投资人的投资决策及保护自身权益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经营

权与所有权充分分离的资本市场当中，其作用更加明显。

基于此，CSMAR团队研发设计了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研究数据

库，希望能够对机构和个人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证研究方面有

所帮助，并进一步促进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

背景简介
⚫ Xiaoran Ni. Does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matter for earnings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non-shareholder constituency 

statutes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0.

⚫ Y. Chen, L. Che, et al., Corruption culture and accounting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2020.

⚫ Marie Herly，Jan Bartholdy，Frank Thinggaard. A re-

examination of accruals quality following restatements [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20.

⚫ Ryan D.Guggenmos.The Effects of Creative Culture on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0.

⚫ 雷新途，汪宏华. 政府反腐风暴提高企业盈余质量了吗——来自中国

上市公司的证据【J】.会计研究，2019.

⚫ 柳木华，雷霄. 审计师利用专家工作抑制盈余管理了吗?——基于关键

审计事项披露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20.

⚫ 谢德仁，张新一，崔宸瑜. 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分类操纵——来自

业绩型股权激励“踩线”达标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9.

关联热点文献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研究数据库

财务报告信息
盈余质量

数据库概况

◆上线时间：2020.06

◆起始时间：2000-

◆数据来源：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临时公告，深交所等

◆特色指标：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异常生产成本、异常酌量费用、真实盈

余管理、营运资本变动、审计师签字时滞

◆更新频率：年/日

◆表字段数：17张表，294个字段

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会计稳健性
会计信息可比性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研究数据库

Corruption culture and accounting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20.

该研究分析了中国多个城市的腐败问题对上市公

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笔者以当地腐败高官被

逮捕的事件来刻画该城市的反腐工作，并采用DID

方法来对比腐败高官落马（以下简称“事件“）

前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若公司依附的官员背景越强硬，

或公司与腐败官员的联系越密切，事件发生后会

计信息质量改善的程度就越高。笔者还发现，会

计信息质量改善了的公司，在事件发生后会更倾

向于再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SEO），且资金成

本会有所降低。研究最后指出，公司改进会计信

息质量的措施包括更换审计员、强化内部控制以

及加强业绩预告的披露。

𝐹𝑅𝑄
= 𝛽0 + 𝛽1𝐶𝑜𝑟𝑟𝑢𝑝𝑡 + 𝛽2𝑃𝑜𝑠𝑡 + 𝛽3 𝐶𝑜𝑟𝑟𝑢𝑝𝑡 × 𝑃𝑜𝑠𝑡 + 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
+ 𝐹𝑖𝑟𝑚 𝐹𝑖𝑥𝑒𝑑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 𝑜𝑟 𝐼𝑛𝑑𝑢𝑠𝑡𝑟𝑦 𝑎𝑛𝑑 𝑃𝑟𝑜𝑣𝑖𝑛𝑐𝑒 𝐹𝑖𝑥𝑒𝑑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 + 𝑌𝑒𝑎𝑟 𝐹𝑖𝑥𝑒𝑑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 + 𝜇

FRQ：因变量，财务报告质量，反映会计信息质量好坏

在稳健性检验中，笔者选取其他指标衡量会计信息质量：
➢ 基于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 基于业绩调整的可操纵应计利润模型计算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 基于DD模型计算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公司研究系列 会计信息质量

• 盈余管理

盈余质量

相关指标查询路径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研究数据库

论文指标名称 对应CSMAR表名 指标来源文献

操控性应计DA
应计盈余管理指标表-修正
Jones模型（年）

审计师利用专家工作抑制盈余管理了吗?——基
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验证据

异常现金流量

真实盈余管理指标表（年）
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分类操纵——来自业绩型
股权激励“踩线”达标的证据

异常生产成本

异常操控性费用

真实盈余管理



新冠疫情主题系列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湖北武汉爆发，随后蔓延至全国，同

时世界其他国家亦出现新冠疫情，尤其是韩国、意大利、日本等较为严

重。此次突发疫情事件，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对整个人

类社会的医疗卫生体系、经济等方面也是一个重大挑战。

CSMAR希望通过建立新冠疫情主题系列数据库(含新冠疫情与经济研究

数据库与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研究数据库)，助力学者开

展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的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相关研究工作，为

科学防控、减轻事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社会

管理能力提供决策支持和对策建议。

背景简介
⚫ Jia J ,  Lu X ,  Yuan Y , et al. Population Flow Drives Spatio-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OVID-19 in China[J]. Nature, 2020.

⚫ Wu Y ,  Jing W ,  Liu J , et al.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n the daily new cases and new deaths of COVID-19 

in 166 countrie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 Liu H Y ,  Manzoor A ,  Wang C Y , et al.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Affected Countries Stock Markets Respon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

⚫ Mengyao Fu, Huayu Shen. COVID-19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energy industry [J]. Energy Research Letters, 

2020.

⚫ 肖土盛，孙瑞琦，袁淳.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价

值研究【J】.经济管理，2020.

关联热点文献



新冠疫情主题系列

疫情基本信息 人口流动 经济影响

新冠疫情与经济研究数据库

◆上线时间：2020.03

◆起始时间：1952-

◆数据来源：国家及各省份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财政部、腾讯较真平台、百

度迁徙等

◆特色指标：逗留地点、逗留人数、行为轨迹、定点医院数量、迁入人口比例、

迁出人口比例

◆更新频率：年/季/月/日/不定期

◆表字段数：16个文件，159个字段



新冠疫情主题系列

公共卫生
国际影响

疫情防控
社会关注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研究数据库

◆上线时间：2020.05

◆起始时间：1918-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中国红十字会官网、巨潮资讯、欧洲统计数

据(Eurostat)等

◆特色指标：援助地区、主要援助服务内容、医院治疗护理病床数、医院康复

护理病床数、医院长期护理病床数、负责的国家疫苗监管机构、复工日期、

复工说明、复学时间、援助明细

◆更新频率：年/季/月/日/不定期

◆表字段数：40张表，327个字段

企业复工复产

学校复学复课

景气指数

股票行情

大宗商品

国际影响
International Impact

红十字会

企业捐赠

国外援助

社会关注
Social Concern防疫保障物资

防疫应急物流

疫苗

口罩生产

疫情防控
Emergency Control

新冠肺炎

非典型肺炎

中东呼吸综合征

埃博拉病毒

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



新冠疫情主题系列

Population Flow Drives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OVID-19 in China.

Nature，2020.

该研究利用海量手机用户定位数据，构建了时空

“风险源”模型，预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布，

提前识别风险高发地区，帮助决策者快速、精准

地评估风险，合理调配有限资源，防范疫情爆发。

该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已有相关研究多是基于

历史人口流动数据（如前一年的春运客流量）进

行风险预测，而该研究采用的是实时观测数据，

且更关注群体流动，有助于提高预测准确性。

该研究还指出，除手机实时定位数据外，其他反

映人口流动的数据（如火车票、汽车高速费等）

也可以用来预测疫情的传播。 专题研究系列 新冠疫情与经济研究

• 各城市迁出人口比例表

人口流动

相关指标查询路径

𝜆 𝑡▏𝑥𝑖 = 𝜆0(𝑡) ෑ

𝑗=1

𝑚

𝑒𝛽𝑗𝑥𝑗𝑖 𝑒σ𝑘=1
𝑛 𝜆𝑘𝐼𝑖𝑘

𝜆 𝑡▏𝑥𝑖 ：t时间下，给定武汉流出人口量进入i地时，当地累计确诊病例的风险函数
𝑥𝑖：控制变量，𝑥𝑖 = 𝑥1𝑖 , 𝑥2𝑖,…𝑥𝑚𝑖 ，包括1月1日至24日当地累计武汉流入人口量、当地
GDP以及当地人口数量等



CSMAR与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步骤

 实证论文写作规范

 实证范文与数据资源获取

03
Part three





实证研究步骤——选题

01 价值性原则 02  可行性原则

（1）选题应有社会价值、实践意义

选题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与总目标相一致。

（2）选题应有科学价值、学术意义

选取具有学术价值的课题，最根本的是选择

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课题。

创新在学术论文中主要体现为: 发现、提出新

问题; 完善、补充前人的观点、理论; 否定纠正前

人某一结论、成说; 发掘、提供新的资料; 采用新

的角度方法，作出新的论证; 运用已有理论研究解

决社会和学科发展中的迫切问题。

（1）选题要难易、大小适中

（2）选择有条件完成的课题

需要充分考虑获取必要文献资料的条件、完成

课题的时间条件、导师的指导条件等。



实证研究步骤——选题

（1）新中国经济发展70年：理论发展与实践经验

（2）数字经济热潮与治理研究

第一类 2019新涌现的热点问题

（1）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2）中国脱贫攻坚理论与实践

（3）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长与区域金融风险防范

（4）中美贸易摩擦对国际经贸关系的影响

（5）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6）完善多层次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研究

第二类 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推进

近期经济管理学研究热点

(1) 学术性 (2) 社会性 (3) 全面性(4) 平衡性 (5) 综合性 (6) 包容性 (7) 关注度



查找并阅读发表在一流刊物上的文章

查找学术权威发表的研究成果

查看权威论文的参考文献

利用学术搜索引擎

实证研究步骤——文献回顾

查找文献



读摘要和结论

读摘要、引言、发现和结论

通读全文

实证研究步骤——文献回顾

阅读文献



实证研究步骤——文献回顾

文献综述的几种结构安排

1. 按照综述对象的不同构成部分

2. 按照综述对象自身的发生、发展顺序

3. 按照主要的研究范式(paradigm)、学术

流派(school)、研究视角(approach)或

观点(viewor perspective)

4. 按照研究阶段(时期)

5. 其他结构安排

撰写文献综述中常见的问题

1. 文献搜集不全，遗漏重要观点

2. 文献阅读不深入，简单罗列，“综”而

不“述”

3. 个人观点在综述中占主体

4. 避重就轻，故意突出自己研究的重要性

撰写文献综述的一般步骤

1. 文献的搜集

2. 文献的阅读和分类

3. 文献的加工、比较和评论

4. 预测研究趋势，提出有待进一步研

究的问题

文献综述撰写



实证研究步骤——建立理论模型

什么是理论基础？

堆砌参考文献不是理论基础；数据本身不是理论基础；罗列变量和构建（Construct）不是理论基
础；图表不是理论基础；假设或预测不是理论基础。在进行一项实证研究时，首

先要思考这项研究在理论上

有没有意义。

没有理论支撑的实证研究很

可能变为数据挖掘的游戏。

理论基础应当是一系列阐明变量间关系的定理的集合，是关

于现象的联系，关于为什么行为、实践和思想会发生。

理论强调的是因果关系的本质，界定时间发生和因果的顺序。

一个好的理论基础就是要深挖潜在过程，帮助我们发现和理

解一个特定事件发生和不发生的系统性原因。



数据

◼ 实证研究最重要、最基本

的要素

◼ 数据的真实性决定了实证

结果的稳健性、可靠性

数据的真实性与数据的来源密切相关，数据的类型通常决定计量模型的选择。

• 截面数据

• 时间序列数据

• 面板数据

02 数据类型

• 调研数据：在研究居民微观经济问题时(例如，消费、投资以及储蓄等行为) ，

研究者或者政府等机构通常会搜集微观调研数据

• 统计和行政管理数据：政府的数据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所以在研究中受到广泛

采用

• 实验数据：由于传统经济分析在某些实证分析中无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实验经

济学便大行其道

01 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步骤——收集数据



数据收集与整理 描述性统计分析 计量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实证研究步骤——计量分析

计量经济模型作为一个模型

必然存在的假设条件

外生性

在计量经济的实证研究中，

经常会存在伪回归的问题

伪回归

统计上的显著性和经济上的

显著性有很大区别

经济学上的显著性



实证论文写作规范

01
长短适中，概括性强，重点突出，一目了然，最好能有

诱读力，以吸引读者阅读。

标题 02
简明扼要地概括论文的研究体系、主要方法、重要发现、

主要结论等。

摘要

03
每篇文章一般有3－8个关键词，浓缩论文主题。

关键词 04
论文的开头部分，阐明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主要

方法等，综述已有研究，介绍论文的主要结果和结构安

排。

引言

05
引言之后、结论之前的部分，介绍研究的材料和方法，汇报研

究结果并对结果进行讨论。内容可包括材料和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结果（Results）及讨论（Discussion）。

正文 06
对研究的主要发现和成果进行概括总结，提出政策建议，

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对研究的后续工作进行展望。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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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的面部特征与盈余预测的准确性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本文

基于成就驱动假设，利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所收集的分析师照

片，研究了分析师面部宽高比（fWHR）与其预测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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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范文

近期资本市场参与者的物理特征及其经济后果

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发现首席执行官

的声音可以用来预测误报的可能性，也有研究

表明个人的身高和肥胖会影响他们的投资组合

选择。

最近，面部宽高比（fWHR）引起了学术界和

公众的广泛关注，具有更高fWHR的男性表现

出更多的男性行为(侵略、欺骗和冒险)，这可能

是由于睾酮影响了面部结构和行为。本文从成

就驱动角度，研究了中国证券分析师的面部宽

高比与其盈余预测准确性之间的关系。

• Background

• Literature Review

Introduction

01 引用某人某言

Quotation

02 以小说大/以大说小

From the specific to the 

general, and vice versa

03 提问题

Question

04 直接表达观点

Statement  of thesis

如何写好引言
01

本文的三个贡献：为面部宽高比的成就驱动特质

提供了经验；深化了对面部宽高比与行为之间关

联机制的理解；厘清了现有文献中面部宽高比与

攻击性行为在部分区域不存在明显相关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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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fWHR, Testosterone, and Behavior

◆ Mechanisms linking fWHR to behaviors and sexual 

dimorphism in facial structure

◆ Autonomic arousal hypothesis versus achievement 

drive hypothesis

Autonomic Arousal Hypothesis Hypothesis

Testosterone-based mechanism

(1)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male secondary sex traits during prenatal period 

and/or adolescence (e.g., fWHR) 

(2) Exerts organizational effects sculpting the brain’s neural struct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ability to program activational responses to steroids (e.g., circulating 

testosterone), which affects behaviors later in life 

Mechanism

Testosterone

Facial width-to-height ratio
(fWHR) Innate masculine behavior

Testosterone

Facial width-to-height ratio
(fWHR)

Achievement drive

Calculated masculine 
behaviors

Achievement Drive Hypothesis

We use the setting of Chinese
financial analysts to test the
achievement drive hypothesis. The
main prediction is that analysts
with higher fWHR have a stronger
desire to strive for achievement
and success. Consequently, they
put more effort into their jobs and
exhibit higher performance.

本文以中国证券分析师为研究对象来
检验成就驱动假设，即具有较高fWHR
的分析师更倾向于争取成就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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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Range：2004-2014

• Number of sample:  

Analysts : 1193 male analysts

Forecasts : 19324 at  the analyst-firm-

year level 

No forecasts issued  less than 30 days before 

the earnings announcement date

No forecasts for firm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Sample Selection

• fWHR: Picture quality; endogeneity

• Analyst performance : Forecast 

accuracy

Variable Measurement

• Initial analyst-level pictorial sample : 

Securities Association of China (SAC) 

• Analysts’ annual earnings forecasts  : 

Chinese Brokerage and Analyst 

System (CBAS)

• Firm-level : CSMAR, WIND, iFinD ,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Data Source

Variable Measurement, 

Sample Selection, and 

Summary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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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esign and 
Main Empirical Results

04
因变量
Accuracy：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根据公式𝐴𝑐𝑐𝑢𝑟𝑎𝑐𝑦=（𝐴𝐹𝐸𝑚𝑎𝑥-𝐴𝐹𝐸）/（𝐴𝐹𝐸𝑚𝑎𝑥-
𝐴𝐹𝐸𝑚𝑖𝑛）计算，其中𝐴𝐹𝐸𝑚𝑎𝑥和𝐴𝐹𝐸𝑚𝑖𝑛分别是当年研究该公司的分析师们预测误差绝对
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Accuracy的值介于0和1之间，其值越高表示预测越准确。

控制变量
fWHR：面部宽高比例。左右两侧之间的距离（颧骨宽度）相对于上唇与眼睑最高点之间
的距离（面部高度）（SAC）
D(fWHR>median)：虚拟变量，如果该分析师的面部宽高比例高于中值，则该变量为1，
否则为0 （SAC）
LagAccuracy（前一年同一公司的预测准确性）（CBAS, CSMAR）
Dayselap（距离同一公司的任何分析师发布的上一次预测的距离天数）；Frequency
（同一公司同一年度分析师的预测频率）；Horizon（从预测日期到财政年度结束的时
间）；Brokersize（证券公司雇用的分析师人数）；Experience（分析师跟踪该公司的
年数）；Companies（分析师跟踪的公司数量）和Industries（分析师跟踪的行业数
量）；AnalystAge（分析师年龄)；Postgraduate（分析师学历） （CBAS）

Research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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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Empirical Results

The forecast accuracy of an 
analyst with above-median fWHR
is 0.032 higher than that of an 
analyst with below-median fWHR;

第1列中D（fWHR>median）的系
数为0.032（ p <0.01），表明
fWHR高于中位数的分析师的预测准
确率比fWHR低于中位数的分析师高
0.032，这与成就驱动假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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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esign and 
Main Empiric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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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Empirical Results

The odds of conducting a 
corporate site visit are about 
12%–15% higher for a high-
fWHR analyst than for a low-
fWHR analyst.
High-fWHR analysts exert more 
efforts to acquire information.

第1栏（第2栏）D（fWHR>median）
的系数是0.136，p <0.01 （0.117，
p <0.05），表明高fWHR分析师进
行公司现场调研的几率比低fWHR分
析师高出12％-15％。该结果表明，
高fWHR分析师在获取信息方面付出
了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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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esign and 
Main Empiric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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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Empirical Results

On average, 8% of the estimated total effect of fWHR on forecast accuracy is 
via corporate site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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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Empirical Results

BrokerAssets : The size of an analyst’s 
brokerage firm , measured as the 
previous year’s total assets;
Title : An analyst’s position; 
The association to be weaker among 
analysts with high status, because these 
analysts have fulfilled their achievement 
drive to a greater extent and they face 
restricted upward mobility.

本文使用如下两个变量衡量分析师的地位：
分析师证券公司的规模（BrokerAssets)，
和分析师职称（Title)
如果fWHR与非绩效之间的关系由成就驱动
假设所解释，那么预计在高地位的分析师中
这种关联会变弱，因为这些分析师已经在更
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成就，幷且他们的职
位上升空间有限。
结果显示，只有当分析师被归类为低地位分
析师时，D（fWHR>median）与预测准确
度呈正相关且显著相关（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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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Empirical Results CF_Volatility : The operating cash flow 
volatility, i.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operating cash flow deflated by total 
asset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R&D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Posit :securities prices of firms with more 
uncertain operating environment may fail 
to fully reveal all private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efforts are likely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analysts’ 
performance

根据先前的研究，分别以如下两个变量来衡量
公司的不准确性：经营现金流波动率
（CF_Volatility）和研发支出（R＆D）。
运营环境更加不稳定的公司的股价更难揭示公
司信息，此时信息获取工作对分析师绩效提升
更为显著。如果成就驱动假设成立，那么面对
不确定性更高的公司，高fWHR的分析师所做
的额外努力将导致其预测准确度更为突出。
结果显示，D（fWHR>median）的系数在高
不确定性子样本中更显著为正，假设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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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Sexual Dimorphism in fWHR

The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estosterone-based mechanism for the 

fWHR–behavior link. 

Testosterone, Competition, and 
fWHR-Performance Association 

Th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estosterone-based hypothesis and suggest 

that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fWHR

and performance is stronger when the 

competition among analysts is more intense.

05
Test Related to the Mechanisms Linking fWHR to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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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Analyses to Dimensions of Analyst 

Performance and Analyst Forecast Behaviors

① ②

①：Alternative performance measures 
②：Other analyst forecast behaviors

➢Hazard Rate (Star=1), the probability of an 
analyst being ranked as a New Fortune star 
analyst in a given year, conditional upon the 
analyst “having survived” without such an 
event until then；

➢BHAR[0,+2], stock picking ability calculated 
as the buy-and-hold market-adjusted returns；

➢ Investment_Banking, investmentbanking
business generating ability coded as one if 
an analyst’s bank underwrites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or a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 
of the firm covered by him during the current 
year and zero otherwise;

➢Bold, forecast boldness coded as one if an 
analyst’s forecast is above or below both 
the analyst’s prior forecast and the 
consensus forecast immediately before his 
forecast and zero otherwise;

➢Consistency, forecast consistency ;
➢ LFR, forecast timeliness, reflects analysts’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capit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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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Robustness tests with 

sample perturbation

Ⅱ

Survivorship and backfilling bias

Ⅲ

Association between fWHR and 

achievement drive in women

07
Robustnes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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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 New milestone in understanding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cial structure and human behaviors : the positive link between 
fWHR and masculine behaviors will break, when such behaviors 
obstruct achievement attainment.

◼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fWHR are more motivated in seeking 
achievement, they put more efforts in their jobs, and 
consequently, they exhibit better performance.

◼ High-fWHR analysts are more likely to conduct corporate site 
visits, and they perform better in multiple dimensions. 

◼ Support to the achievement drive hypothesis and suggests that 
pubertal hormone shap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cial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behaviors 

◼ 高fWHR的分析师更有可能进行企业实地调研，幷且
他们在多个方面表现更为出色。具体而言，高fWHR
的分析师发布的盈利预测准确度更高，他们被选为明
星分析师的可能性较平均水平高出43％，他们提供的
股票建议更有利可图，他们将投资银行交易带到券商
的可能性是平均水平的两倍，他们比一般分析师高出
13.2％的可能发布大胆的预测报告，他们的预测错误
趋于一致，他们的预测更为及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
更加乐观（或者过于自信），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
优越表现是由于他们对管理层的讨好。

◼ 本文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位较低的分析师和具
有较高不确定性的公司，fWHR与绩效之间的正相关
性更为明显。本文还发现，当分析师面临更激烈的竞
争时，这种关联更为明显。

◼ 总体而言，本文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成就驱动假设，表
明青春期激素塑造了面部结构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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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查询

文中变量 CSMAR对应字段 搜索路径

LagAccuracy、Accuracy Ebit

Analyst Forecasts

--- Analyst Forecast Information
--- Analyst Forecast Indicators

China Listed Firms 
Research Series

MV、ROA、BM、
Leverage、CF_Volatility、
Tangidum

Market value A、
Net profits Margin of Total Assets A、
Book-to-Market Ratio A、
Assets-Liabilities Ratio 、
Recovery Rate for Cash、
Fixed Assets Ratio

Financial Indices

--- Relative Value Index、
Earning Capacity Analysis、
Solvency、Cash Flow、Ratio 
Structure

R&D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penses、 Financial Statements

--- Balance Sheet

MKTSentiment
Index Code、Index returns、
Risk-Free Rate(%)

Stock Trading
--- Market Index
--- Risk-Free Rate

China Stock Market 
Series



数据资源获取

在数据搜索框中输入栏位/表/

库名，点击右侧 按钮。

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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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Accuracy、
Accuracy

根据具体的研究需要选择相应划分标

准的字段, 本文中所选的为 Analyst 

Name/Institution Name/Ebit

可以通过左侧的列表选择需要查

询的数据表，以本案例为例，我

们需要选择Analyst Forecast 

Indicators表

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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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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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TSentiment

通过中间的“字段说明与样本数据”和

“数据库说明书”对该库收录的数据有

初步的了解，便于选择合适的表和字段。

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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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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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four



学术活动

联合主办：《中国会计评论》、中国财经数据创新研究院、深圳

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 CSMAR Database

竞赛内容：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政府会计、税务、

公司金融、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基金评级、公募基金、并购重

组等相关实证研究

参赛对象: 全国范围内的学者及硕博研究生（含港澳台）

报名投稿：2020.6.12-2020.9.20

评审阶段：2020.9.21-2020.10.31

中国实证研究（财经）
论文大赛

扫码报名



学术活动

海内外知名学者发表主旨演讲

知名金融专家、数据商代表出席圆桌会议

与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进行深度交流

主 办：《中国会计评论》、中国财经数据创新研究院

承 办：CSMAR DATABASE、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

战略支持：中国知网

会议主旨：为经济学者和研究人员搭建“把握学术前沿，交流科研心得，

培养创新意识，增进学术氛围”的交流平台。

会议内容：分享中国财经相关议题在国际发表情况

近期国际前沿实证研究

创新数据的应用

会议时间：2020.11.28 – 2020.11.29

会议地点：中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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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QJE

JF
JFE

RFS

JFQA

TAR JAE

JAR

CAR

RAS

科研相关公众号

管理学季刊、经济研究、知社学术圈、金融学前沿论
文速递、论文大焖锅、唧唧堂、经济学漫谈、Paper4You

定
期
更
新
研
究
热
点



HANKS
CSMAR, 走遍财经视界

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