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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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特征系列

18+1
系列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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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市场系列 因子研究系列



数据库概况
CSMAR数据资源概览

数据系列 内容简介 热门数据库 特色数据库

公司研究
系列

全面的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基础数据
丰富，最新数据及时

财务报表、治理结构、财务指标分
析、并购重组、股东、红利分配、
首次公开发行（A股）、财务报告
审计意见、关联交易、违规处理、
财务报表附注、民营上市公司、增
发配股、年、中、季报公布日期、
上市公司贷款、分析师预测

环境研究、供应
链研究、经营困
境、对赌协议、
会计信息质量、
家族企业、产业
资本

经济研究
系列

汇集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的研究主题，提供相关数据，包括：
数字经济、碳中和、人口老龄化、普
惠金融、经济内循环、经济地理等，
以及常用的宏观、区域经济指标

宏观经济、区域经济

专题研究
系列

聚焦重要研究主题，提供特色数据指
标，包括：新冠疫情与经济研究、金
融科技、一带一路、事件研究等

事件研究、投资
者情绪、金融科
技

海外市场
研究系列

港股、美股上市公司的基础与特色数
据

美国年报语调、
美国年报可读性、
美国年报风险度
量、美国报告基
本信息

股票市场
系列

股票市场交易的基础数据与衍生指标 股票市场交易

因子研究
系列

提供金融研究的常用衍生指标数据，
包括：已实现指标、行为金融、动量
因子、Fama-French因子、股票流动
性等。

动量因子、
DGTW股票特征
基准、股票流动
性

市场资讯
系列

提供市场资讯，包括股吧舆情、新闻、
机构研报、证券市场公告

绿色经济
系列

资源环境与经济主题相关数据，包括：
绿色金融、全球暖化、资源

人物特征
系列

上市公司高管与基金经理人物特征数
据

行业研究
系列

提供十六个行业的数据指标

数据系列 子库名称

股票市场系列
股票市场交易、融资融券、大笔交易、大宗交易、市场指数、股权分置改革、停复牌、特殊处理与特别
转让、股票市场衍生指标、转融通、沪港通与深港通

公司研究系列

财务报表、年中季报公布日期、业绩预告、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指标分析、财务报告审计意见、分析师
预测、首次公开发行（A股）、首次公开发行（B股）、增发配股、红利分配、股东、治理结构、违规处
理、并购重组、关联交易、民营上市公司、海外上市公司、国有股拍卖与转让、资产评估、股权性质、
上市公司研发创新、家族企业、上市公司与子公司专利、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对赌协议

经济研究系列
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世界经济景气指数、工业行业统计、进出口统计、世界经济、县域经济、农村金
融经济、教育、海洋经济、专利、会展信息、企业创新、国家财富与贫富差距、碳中和

专题研究系列
收益波动、基本分析、资本结构、日历效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股利政策、收益预测、盈余反应系数、
事件研究、操控性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风险评价系数β、投资者关系、投资者情绪

因子研究系列 Fama-French因子、动量因子、DGTW股票特征基准、股票流动性

海外研究系列 香港金融市场、美国股票市场

绿色经济系列 资源、全球暖化

人物特征系列 上市公司人物特征、基金经理人物特征

市场资讯系列 股吧舆情

合作数据系列 绿色专利

行业研究系列 能源行业、房地产行业、通信行业、交通运输行业、保险行业、有色金属行业

衍生市场系列 商品期货、股指期货

基金市场系列 基金评价、融资分级基金、公募基金、基金评级、私募基金

债券市场系列 债券市场

历史数据系列 天使投资、汽车行业、钢铁行业、权证市场



数据库概况

01 • 数据源包括上交所、深交所、上期所、港交易所、中金所等，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证信息,中国年鉴信息网等

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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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国内外使用CSMAR数据发表的论文超过10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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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于Wiley Online Library 、 ScienceDirect，截止时间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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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概况

上海财经大学引用CSMAR情况

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上海财经大学引用CSMAR在国内权威期刊（CSSCI）上共发表了987篇文章。

 盈余管理

 融资约束

 风险投资

 企业创新

 企业绩效

 投资者

 定向增发

 股价崩盘风险

 审计质量

 股权激励

 公司治理

 公司价值

主要研究主题
[1]赵晓鸽,钟世虎,郭晓欣.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金融错配缓解与企业创新[J]. 科研管理,2021,42(04):158-169.

[2]郑昱,张凯夕. 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研究——基于中小企业融资视角[J]. 金融发展研究,2020,(10):45-51.

[3]郭照蕊,黄俊. 高质量审计与上市公司商誉泡沫[J]. 审计研究,2020,(04):80-89.

[4]耀友福,林恺. 年报问询函影响关键审计事项判断吗?[J]. 审计研究,2020,(04):90-101.

[5]李韵,丁林峰. 员工持股计划、集体激励与企业创新[J]. 财经研究,2020,46(07):35-48.

[6]胡玉凤,丁友强.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20,30(03):56-64.

[7]胡宁,曹雅楠,周楠,薛爽. 监管信息披露与债权人定价决策——基于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证据[J]. 会计研

究,2020,(03):54-65.

[8]薛成,孟庆玺,何贤杰.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技术知识扩散——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研究,2020,46(04):48-62.

[9]章卫东,李浩然,鄢翔,罗希. 定向增发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当

代财经,2020,(02):89-100.

[10]徐光伟,孙铮,刘星.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于中国EPU指数的经验证据[J]. 管

理评论,2020,32(01):246-261.



数据接口、数据定制、视频集锦、公开数据……

数据服务

CSMAR Solution

主要功能

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公司财务分析、数据图表分析、数说TOP10、
公司多维分析、沪深京股票专题分析、商品期货专题分析

数据应用

关键字搜索、单表查询、跨表查询、合作数据……

数据查询

数据库概况

http://cn.gtadata.com/



基础操作指引

 查指标  下数据  找文献



基础操作指引

访问CSMAR数据库主页（https://cn.gtadata.com/），在“服务与支持-操作演示”模块可获取PDF及视频
版的操作指引。

https://cn.gta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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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MAR数据库与热门前沿主题

 CSMAR数据库与创新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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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MAR数据库与热门前沿主题

在知网检索“全文 - CSMAR + 国泰安”，
可获取采用了CSMAR数据发表的论文，
了解研究主题情况。

 融资约束

 企业创新

 公司治理

 股权质押

 盈余管理

 股票流动性

 环境规制

 产业政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混合所有制改革

 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

 企业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

 投资效率

 审计质量

 家族企业

 企业金融化

 分析师

 股价崩盘风险

使用CSMAR数据的一些热门研究主题包括：

在知网进行高级检索，如：

➢ 主题 - 融资约束
➢ 全文 – CSMAR + 国泰安

可获取该主题下使用CSMAR数据发表的论文，了解具体研
究内容。

针对上述热门主题，讲义里列出了研究中常用的CSMAR子
库，供学习者参考。



CSMAR数据库与热门前沿主题

融资约束
财务报告审计意见、区域经济、上市公司与子公司专利、内部控制、股票市场交易、经营困境、财务指标分析、违规处理、社会责任、行业财务

指标、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报表、股东、上市公司研发创新、并购重组、股权性质、治理结构、审计研究、融资融券

企业创新

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上市公司及子公司专利、上市公司与子公司专利、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人物特征、机构投资者、行业财务指标、上市公

司基本信息、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报表、海外直接投资、股东、资质认定、民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研发创新、股权性质、治理结构、审计研究、

分析师预测

公司治理
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并购重组、上市公司人物特征、股票市场衍生指标、违规处理、治理结构、审计研究、股票市场交易、财务

报表、股东、会计信息质量

股权质押
财务报告审计意见、区域经济、股票市场交易、债券、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人物特征、机构投资者、股权质押、上市公司贷款、上市公司基

本信息、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报表、资源、股东、并购重组、股权性质、全球暖化、治理结构、分析师预测、关联交易、新闻

盈余管理
股票市场收益、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并购重组、股权性质、财务报告审计意见、财务报表附注、治理结构、审计研究、财务报表、

机构投资者、股东、分析师预测、首次公开发行（A股）、会计信息质量、股票市场交易

内部控制
财务指标、诉讼仲裁、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股权性质、财务报告审计意见、违规处理、治理结构、EVA专题、审计研究、财务报

表、机构投资者、股东、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 投资者情绪、财务指标分析、股权性质、治理结构、财务报表、机构投资者、股东、分析师预测、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市场交易

企业价值 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基本信息、治理结构、区域经济、财务报表、机构投资者、股东、分析师预测、上市公司研发创新

企业社会

责任

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基本信息、上市公司人物特征、股权性质、治理结构、财务报表、行业财务指标、股东、分析师预测、上市公司与子公

司专利、上市公司研发创新、股票市场交易

投资效率
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股权性质、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治理结构、社会责任、审计研究、财务报表、股东、分析师预测、内部控制、

会计信息质量、股票市场交易

表 热门研究主题常用的CSMAR子库



CSMAR数据库与热门前沿主题

审计质量
股权分置改革、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基本信息、上市公司人物特征、财务报告审计意见、股权性质、治理结构、财务报表附注、审计研究、

财务报表、机构投资者、股东、融资融券、会计信息质量、股票市场交易

家族企业
财务指标分析、股权性质、上市公司人物特征、财务报表附注、治理结构、首次公开发行（A股）、财务报表、海外直接投资、家族企业、股东、

民营上市公司、行业财务指标、宏观经济、上市公司研发创新

企业金融化
财务报告审计意见、区域经济、行为金融、内部控制、股票市场交易、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人物特征、机构投资者、行业财务指标、股权质

押、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报表、股东、宏观经济、上市公司研发创新、股权性质、治理结构、审计研究

分析师 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行为金融、财务报表、机构投资者、分析师预测、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市场交易

股价崩盘风

险
财务报告审计意见、行为金融、家族企业、市场指数、会计信息质量、股票市场交易、财务指标分析、股票市场衍生指标、机构投资者、财务报

表附注、财务报表、股票流动性、股东、民营上市公司、宏观经济、上市公司研发创新、股权性质、治理结构、分析师预测

股票流动性财务指标分析、治理结构、财务报表、股票流动性、行业财务指标、关联交易、股票市场交易

环境规制 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指标分析、股权性质

产业政策 上司公司研发创新、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股权性质、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治理结构、审计研究、财务报表、机构投资者、股东、

上市公司与子公司专利、首次公开发行（A股）、宏观经济、股票市场交易

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
财务指标分析、股权性质、治理结构、区域经济、财务报表、股东、分析师预测、市场指数、业绩预告、宏观经济、股票市场交易

混合所有制

改革
财务指标分析、国有股拍卖与转让、治理结构、审计研究、财务报表、股东、行业财务指标、宏观经济

表 热门研究主题常用的CSMAR子库



CSMAR数据库与热门前沿主题

1.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

2. 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3. 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应对

4. 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转型

5.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6. 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创新管理

7.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及应对之策

8.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实践和理论创新

9. 统筹发展和安全

2021年经济管理学前沿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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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 2021年中国经济学
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22.



CSMAR数据库与热门前沿主题
研究热点 主要研究内容 关联数据库

1.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的深度融合发
展

数字经济相关研究一直是近年的热点，延续性较强，侧重点逐步由概念和框架转向了理论阐释和机制分析。2021年的研究主要关注
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数字经济的理论阐释；第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机制。宏观层面，相关研究从多维度给出理论阐
释了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中观层面，在数字经济统计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绩效
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第三，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规则重构，学者们就如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实现国
际和国内制度联动展开热烈讨论。

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国际宏观、一带一路、企业
创新
公司研究系列

2.共同富裕的理论
阐释与实践路径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的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21年的
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过程；新时代对共同富裕的基本共识；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普惠金融、人口老龄化、精准扶贫、农
村金融经济、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县域经济

3.国际经贸规则重
塑与中国应对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经贸规则格局步入新时代之际，如何加快适应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变革重构的大趋势，积
极参与全球经贸秩序重塑并把握规则主动权，是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题中应有之要义。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新一轮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典型特征；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带来的冲击；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下的中国应对方案。同时，全球经贸规则格局的变
化不仅限于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也为拓展了企业研究的国际视野，凸显了海外企业研究的重要性。

国际宏观、一带一路、美国报告基本信息、美国年
报语调、美国年报可读性、美国年报风险度量、港
股市场交易、港股公司治理与财务研究

4.碳达峰碳中和与
绿色转型

2021年是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元年。中央围绕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从多角度开展了丰富的研究活动：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双碳”目标，探索具体实现路径；研究
碳排放市场参与者组织行为。

碳中和、县域二氧化碳排放、政府审计、环境研究、
绿色专利、润灵环球ESG、商道融绿ESG、绿色金
融、全球暖化、资源研究、社会责任

5.推动构建新发展
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环境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对开放水平和开放质量的更高要求。相关研究主
要关注：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与本质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体系。

经济内循环、政府审计、供应链、一带一路、数字
经济、上市公司研发创新、专利、专利被引用

6.以新型举国体制
推动重大科技创新
管理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新型举国体
制的重要价值与作用机制；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机制与实施方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国际经验借鉴。

政府审计、宏观经济、国际宏观、经济内循环、专
利被引用、数字经济、绿色专利、董监高责任险、
区域经济、专利、企业创新、上市公司研发创新

7.新冠肺炎疫情对
中国经济的冲击及
应对之策

该主题是2020年学术研究热点的延续，但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使用客观数据分析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影响机制及应对之策。
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政策选择；未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新冠疫情与经济研究、公共卫生事件PHEIC、政府
审计、经营困境、新闻、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国
际宏观、
行业研究系列、公司研究系列、股票市场系列

8.中国共产党百年
经济实践和理论创
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相关研究主要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经济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推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方面展开，涵盖了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反贫困方略以及对外贸易、金融、财政、税收等重要问题。

政府审计、人口老龄化、普惠金融、共同富裕、经
济内循环、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县域经济、农村
金融经济、精准扶贫、民营企业、家族企业

9.统筹发展和安全
当前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经济安全这一重大问题正逐步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总体
安全观下的具体问题，包括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金融安全等。

经营困境、供应链、会计差错更正、资源研究、农
村金融经济、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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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内容 关联数据库

2021年是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元年。中央围绕有序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此背景下，学术界从多角度开展了丰富的研究

活动：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双碳”目标，探索具体实现路径；研究碳排

放市场参与者组织行为。

碳中和、县域二氧化碳排放、

政府审计、环境研究、绿色

专利、润灵环球ESG、商

道融绿ESG、绿色金融、

全球暖化、资源研究、社会

责任

前沿主题之——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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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1：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22.

文章以中国30个省区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测度并分析了碳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

分析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碳排放强度的非线性影响。

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强度
公式计算。碳排放强度是地区碳排放总量
与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刘贤赵
等，2018）。

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
化

公式计算。付凌晖（2010）向量夹角法。

门槛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以地区人均GDP衡量

技术创新 以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衡量

城镇化水平 以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衡量

控制变量

研发投入强度 以地区研发资金投入强度衡量

能源结构 以煤炭消费量占七种能源消费量比重衡量

外商投资 以地区外商投资额占其GDP比重衡量

对外贸易水平 以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其GDP比重衡量

碳中和

包含环境概况、碳排放、碳交易、碳治
理、概念股、碳债券、碳基金、碳指数
及碳信贷，共九部分内容，提供了宏观
层面的污染排放指标、地区及行业二氧
化碳排放量、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信息、
上市公司层面的碳排放及碳减排信息、
碳中和概念股、碳中和及低碳相关债券、
碳中和及低碳主题基金、银行低碳信用
卡及绿色贷款等内容。

县域二
氧化碳
排放

利用夜间灯光数据与人类活动高度相关
性的特性，采用NGDC（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提供的两套
夜间灯光数据（DMSP/OLS和
NPP/VIIRS数据），在经过一系列预处
理和匹配工作后，校对得到1平方公里
的夜间灯光数据。进一步，基于夜间灯
光数据自上而下地反演出1997-2018年
中国2,771个区县的化石燃料燃烧导致
的CO2排放量以及化石能源消费。



CSMAR与研究选题创新——新库与新方向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fficienc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to reveal how China’s

carbon commitment affects listed fir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rbon efficienc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otal asset

turnover (short-term operating capacity) and Tobin’s Q (long-term market value) of Chinese firms, while impacts the total risk (the

combination of systemic and non-systemic risks) nega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especially for firms in carbon-intensive industries.

相 关 研 究 2 ： Does carbon efficiency improve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J]. Energy

Economics,2022. 碳效率与企业绩效

Carbon Efficiency

Undesirable output Carbon emissions

Desirable output Operating income

Financial Performance
Current ratio (CR), Total asset turnover (TAT),  Return on assets 

(ROA), Price earning ratio (PE), Tobin's Q

➢ SBM-DEA model with undesirable output to evaluate

firms’ carbon efficiency from production perspective:



CSMAR与研究选题创新——新库与新方向

文章基于不同省份在十一五规划前后的污染减排目标变化数据，检验了严格环境规

制对企业绿色专利生产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位于环境规制更严格省份的企业能够生

产的专利数量更多，占比更大。这意味着，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仅有助于治理污染，还能

够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积累环保知识与技术，从而推动生态创新。

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

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而这

些创新将提高企业的生产力，从而抵

消由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且提升企业

在市场上的盈利能力。

相关研究3：Stringenc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co-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and green patents，Economics Letters，2020. 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



CSMAR数据库与创新研究方法:宏观经济现时预测

新数据

大数据使得构建高频化的重要经济
指数或经济变量成为可能

新方法

宏观经济现时预测（Nowcasting)

宏观经济预测用到的数据可分为三类：传统数据、新兴数据、机器生成

的数据。

-传统数据：高度结构化的调查数据，是公共部门、私人企业为记录、监

测它们感兴趣的事件而收集的数据。

-新兴数据：非结构化数据，来源于社交网络，记录了人类的经历，如存

储于博客、视频网站的数据以及网络搜索数据等。

-机器生成的数据：源于物联网，是传感器和机器为测量和记录物理世界

中发生的事件和情况而产生的数据。

在日常经济环境中，受统计口径和方式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数据其频率

存在一定差异。

传统分析中，一般将涉及的混频数据先转换为同频数据，但存在高频数

据损失有效信息或由于人为操作增加无效信息从而增加误差等问题，进

而可能会对模型估计、策略选择带来影响。混频数据模型则能完美避免

上述传统分析中的问题。

现时预测的基本原理是在官方发布相关统计数据前，尽量挖掘先行高频
数据中蕴含的信息、预判当前经济形势。如何有效地利用大数据时代丰
富的数据资源进行宏观经济现时预测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现时预测模型

桥方程（BEQ) 较早用于处理混频问题的方法

混频数据模型（MIDAS）
基础MIDAS模型、AR-MIDAS模型、M（n）-

MIDAS模型…

混频向量自回归模型
（MF-VAR）

假定所有序列均为高频序列，而低频序列则是
周期性缺失数据的高频序列。

混频动态因子模型（MF-DFM）
其他模型

预测变量选取

子集选择法 传统的变量选择方法（包括AIC、BIC）

系数压缩法
当前较为流行的处理高维变量选择的方法，常
用的方法包括LASSO、ENET、Adaptive 

LASSO

变量降维法 主要包括最小二乘法、因子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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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大维变量选择、混频因子模型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GDP现时预测[J]. 统计研究，2022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为宏观经济预测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了一次压力试，可为我国在疫情恢复期的宏观经济预测带

来一定的启示。为此，文章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角度出发，将模型置信集检验( Model Confidence Set，MCS) 和U-MIDAS模型

(Unrestricted Mixed-data Sampling)进行组合，设计了一种适用于混频数据的变量选取方法，试图利用预测变量的异质性波动，从文章构

建的包含消费、投资、进出口等11类变量的宏观经济数据集中选取出在疫情前后对GDP具有稳定预测效果的目标变量，用于及时捕捉

GDP的核心变化，以便在疫情恢复初期尽早对GDP做出准确的预测。文章也为当经济受到巨大外生冲击或处于冲击后的恢复期时，其他

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CSMAR数据库与创新研究方法:宏观经济现时预测

相关研究：大维变量选择、混频因子模型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GDP现时预测[J]. 统计研究，2022

思考：

在数据日益丰富的背景下，当经济平稳时，利用更多的变量信息和设定合理的模型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GDP高频现时预测的准确性。但

当经济受到如新冠疫情等的外生冲击时，不同变量存在的异质性波动会对GDP的预测产生影响，此时需利用相关技术从众多变量中选出

对GDP具有稳定预测能力的变量，在明确与GDP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基础上，及时把握GDP的核心变化。文章以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为研究背景，就多种混频因子模型在疫情前后对我国GDP高频现时预测效果的差异与特点进行全面地比较和分析，重点考察变

量选取方式、目变量个数、公共因子个数以及模型设定形式的不同对模型预测性能的影响，可为在重大突发事件冲击及之后的恢复期中更

好地对GDP进行高频现时预测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联数据库：

经济研究

系列

宏观经济
主要包括：经济行业快讯、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收入与消费、财政收支、国际收支、国内贸易、对外贸易、物价指数、人口就业与工资、

能源生产与消费、环境、农业、工业、建筑业、金融业、邮电业、运输业、旅游业、保险业、景气指数和信息发布日程共22个领域的数据。

区域经济
由分省份、分城市数据组成，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就业与工资、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收入与消费、财政金融、价格指数、环境、国内贸易、对

外贸易、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和邮电业、旅游业14个领域

工业行业统计 由行业概况、经济指标、产品产量、进出口数据四个部分构成，提供39个工业大类、714个工业小类的全国、31个省（市）地区、分企业类型行业数据。

县域经济
全国多达2000多个县（或县级市）的经济指标数据，覆盖地域范围广，涉及领域全面，包括空间地理、行政区划、土地、地区生产总值、人口、就业与

工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经济贸易、财政金融、人民生活、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卫生与社会保障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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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混频金融状况指数的构建. 统计与决

策, 2017.

文章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目标出发，

构 建 了 新 的 混 频 金 融 状 况 指 数

(MFFCI)编制公式，使用MF-VAR模

型，测算了金融状况变量的混频权重

系数，实证编制和应用了中国MFFCI，

同时与同频金融状况指数(SFFCI)进

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MFFCI无

论与GR的相关性、因果关系，还是

对 GR 的 领 先 性 和 预 测 能 力 ， 都 比

SFFCI好，说明MFFCI更适合中国。

金融稳定是否应纳入中国货币政策目标. 

南方经济, 2019.

文 章 首 先 使 用 混 频 动 态 因 子 模 型

（MF-DFM）构建中国首个混频金融

稳定指数（MF-FSI），接着把MF-

FSI作为金融稳定的代理变量，比较

分析纳入与不纳入金融稳定的中国货

币政策损失函数差异。结果表明：中

国混频金融稳定指数是金融稳定的一

个实时性有效测度指标；中国货币政

策目标应纳入金融稳定,以减少货币

政策福利损失。

中国电力景气指数的混频非对称测度. 管

理科学学报, 2018.

文章构建了能够同时分析季、月 2 种

频率的 MF-MS-SW 模型，选择 21

个指标组成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混频

样本数据，构建中国混频电力景气指

数及预警信号系统。结果表明：构建

的 MF-MS-SW 计量模型较好地刻画

了中国电力景气指数的波动特征，具

有多频率和非线性的特征，且与中国

总体经济发展状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可以用来预警与预测。

混频模型其他应用场景

季度
数据

1999Q1-2015Q3国内生产总值(GDP)

月度
数据

1999M1-2015M9货币供应量、利率、人民币汇率、股
票价格、房地产价格

指数编制

季度
数据

不良贷款、证券化率、住房贷款、外汇储备量、M2、
财政赤字

月度
数据

存贷款比例、社会融资规模、上证综合指数、沪深两
市股价、实际利率

季度
数据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
加值、平板玻璃产销率、建筑业增加值

月度
数据

全社会用电量、发电量、火力发电量、工业用电量、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商品房销售面积、电力生产主
营业务收入



CSMAR数据库与创新研究方法:宏观经济现时预测

CSMAR与混频数据

经济研究系列——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数据库

反映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统计指标，数据内容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居民收入与消费、财政收支、价格指数、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就业与工资、能源生产与消费、

环境保护、农业、工业、建筑业、金融业、邮电和运输业、旅游、国际收支、保险业共18个领

域的数据。

经济研究系列——国际宏观综合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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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二级节点，设计了33张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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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研究系列

包括能源、房地产、通信、汽车、交通运输、保险、钢铁、有色金属、医药、新能源、石油化

工、农林牧渔、物流、旅游、土地交易、信托行业等16个库

宏观经济数据

统计频率较低，多包含月/季/年度频率数据，其数据稳定性较强。

专题研究系列——中国投资者情绪指标研究数据库

甄选能够代表中国投资者情绪指标，收录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对投资者账户的周统计信息、

及投资者保证金变化信息，中国证券保护网统计的投资者信心，及中国景气检测中心绘制的消费

者、企业家等的信心，BW综合情绪指数主要因子、国内主流学者研究的情绪指数及大量代理情

绪因子等。

股票市场系列

包括股票市场交易、融资融券、大笔交易、大宗交易、市场指数、股权分置改革、停复牌、特殊

处理与特别转让、股票市场衍生指标、转融通、沪港通与深港通等11个数据库。收集了自1990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料、全部交易数据。

货币市场系列

包括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交易、货币市场与政策工具等3个数据库。

衍生市场系列

包括商品期货、权证市场、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个股期权、股指基权、商品期权等数据库。

金融数据

统计频率较高，多包含日/小时频率数据，其数据信息量较多。



CSMAR最新数据资源
 最新数据库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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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库简介

2020 2021 2022

⚫ 海外直接投资

⚫ 股吧舆情

⚫ 信托行业

⚫ 行业财务指标

⚫ 基金经理人物特征

⚫ 审计研究

⚫ 文化研究

⚫ 行为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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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EIC

⚫ 会计信息质量

⚫ 已实现指标

⚫ 国际宏观

⚫ 上市公司环境研究

⚫ 供应链研究

⚫ 银行治理研究

⚫ 绿色专利研究

⚫ 经济内循环研究

⚫ 经济地理研究

⚫ 润灵环球ESG评级

⚫ 商道融绿ESG评级

⚫ 金融科技

⚫ 数字经济

⚫ 经营困境

⚫ 碳中和

⚫ 政府审计

⚫ 企业共同富裕

⚫ 美股文本系列

⚫ 港股市场交易

⚫ 普惠金融

⚫ 县域二氧化碳排放

⚫ 人口老龄化

⚫ 资本市场监管

⚫ 腾景全口径

⚫ 会计差错更正

⚫ ……



最新数据库简介

新库上线动态

访问CSMAR主页（https://cn.gtadata.com/），在“产

品动态”模块即可了解CSMAR新库上线动态，点击文

章标题可获取新库详细介绍。

新库发布会视频

访问CSMAR主页（https://cn.gtadata.com/），在“服

务与支持-视频集锦”模块即可观看往期CSMAR新库发

布会视频。



CSMAR近期动态
 学术活动

 科研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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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往期精彩课程

数据加油站| CSMAR工作坊实证论文复刻讲座

（2022.03.19-2022.04.09）

CSMAR实证研究主题工作坊
为帮助广大学子与科研工作者系统解决在实证研究与论文写作当中的各种难题，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各大高校，广邀名师，定期开展实证研究主题线上工作坊，以精彩纷呈的主题讲座，与广大学子
共攀学术高峰。

扫码关注CSMAR官方公众号，

点击“干货分享-讲座回顾”即可

免费回看精彩课程！

日期 时间 分享论文题目 主讲人

3月19日 09:30-11:30

Does short selling affect a firm’s 

financial constraints，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20.
卖空会影响公司融资约束吗？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孟庆斌

3月26日 09:30-11:30

Differences of opinion, 

institutional bids, and IPO 

underpricing，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20.
意见分歧、机构竞价与IPO抑价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高升好

4月9日 09:30-11:30
技术并购、市场反应与创新产出，

南开管理评论，2021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 姚颐

由武汉大学联合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系列讲座，每期讲座均邀请在国内外核心期刊

发表过文章的作者，复刻权威论文，帮助研究者深入掌握经济管理学研究论文写作方法。



科研资讯

CSMAR实证研究与论文写作学习资源

实证研究入门
《实证论文写作系列》：共分为三节课程---《研究选题与文献研读》、

《数据与实证研究》、《实证论文协作与发表》。

课程链接：https://b23.tv/27MkI5a

写作技巧提升
CSMAR工作坊实证论文复刻讲座：邀请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过文章

的作者，以具体文章为例，细致剖析论文写作全流程，帮助研究者深

入掌握经济管理学研究论文写作方法。

课程链接：微信搜索“CSMAR”，关注CSMAR官方订阅号，点击

“干货分享-讲座回顾”即可观看讲座视频



科研资讯

数据资源上新

权威文献解析

科研活动资讯

热门文章推荐

◆ CSMAR文本系列数据库助您实现“文本分

析自由”！

◆ 深度剖析企业共同富裕研究主题

◆ 多维度研究政府审计

◆ CSMAR前沿探索：环境经济问题研究

◆ CSMAR前沿探索：把脉疫情之下的经济新

态势

◆ CSMAR前沿探索：香港疫情数据感知报告

◆ 科研先行，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

◆ 如何利用ESG评级数据做研究？

◆ 实证研究论文选题、文献综述撰写技巧，看

这一篇就够了！

◆ 纯干货！实证分析中的数据与模型

◆ 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感谢参与

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www.csma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