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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MIS 数据库简介 

   EMIS 公司（原名 ISI， 2014 年 4 月 15日更名为 EMIS）创建于 1994 年纽约，1996 年起进入中国市场，

1999年成为英国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者集团（Euromoney Institutional Investor Group，LSE: ERM) 的全

资子公司。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者集团是知名的每月电讯报的子公司，集团年收益超 50亿美元，是全球名

列前茅的顶级集团。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中国总部在上海。 

从创立之初 EMIS就专注于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商业资讯。一直到现在都是全球仅有的新兴市场信息服务

的领先提供商。通过网络平台 Emerging Markets Information Service(EMIS, www.emis.com )提供 125个

国家和地区的新兴市场动态和商务信息。所有信息和内由当地信息供应商直接提供，并以英语和当地语言同

时表现。为全球 2500多个机构提供服务，包括顶级的投行，券商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投资

公司、跨国企业、专业咨询公司、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等。 

 

 

二、EMIS 数据库内容 

主要分为六大类：该库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商业资讯，包括：新闻与刊物、公司、行业、宏观经济、金融市

场、国家地区分析六大类内容，以英语和当地语言同时呈现。  

1、新闻与刊物：涵盖全球重要新闻机构，经济学出版机构和国际研究机构：如牛津研究院、OECD(经合组织)、

D&B 邓白氏、经济学人、JP Morgan Chase（摩根大通）、S&P（标准普尔）、WorldBank（世界银行）等，每天提

供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主流媒体提供的超过 3万条新闻舆情信息。  

2、公司资讯：公司研究报告及信用分析，包括大中华区所有上市公司的详细财务数据及投行、券商撰写的公司

及行业分析报告；Fitch等著名资信评估机构提供的公司资信评估报告等。 总计 190多万个上市/非上市公司资

料，其中 1,419,745家非上市公司带财务数据 

3、行业资讯：行业深度分析报告和统计数据，由国内外专业咨询公司、研究机构、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等提供

的各行业深入研究报告，市场分析与预测，及时更新的行业统计数据。重点行业包括：电子、通信、汽车、化工、

钢铁、机械、医药、能源、零售、文化传媒、互联网和电子商务、金融等。总计涵盖了 250个以上行业领域的统

计数据和研究报告。按北美行业分类体系：农林牧渔业、采掘业、电力、燃气和水的供应业、建筑业、制造业、

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及物流仓储、信息服务、金融与保险业、房地产与租赁业、专业服务、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公共管理、支持服务、废物治理和整治服务业、教育服务业、健康服务和社会福利业、

http://www.em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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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娱业、住宿与餐饮业、其他服务（公共管理除外）、公共管理。 

4、宏观经济：宏观经济分析、统计和预测，信息来源均为国内外权威的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如 OECD、Oxford 

Economics、D&B、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信息中心、各知名券商和投行等。  

5、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品的数据及行情信息，金融市场及金融产品等的分析研究报

告。  

6、国家地区分析：各个国家最新报告，国家风险报告，国家数据\预测，以及国家风险评级和跨国家比较。 此

外，2015 年 EMIS 新增了数种刊物及报告，分别为“中投顾问”行业报告 （包括居民服务行业、医疗行业、影

视传媒行业、零售物流行业、水务行业及建筑材料行业等），“慧典顾问”行业报告（包括农业生产行业、服装纺

织行业、能源石化行业、饮食行业、医疗行业、家电家居行业及物流运输行业等），中商情报网行业报告（包括

建筑行业报告、金融服务业报告、家电行业报告、医疗服务行业报告、印刷行业报告、居民服务行业报告和零售

行业报告等等），“Emerging Markets Insight”，“Ken Research”，“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BMI)”

等。 EMIS数据库收录了国内外知名的经济类期刊、报告。国外的有：Oxford Economics 、OECD、D&B、经济学

人、OPEC... 外，还有国内的：赛迪顾问、中经网、中商情报网、......一系列可全文阅读/检索的资源。 

 

 

三、EMIS 数据库特点: 

1、资源丰富，覆盖区域、行业广泛：  

Emerging Markets Information Service (EMIS)全球新兴市场商业资讯 提供包括亚太地区、欧洲、中东、北非

和南北美洲的 125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动态和商务信息，所有信息内容均由当地信息供应商直接提供

并以英语和当地语言同时表现。 内容包括：纯文本格式的实时新闻，全球所有上市公司和部分非上市公司的分

析报告，行业深度分析报告和统计数据, 金融证券市场分析，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及法律法规等，国家地区分析。

EMIS 依靠公司在全球 30 个办事处的专家组成的团队，EMIS 将 30,000 多种当地和国际的资源集合成一个覆盖了

全球 130多个国家的综合研究工具。  

EMIS 汇集了 100 余万篇来自全球各行业经济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如 WorldBank（世界银行）、S&P（标准普

尔）、EIU（经济学人智库） 、Moody’s（穆迪）、Thomson Financial（汤姆森财经）、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Inc.（花旗）、 OECD（经合组织）、 Goldman Sachs（高盛）、 Fitch（惠誉）、Deutsche Bank（德意志银行）、

JP Morgan Chase（摩根大通）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瑞信）、Euromoney（欧洲货币集团）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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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白氏）、Oxford Economics(牛津经济研究院) 、S&P（标准普尔）FT.COM(金融时报) 、FocusEconomics(福

克斯经济)、Thomson Financial(汤姆森财经)、 Technavio………     亚太地区/中国：赛迪顾问、中国汽车工

业信息、艾瑞报告、 SHK新鸿基基金金融数据、CIMB香港联昌国际研究报告、 CIER台湾经济研究院、Daoheng

道亨证劵、 Euromonitor 欧瑞咨询、IEA 国际能源组织、Infiniti Research…  等全球一流专业研究机构的研

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不公开发表的）。 

2、 多语种选择——数据库支持 15 种语言检索和浏览，包括：中文、英文、俄文、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土

耳其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印尼语、泰语。 

3、极具针对性的商业信息——最新消息、公司和行业信息、金融数据和宏观经济分析、国家地区分析。 

4、方便的“一站式”搜索——已对信息进行有条不紊地归类、存档、索引，要通过直观的自定义界面对其进行

全方位搜索。相当于目前存在多款金融、统计、资讯等分散的数据库资源，EMIS 数据库可在同一平台实现。另

外，在结合目前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等倡议，EMIS 可以给相关学者提供全面完整的

信息和数据支持。  

5、 数据库自带分析功能和工具 及 EMIS独家的行业洞察 

（1） 同行业分析—— 聚类分析、集中分析、杜邦分析及统计发布分析 

（2）  分析工作表 ——在线自定义工作表/模板及财务建模 

（3） 信用分析——财务与 Benchmark得分，信用额度、公司对行业、自定义财务分析 

（4）  趋势比较——公司对行业、行业对行业的财务数据、财务比率、市场趋势的图表与表格 

（5）  快速比较——公司/指标的标准模块与自定义设置 

（6）  高级筛选——标准财务数据、本地化财务数据、布尔运算符、建立公式、保存筛选标准及公式 

（7）   Benchmark行业招标——行业财务数据与招标的图表与表格 

（8）   DealWatch——超过三百万条新兴市场并购数据 

（9）   新兴市场未来的并购预测——跨国际、跨地区的并购预测数 

四、EMIS 数据库优势 

1.对比 分析  目前商业数据库主要分为三大类，下面进行对比： 

※金融类数据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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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类数据库

对比 

中国企业金

融数据分析 

全球各国企业金融数

据与分析 

中国企业海外并

购数据与报告 

企业的信贷

分析 
企业新闻 

EMIS数据库 √ √（100个国家/地区） √ √ √（全球新闻） 

同类数据库 √ √（中国）       √（国内新闻） 

 

※统计类数据库对比 

统计类数据库

对比 

中国的宏观

数据 

各国宏观

数据 

中国行业

经济 
各国行业经济 

独家分析报告

/预测 
国家数据对比 

EMIS数据库 √ √ √ √ √ √ 

同类数据库 √ 个别有 √ 个别有     

※资讯类数据库对比 

资讯类数据

库对比 
新闻 

各国财

经新闻 

独家报

告 

第三方

报告 
其他资源 

EMIS数据库 √ √ √ √ 
收录含中经网、赛迪顾问、EIU、BMI、S&P、OECD

等超过 3000个其他商业数据库或刊物资源 

同类数据库 √ 个别有 √ 个别有 个别有，数量不多 

 

2. 核心优势分析 

（1）收录范围广——是目前唯一一个收录了将近 100 个国家/地区的财经新闻、宏/微观数据的数据库：以及通

过内容合作方式收录了几乎全球各国所有商业出版机构的数据库和刊物。 

（2）EMIS 数据库涵盖了几乎所有图书馆已购的商业数据库的资源内容，而且这部分仅占 EMIS 内容的不到 10%

的比例。另外还将包括例如“BMI”、“牛津经济研究院”、“摩根大通”、“福克斯财经”、“国家能源组织”、“艾

瑞报告”、“赛迪顾问”等等国际或国内知名的经济类资源，这些资源目前尚未对国内图书馆销售。 

（3）多语种——EMIS 数据库可以 15 种语言文字展现各国数据、报告，满足不同读者用户需求。图书馆甚至可

以将 EMIS数据库作为一款小语种学习的数据库提供给相应读者。 

（4）一站式服务——相对于目前存在多款金融、统计、资讯等分散的数据库资源，EMIS 数据库可在同一平台实

现。另外，在结合目前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等倡议，EMIS可以给相关学者提供全

面完整的信息和数据支持。 

 

五、 EMIS 数据库用户情况 

EMIS服务于国防、科技、经济、教育、金融等各个领域，如美国中央情报局、银行、跨国公司、全球几乎所

有的著名大学，商学院从英美的哈佛、沃顿、牛津、剑桥、哥伦比亚、耶  鲁、斯坦福、西北大学商学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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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香港中文、香港科技大学等都订有该数据库。排名前 100商学院中有 92家在使用 EMIS数据库。 

 

国内(部分)用户：（全国有超过 100个学术、研究机构在使用 EMIS） 

北京大学 首都经贸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 中南大学 

武汉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长江商学院 中欧商学院 宁波诺丁汉大学 香港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中国社科院 … 

 

国外(部分)用户： 

美国 

华盛顿大学 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 

纽约大学 西北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马萨诸塞大学 南加州大学 叶史瓦大学 

斯坦福大学 堪萨斯大学 杜兰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波士顿学院 

英国 
牛津大学 巴斯大学 伦敦商学院 

维真大学 杜伦大学 威斯敏斯特大学 

日本 
神户大学 金泽星大学 一桥大学 

北海道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大阪市立大学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俄罗斯 俄罗斯大学经济学院 
普利卡哈诺夫俄罗斯经济

学院 
圣彼得州立大学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大学 多媒体大学 达鲁伊曼大学 

 

六、 数据库简明使用说明 

1、浏览器设置 

浏览器 推荐版本 

IE 浏览器 IE9 及以上 

谷歌浏览器 Chrome 第 21版及以上 

火狐浏览器 第 12版及以上 

  登陆网址:  http://www.emis.com  

2、界面语言更换（如果进入数据库默认界面语言为英文，希望调整为中文） 

把鼠标移到页面顶部最左边的 MY EMIS，出现如下图的小框。点击 Account Settings，在界面语言（Interface 

http://www.em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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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选择 Chinese，Save 即可。 

 
3、全库搜索 

同时支持中英文、通配符“and”“or”及“*”等。 

（1）初步设置：在下拉列表的筛选结果中设置时间范围、语言、刊物类型等。 

 

（2）查询： 

结果自动归档分类成：所有、新闻、报告、信息来源、更多等 

点击“报告”，可以出现非券商的所有第三方报告，点选第三方报告。报告的时间范围可以自由选择。建议勾选

相关性，这样出现的报告内容与搜索关键字是最匹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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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多的时候，也可以点选“更多筛选”“仅搜索标题”这样出现的内容相关性好一些。如果搜索内容比较

偏，还是要搜索所有文章看一看。 

  

A. 搜索时您可以输入想要查找的关键字，用 or连接，例如 food or “食品” or “食物” （同一关键词

中英文名称用 or链接,所有关于该关键字的中英文结果都会显示在下面）。两方面不同内容可用 and 连

接，此处 and也可省略用空格代替，例如 food and drink，food drink,（food or“食品” or “食物”）

(drink or “饮料”or“饮品”)，前两个就只能找出来英文的既关于食物又关于饮料的，最后一个比较

长的搜索到的就是中英文的既关于食物又关于饮料的，两部分比较长时用括号分别括起来。搜索的结果

如果是要看报告，点击“报告”,然后报告可以根据相关性或者最新性进行排序，分券商报告和第三方报

告。 

B. 如果搜索“食品加工”搜索结果中要使这四个字一起出现而不会分开出现（xx 食品 xxxx加工 xxxxx）在

一个标题里面，请在该词组上加上双引号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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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搜索跟 bank 相关的内容，可输入 bank*,那么与它的引申词如 bank, banking ,等等有关的内容都会出

现 

 

 

 

 

 

 

 

 

 

 

 

4、公司查询 

EMIS库的公司有上市和非上市之分，例如中国库里面包含 2800多家在中国上市的公司和 30万家左右非上市公

司的信息。 

（1）按名称进行公司查询 

搜索框输入要找的公司名字的关键字，系统会自动推送关键字相关的公司，如“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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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快速筛选 

点击“公司”，进入到公司快速筛选界面，可以通过筛选选项，如：国家、行业、财务数据等各项 

指标对目标公司进行快速筛选。筛选结果在右边列表显示。 

 

 

 

（3） 上市公司完整信息在“公司”模块下，点选第四列“工具”里的“快速筛选”点击公司名称、进入到公司

信息页面。在公司页面左列是关于该公司所有信息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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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上市公司信息查询 （中国库） 

在“公司”模块下，点击“本地数据库”，可进入“China Private Company Database”，即中国非上市公司数

据库。在非上市公司数据库下，可按照“公司名称”、“产品”、“行业”“地区，城市”等进行搜索查询。 

 

 

 

 

 

 

、 

  

 

 

 

 

 

 

 

 

5、行业信息 

点击“行业”、进入“行业分析”页面，页面左侧是所有行业列表。选择并点击想要查询的行业名称、进入到某

一特定行业页面。 

以“食品制造”行业为例，在所有行业列表点击“食品制造”、进入到“食品制造”行业概览页面。在行业名称

“食品制造”下方有一系列不同内容栏目：统计、公司、报告、新闻。 

统计：该行业所有相关统计数据 

公司：该行业下所有相关公司名录  

报告：该行业相关研究报告列表 

新闻：该行业所有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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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宏观经济 

在“国家/地图”模块中， 可以从国家数据、跨国家比较、一致预测、国家风险评级、报告、新闻等了解国家

的宏观经济。具体涵盖了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数据及图表、国家风险地图（数据来自邓白氏）、一致预测数据、最

新新闻、相关分析报告。 

国家数据：所查询国家的主要经济指标历史数据 

跨国家比较：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在 EMIS覆盖国家范围内的跨国比较 

一致预测：包括一直预测和个人预测 

一致预测是来自全球 20+家投行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数据的加权平均 

个人预测：20+家投行对宏观经济指标的单独预测数据 

              国家风险：国家风险地图和来自邓白氏的风险评级数据 

              报告：所有关于宏观经济的报告列表   

新闻：所有关于宏观经济的新闻，可按最新排序、按新闻主题分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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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宏观数据相关的我们有一个比较推荐的刊物，它的数据信息比较新是统计局来的，查找方法如下：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China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Consulting Center ) 

在信息来源板块下图所示的区域输入“statis”（英文界面下）/“景气”（中文界面下），出现“China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Consulting Center”（英文界面下）/“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文界面下），

勾选之后，点击“运用”，出来的结果中一个是中文版的，另外一个是英文版的，根据需要点击进入即可。 

 

 

 

 

 

 

 

 

 

 

 

 

 

 

7、信息来源 – 所有报告列表 

http://china.securities.com/php/sources/index?dp_code=CN-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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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数据库中所有内容全部来自第三方供应商，信息来源是所有供应商及其提供内容的列表。 

在左侧筛选选项中可按照国家、信息来源、源类型、刊物类别、语言等进行进一步筛选。 

在“信息来源”下拉列表、可查看所有供应商名录，点击供应商名称即可查询该供应商在 EMIS中提供的所有内

容。 

信息来源中供应商：EIU(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Oxford Economics, Euromonitor, CIMB, BMI, 

Marketline, FocusEconomics ,中国经济信息网(China Economic Information Network),安邦(Anbound),华通

人(All China Marketing Research/ACMR),赛迪(CCID),易观(Analysys International),艾瑞(IResearch),机电

数据(Electromechanical Data) 等等. 

 

 

 

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搜索到四个子库，左边按供应商名字查找： 

维赛特券商报告库 

输入“VSAT”（英文界面下）/“维赛特”（中文界面下），出现“VSAT Financial Information”（英文界面下）

/“维赛特资讯”（中文界面下），勾选之后，点击旁边任何空白部位缓冲，出来的结果最后一条记录“VSAT 

Reports Database”（英文界面下）/“券商报告数据库”（中文界面下），点击进入即可。 

全国投资项目数据库 

收录国内项目总资产 2000万以上的在建项目，每个月更新 5000-6000条记录。 

输入“huaxinjie”（英文界面下）/“在建”（中文界面下），出现“Huaxinjie Investment Consulting”（英

文界面下）/“中国拟在建项目网简介”（中文界面下），勾选之后，点击旁边任何空白部位缓冲，出来的结果最

后一条记录“National Investment Project database”（英文界面下）/“全国投资项目数据库”（中文界面

下），点击进入即可。 

物资价格数据库 

输入“logistics”（不论中文还是英文界面都输入该英文），出现“China Logistics Information Center ”，

勾选之后，点击旁边任何空白部位缓冲，出来的结果中间部位“Material Price Database”（英文界面下）/“物

资价格数据库”（中文界面下），点击进入即可。 

化工产品海关统计库 

输入“chemical”（英文界面下）/“化工”（中文界面下），出现“China National Chemical Information Center”

（英文界面下）/“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中文界面下），勾选之后，点击旁边任何空白部位缓冲，出来的结果中

“C&P-Chemical Products Custom Statistics”（不论中文还是英文界面都出现该英文），点击进入即可。 

 

七 、EMIS 数据库资源来源（仅中国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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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来源 

1． 中国拟在建项目网 

2． BMI    

3． 中商情报网 

4． 华通人商用信息公司 

5． 易观国际顾问 

6．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 

7． 赛迪顾问 

8． 百川资讯 

9．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10. 中经网 

11.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12. 北京易观网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3. Marketline（原名 Datamonitor） 

14. DTZ(戴德梁行) 

15. D&B（邓白氏） 

16. 中国机电数据 

17.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18. Enerdata 

19. Euromoney（欧洲货币集团） 

20. Euromonitor 

21. Fitch Ratings（惠誉评级） 

22. Colliers 

23. Cushman&Wakefield 

24. Mintel 

25. 机电商报 

26. Mergent 

27. OECD（经合组织） 

28. OPEC（欧佩克） 

29. Oxford Economic Forecasting Ltd（牛津经济预测） 

30. Petrosil Group 

31. 善能石油 

32. 维赛特资讯 

33. 北京云嘟嘟科技 

34. 中国冶金网 

35. Acquisdata 

36. 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 

37. Deutsche Presse-Agentur 

38. 上海艾瑞市场咨询 

39. Contineo Media 

40. Metalre Search 

41. Progressive Digital Media 

42. 北京中联易讯投资咨询 

43. EIU(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44. 4CAST 

45. Yarns and Fibers 

46. 天相投资 

http://sh.securities.com/sources/sources.html?pc=CN&sv=EMIS&sortby=1&dp_code=CN-YIGUAN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RBSASIA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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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联合资信评估 

48. Paul Budde Communication 

49. TAB International 

50. Nandini 

51. Smart Research Insights 

52. Infiniti Research 

53. EMIS 

54.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 

55. 深圳今日投资财经资讯 

56. 浆纸商务网 

57. SeeNews 

58. CIMB 

59. World Market Intelligence 

60. Ken Research 

61. Asia Private Equity 

62. 中国经济信息社 

63. 通信世界网 

64. 中国经济景气研究中心 

65.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院 

66. 第一财经 

67. BBC Monitoring 

68. 上海日报 

69. Metal Bulletin 

70. 电气杂志社 

71. FocusEconomics 

72. Mira Inform 

73. IDE-JETRO(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74. 中国日报 

75. 中国化工信息网 

76. 中国有色网 

（二） EMIS 数据库收录报告 

1. 中国拟在建项目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主办，是中国首家发布全国拟在建项目信息的网站，是目前国内最权威、最及

时的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发布网站。 

IOI 投资新闻 每周, 中文  

IOI 投资政策 不定期更新, 中文  

全国投资项目数据库 月度, 中文  

2.  BMI 

BMI 客户分布于全球 140 多个国家，500 强全球企业其中有 400 多个使用 BMI。他们都依赖于 BMI 的行业研究

和预测。 

BMI Research - Espicom Medistat Reports 4xAnnually, 英语  

BMI Research - Industry Forecast Scenario 季度, 英语  

3.  中商情报网 

中商情报网-汽车行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中商情报网- 汽车行业报告主要分析了中国市场汽车行业发展状况，还包括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及运作模式分析，

行业投资分析从及未来行业发展趋势预测，为用户全面了解行业信息及战略规划提供策略建议。  

中商情报网-化工行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IOICIN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IOICIP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CNIOIPROJ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BMI_ESPICOMMED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BMI_INDUFORECAST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SKCIAUTO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SKCI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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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情报网-化工行业报告是由中商情报网出版，提供全面的市场研究。它包含化工产业发展，投资，市场预测，

战略，统计和调查的深入分析。  

中商情报网-能源行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中商情报网- 能源行业报告主要分析了中国市场能源行业发展状况，还包括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及运作模式分析，

行业投资分析从及未来行业发展趋势预测，为用户全面了解行业信息及战略规划提供策略建议。  

中商情报网-环境保护行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中商情报网-环境保护行业报告是一个全面的研究报告，包含环保产业在中国市场。它提供发展，壮大，目前观

察行业内的投资预测分析宽广。报告由中商情报网提供的信息。  

中商情报网-食品制造行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中商情报网-食品制造行业报告是在中国市场上的食品制造业的综合研究报告。它提供发展，壮大，投资和预测

分析。报告由中商情报网产生的。  

中商情报网-健康行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是全面市场调研对中国健康产业。它提供健康产业的发展，壮大，投资，公司战略和统计分析广阔。报

告由北京安邦咨询公司出版。  

中商情报网-热点行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中商情报网-热点行业报告是中商情报网出版的。它提供在中国的热点行业广泛的研究报告。本出版物包含产业

发展，投资，预测和市场状况分析。  

中商情报网-IT行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中商情报网-IT行业报告是一个广泛的研究报告包含在中国市场的信息技术部门。它提供在发育，生长和当前观

察和行业内预测投资深入的分析。报告由中商情报网出版的。  

中商情报网-机电设备行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中商情报网- 机电设备行业报告主要分析了中国市场机电设备行业发展状况，还包括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及运作模

式分析，行业投资分析从及未来行业发展趋势预测，为用户全面了解行业信息及战略规划提供策略建议。  

中商情报网-新材料行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中商情报网- 新材料行业报告主要分析了中国新材料行业发展状况，还包括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及运作模式分析，

行业投资分析从及未来行业发展趋势预测，为用户全面了解行业信息及战略规划提供策略建议。  

中商情报网-制药行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中商情报网- 制药行业报告主要分析了中国市场制药行业发展状况，还包括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及运作模式分析，

行业投资分析从及未来行业发展趋势预测，为用户全面了解行业信息及战略规划提供策略建议。  

4. 华通人商用信息公司 

是国内领先的商用信息服务提供商，总部在北京，有一定的政府背景。研究领域涵盖各制造业及零售业。 

ACMR-中国热点行业成长性分析季报 季度, 中文 

本刊物提供中国产业的季度分析报告。这些报告包括行业运行分析，经济增长预期和行业亮点。该刊物是由北京

华通人商用信息有限公司更新的。  

5. 易观国际顾问 

易观国际顾问报告专注于电信与无线增值业务研究，涉及移动电视、有线电视运营、定制终端、第三方支付、户

外电子屏、网上银行、无线营销、导航和位置服务、线下便利支付、DTV、即时通信、手机游戏、3G、移动搜

索、网上零售、线上 B2B 和 B2C 零售市场等。 

易观季度数据监测报告 (季度) 

易观年度综合报告 (年度) 

6.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 

安邦咨询”成立于 1993 年，是国内现存最早、最为著名的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民间智库。总部设在

北京 CBD 商圈。 

安邦房地产信息 每周, 中文  

安邦专家观点 不定期更新, 中文  

安邦数据  每日, 中文  

安邦电子商务专刊 双周更新, 中文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SKCIENERGY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SKCIEP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SKCIFM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SKCIHEALTH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SKCIHIR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SKCIIT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SKCIME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SKCINM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SKCIPHARMA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CMRANALYSIS
http://sh.securities.com/docs.html?pc=CN&pub_id=YIGUANSJ
http://sh.securities.com/docs.html?pc=CN&pub_id=YIGUANREP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NBOUNDRE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NBOUNDOPI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NBOUNDED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ANBOUN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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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经济分析 不定期更新, 中文  

安邦经济信息  每日, 中文  

安邦房地产周刊 每周, 中文  

安邦中国农业问题报告与分析 每周, 中文  

汽车行业竞争情报及分析 每周, 中文  

银行行业资料汇编 每周, 中文  

电力行业资料汇编 每周, 中文  

能源行业竞争情报及分析  每周, 中文  

金融行业资料汇编 每周, 中文  

保险行业资料汇编  每周, 中文  

物流行业竞争情报及分析  每周, 中文  

新能源行业资料汇编 每周, 中文  

石化行业资料汇编 每周, 中文  

医药行业竞争情报及分析 每周, 中文  

医药行业资料汇编 每周, 中文  

旅游竞争 每周, 中文  

7. 赛迪顾问 

直属于信息产业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集团）。在 IT、电信、半导体、汽车、能源、房地产、金

融、交通、医药、制造等行业有着丰富的研究经验。 

赛迪顾问-生物科技产业监测月刊 月度, 中文  

监测生物科技产业的政策动向、动态、产业分析、投资热点、技术趋势、企业竞争、各地区发展状况以及会展信

息等，重点监测领域涉及生物医药、生物能源、生物 农业、生物材料等。本月刊监测内容侧重生物医药产业，

包括：基因工程制药、诊断试剂、抗体药品、血液制品以及疫苗等内容。  

电子信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月度, 中文  

此刊物提供电子信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和分析  

电子信息产业重点产品数据 月度, 中文  

此刊物提供电子信息产业重点产品数据及分析  

赛迪顾问-环保产业监测月刊 月度, 中文  

监测环保产业的政策动向、动态、产业分析、投资热点、技术趋势、企业竞争、各地区发展状况以及会展信息等，

本监测内容采用国际上广义的环保产业定义，按照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产品和服务的环境功能，范围覆盖自

然资源开发与保护型、清洁生产型、污染源控制及污染治理型环保产业四类，并重点侧重监测环境污染治 理（污

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理）、环境监测仪器\技术\环保设备、生物环保、其它环保服务等内容。  

CCID专题报告-节能环保 不定期更新, 中文  

节能环保专题报告重点分析和探讨了节能环保行业的关键问题：环保产业还将以怎样的方式发展？环保产业发展

动力和投资机会又在哪里？地方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 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环保企业如何融资解决资金瓶颈问题？

以期为政府节能环保产业规划和节能环保企业发展有所裨益。  

CCID专题报告-高端装备 不定期更新, 中文  

高端装备专题研究基于赛迪顾问多年来扎根产业的研究积累，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意义和面临的挑战进

行了深入解析，有针对性展开各重点领域发展前瞻和 下游行业带动等方面研究，对地方政府开展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规划的提出相关建议，为中央及地方政府进行产业规划与重大项目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与研究参考。  

CCID专题报告-信息网络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信息网络专题报告提供多方面的有关信息网络的研究，包括《卫星应用研究》、《云计算产业研究》、《云计算

市场机会研究》、《高端软件产业研究》、《高端软 件市场机会研究》、《物联网市场机会研究》、《三网融

合产业研究》、《三网融合市场机会》等等。  

CCID专题报告-新能源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新能源专题研究以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和智能电网为研究重点，深入挖掘了全国新能源产业布局和各

典型地区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并对全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区域面临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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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D专题报告-新材料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新材料产业在中国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被定性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该报告深入

地研究与分析我国新材料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CCID专题报告-动力电池 不定期更新, 中文  

动力电池专题报告总结国际锂离子电池产业分布特点、发展成功模式，分析国内锂离子电池产业分布特征及资源

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国锂离子电池产业未来的空间发 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为国家和地方的锂离子电池产业空间

布局与宏观决策提供参考。  

赛迪顾问-行业与市场竞争分析报告 年度, 中文  

赛迪顾问-行业与市场竞争分析报告是主要侧重于产业发展，投资环境，市场和公司的竞争对计算机，半导体，

软件，电信，消费电子，网络和信息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报告由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每年生产。  

赛迪顾问-信息化研究 每日, 中文  

《CCID 信息化研究》提供了不同地区的国家、地方/区域、功能,e-commece等方面的信息化的研究，由赛迪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CCID新能源行业监测月刊 月度, 中文  

赛迪顾问推出的新能源产业资讯动态监测，以近几年来发展速度快、产业规模相对较大、投资密集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之新能源产业为重点监测内容，范围覆盖太阳能 光伏、风能、核能、生物质能和智能电网产业等。旨在通

过及时、全面跟踪监测新能源产业资讯动态，以帮助用户良好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应用热点，促进政府 和

企业等在新能源领域的战略规划与实施。  

软件月度经济指标数据 月度, 中文  

CCID软件经济运行数据分析 月度, 中文  

通讯月度经济指标数据 月度, 中文  

CCID通信运营月报 月度, 中文  

CCID电子百强企业经济运行分析 月度, 中文  

赛迪顾问-进出口统计数据 月度, 中文  

《CCID-进出口统计数据 》是由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中心所提供的覆盖电子产品、电信设备进出口统计。  

赛迪顾问-产业经济运行月报 月度, 中文  

《CCID 行业与市场竞争分析报告》由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中国手机市场主流品牌分制式，分地区

的销量及排名统计。  

赛迪顾问-市场分析及预测 每日, 中文  

此报告由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每日更新。此提供在国内产业的市场分析和预测。  

8. 百川资讯 

百川资讯是专业的大宗原料信息供应商，作为各行业产业链市场信息交汇中心，以专业、及时、精准的信息服务

质量获得广大市场参与者的认可。 

百川农业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化肥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化纤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化工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氯碱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煤化工行业周报 每周, 中文  

百川煤炭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建筑材料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铁合金行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氟化工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家电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冶金原料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冶金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非金属矿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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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有色金属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纸品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石油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磷化工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塑料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聚氨酯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橡胶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百川废旧物资产业周刊 每周, 中文  

9.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经销和代理制度研究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经销和代理制度研究报告，分析经销制度和代理制度在商品流通中的重要作用，深入研究经

销制度和代理制度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及对批发行业从业企业的建议。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传统零售商开展网络零售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传统零售商开展网络零售报告，提供开展网络经营业务的零售企业的数量、分类及名称，分

析了传统零售企业开展网络零售的现状，行业发展趋势，各零售企业面对网络经营的态度、及面临的各种问题，

对零售企业提供建议。  

10. 中经网 

国家信息中心组建的，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要业务的专业性信息服务网络。国家信息中心多年来开展了大量经济

预测、经济分析和经济数据库的建设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经济信息支持。目前国内最大最权威的经济信息

传播中心。 

中经网行业季度报告-通讯设备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石油天然气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零售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港口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环保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新能源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生物制药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旅游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房地产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物流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食品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文化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工程机械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纺织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有色金属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医药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化工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宏观经济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电力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煤炭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农业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报告 - 金融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交通运输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电力设备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轻工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建筑 月度, 中文  

中经网行业月度报告 - 建材 月度,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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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是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目前由国家经贸委直接管理，是原物资部、内贸部、内贸局直属信息机构。 

中国生产资料价格监测(文字部分)  每周, 中文  

由物流中心主办,基于全国 200家主要城市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网资料整理编辑而成,集中描述了钢铁,有色金

属,汽车,煤炭,油品,化工,建材,木材,机电设备等数百种主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信息,每周更新.  

中国生产资料价格监测 每周, 中文  

由物流中心主办,基于全国 200家主要城市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网资料整理编辑而成,集中描述了钢铁,有色金

属,汽车,煤炭,油品,化工,建材,木材,机电设备等数百种主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信息,每周更新。  

物资价格数据库 月度, 中文  

由物流中心主办,基于全国 200家主要城市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网资料整理编辑而成,集中描述了钢铁,有色金

属,汽车,煤炭,油品,化工,建材,木材,机电设备共计约 628种种主要生产资料的时间连续性价格信息,每周更新。  

物资价格数据库 每周, 中文  

由物流中心主办,基于全国 200家主要城市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网资料整理编辑而成,集中描述了钢铁,有色金

属,汽车,煤炭,油品,化工,建材,木材,机电设备共计约 628种种主要生产资料的时间连续性价格信息,每周更新。  

生产资料市场形势分析与预测 不定期更新, 中文  

由物流中心主办,基于全国 200家主要城市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网资料整理编辑而成,集中描述了钢铁,有色金

属,汽车,煤炭,油品,化工,建材,木材,机电设备等数百种主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信息,每周更新.  

生产资料市场发展报告 年度, 中文  

报告以年度最新统计数据为基础，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生产资料市场的总体形势、投资情况、主要企业的经

营状况、价格走势、进出口、市场整顿与调控，以及 10大类生产资料品种。  

12．北京易观网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国内领先的咨询集团企业之一，易观国际顾问报告专注于电信与 IT 行业，以详实丰富的数据、精辟独到的观点

和建议，深刻揭示事务的本质，向客户提供最具深度的精品报告。 

易观年度综合报告  

本刊物提供中国移动和在线服务等行业的年度报告。这些报告包括电子商务市场，网络广告市场，网络游戏市场

和搜索引擎市场的分析。 

易观季度数据监测报告  

本刊物提供中国各个行业的季度报告。这些报告包括行业的市场趋势和市场交易的分析。 

13. Marketline（原名 Datamonitor） 

全球领先的市场信息解决方案提供者，行业涉及汽车，消费品，能源，医药等。 

MarketLine Company Reports  

MarketLine Industry Reports  

MarketLine Industry Reports - Global  

14. DTZ(戴德梁行) 

From their origins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to a 21st century global operation, DTZ has enjoyed a reputation for 

excellence providing leading-edge property insight and on-the-ground delivery to investors, developers, corporate and 

public sector occupiers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DTZ Research 季度, 英语  

15. D&B（邓白氏） 

邓白氏是全球领先的商业信息供应商，此类商业信息被广泛应用于风险管理、营销和供应管理决策领域。

全球众多企业使用邓白氏提供  的有远见资讯，同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建立获利的、优质的商业关系。  

Dun and Bradstreet - Country Report  

Dun and Bradstreet - Country RiskLine Report  

Dun and Bradstreet - Economic Indicators 5yr Forecast  

16. 中国机电数据 

不仅是一家专业从事国际工业品技术参数和市场价格的采集、整理、审核、研究和传播的服务性机构，同时也是

一家专业为各个企业生产经营生态价值链提供以原材料、制成品现货价格和市场分析预测及市场研究为核心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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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YIGUANREP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YIGUANSJ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DMONITORCOMP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DATAMONITORINDU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DATAMONITORINDUGLOBAL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UA_DTZRESEARCH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DNB_CTRREP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DNB_RISKLINE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DNB_ECONIN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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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咨询服务机构，在国际工业品（尤其是机电产品）的技术参数、市场价格、供应商信息、调研报告等方面的信

息服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非凡的影响力。 

中国机电数据- 工程机械月度报告 月度,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深度研究报告。该报告包含液压挖掘机, 装载机, 压路机, 平地机, 和摊铺机

市场分析及统计 。此刊物由中机院机电市场研究所更新的。  

中国机电数据-电气机械&电子元器件行业研究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关于中国电子机械的深入研究报告。该报告包括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发电设备，家用电器具

及电子工业专用设备。此刊物由中机院机电市场研究所更新的。  

中国机电数据-通用设备行业研究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中国通用设备行业的深度研究报告。该报告包括内燃机，锅炉设备，阀门，和包装机械的市场评估

和预测。此刊物由中机院机电市场研究所更新的。  

中国机电数据-专用设备行业研究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中国各种专用设备的深度研究报告。该报告涉及采矿设备，医疗和外科器械，炼油设备，农业机械，

以及污水防治设备。此刊物由中机院机电市场研究所更新的。  

中国机电数据-交通运输设备行业研究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中国各种运输设备的深度研究报告。内容也包括铁路，摩托车，汽车，和潜水设备的市场报告。此

刊物由中机院机电市场研究所更新的。  

中国机电数据-高端装备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中国高端装备行业的深度研究报告。该报告包含工业机器人，导航设备，3D打印和 LED设备市场

评估及预测。此刊物由中机院机电市场研究所更新的。  

17.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由 1958 年成立的化工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和 1984 年成立的化工部经济信息中心合并而成，是

国家级化工行业信息研究、信息服务和应用技术开发中心。 

C&P 能源专题 每周, 中文  

C&P 塑料专题 每周, 中文   

C&P 橡胶专题 每周, 中文  

C&P-化工行业政策与法规 双月更新, 中文  

C&P-化工新闻 每日, 中文  

C&P-Chemical Products Custom Statistics 月度, 英语  

C&P-化工话题 每日, 中文  

18. Enerdata 

全球领先的能源市场信息提供者 

Enerdata - Energy Data Set 每年 2期, 英语  

Enerdata - Energy Market Report 年度, 英语  

Enerdata - LNG Trade Data 年度, 英语  

Enerdata - World Refineries Data 每年 2期, 英语  

19. Euromoney（欧洲货币集团）同时也是 ISI EMIS 数据库的母公司 

欧洲货币集团隶属于英国最大的传媒集团——每日邮报集团，其发行的《欧洲货币》是享誉全球的高端金融月刊，

在全球 140 个国家拥有包括政府机构、大型国际银行和各地领先金融机构、跨国企业和财团等的 160，000 机构

客户。 

Euromoney - China Law and Practice 每个月 2期, 英语  

Euromoney - Emerging Markets 季度, 英语  

Euromoney -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月度, 英语  

Euromoney -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10xAnnually, 英语  

Euromoney - Petroleum Economist 每个月 2期, 英语  

Euromoney - Project Finance 月度, 英语  

Euromoney Magazine 月度,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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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CNCHP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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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CNCHEMICALCPCN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CNCHCUSTOMS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CNCHEMICALCPCT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ENERDATA_DATASET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ENERDATA_ENERGREP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ENERDATA_LNG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ENERDATA_REFINERIES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EUROCNLP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EUROEMERGMARKETS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EUROINTLTAXREVIEW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EUROMIP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EUROPET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EUROPFM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EURO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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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apital 每周, 英语  

20. Euromonitor 

全球领先的市场信息解决方案提供者 

Euromonitor - Industry Capsules 不定期更新, 英语  

Euromonitor - Local Company Profiles 12xAnnually, 英语  

Euromonitor - Sector Capsules 12xAnnually, 英语  

21. Fitch Ratings（惠誉评级） 

国际知名的三大评级机构之一 

FITCH Ratings - Criteria Reports 月度, 英语  

Fitch Ratings - Outlook report 不定期更新, 英语  

FITCH Ratings - Presale Report 不定期更新, 英语  

FITCH Ratings - Press Releases 月度, 英语  

FITCH Ratings - Special Reports 月度, 英语  

FITCH Ratings - Transition Default Study Report 不定期更新, 英语  

22. Colliers  

Colliers Asia-Pacific Property Market Reports 季度, 英语 

23. Cushman&Wakefield 

Cushman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tlas Summary  

Cushman - Main Streets Across the World  

Cushman - Office Space Across the World  

24. Mintel 

英敏特中国消费者市场系列报告，深入研究中国 80 多个消费者市场和群体。所有的报告提供基于一系列数据的

深入分析和见解。 

Mintel - Research Reports  

Top-line market research data for Brazil, China, Colombia, India, Indonesia, Mexico, Turkey, Russia, 

Chile, Malaysia, Poland. The reports provide 5-year historical and 5-year forecasted market size data, 

and they include as well segmentation, shares, CAGR and top line socio-economic data. 

25. 机电商报 

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主管的一份产业经济类周报 

机电商报—商用车 月度, 中文  

机电商报—综合 每周, 中文  

机电商报—电气 每周, 中文  

机电商报—机床 每周, 中文  

26. Mergent 

全球知名的环球企业与财经信息公司 

Mergent - Asia-Pacific Industry Reports 10xAnnually, 英语 

27. OECD（经合组织） 

OECD - Economic Outlook 每年 2 期, 英语  

OECD - Economic Surveys 不定期更新, 英语  

OECD - Energy Prices and Taxes 季度, 英语  

OECD -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月度, 英语  

OECD -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每年 2期, 英语  

OECD - National Accounts 季度, 英语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8. OPEC（欧佩克）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 Market Indicators 月度,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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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UK_FITCH_PSR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UK-FITCH-PR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UK-FITCH-SP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UK_FITCH_TD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COLLIERSAPMR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CUSHMAN_IIAS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CUSHMAN_MSATW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CUSHMAN_OSATW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MINTEL_RESEARCH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MEBCV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MEBINTE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MEBELEC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MEBMT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MERASIARE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OECDECOUT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OECDCES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OECDENERGY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OECDECIN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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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OPEC_MRKTIN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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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C - World Oil Outlook 年度, 英语  

OPEC Monthly Oil Market Report 月度, 英语  

29. Oxford Economic Forecasting Ltd（牛津经济预测） 

牛津经济研究院成立于 1981 年，前身为牛津大学商学院之附属商业企业，是一个由提供经济顾问、预测与分析

工具给国际组织的专业智库机构。而从开始成立迄今，牛津经济研究院已成为全球顶尖、独立的国际性预测顾问

机构之一， 

Oxford Economics - Country Economic Forecasts 每年 2期, 英语  

Oxford Economics - Global Industry Forecasts 季度, 英语  

Oxford Economics - Industry Forecast Data 每年 2期, 英语  

Oxford Economics - Monthly Industry Briefings 月度, 英语  

30. Petrosil Group 

The Petrosil Group (www.petrosil.com) is a digital reporting agency that creates and manages a range of market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databases that are subscribed to by the world's leading energy and chemical companies. 

Petrosil Base Oil Report 月度, 英语  

Petrosil Bitumart Report 月度, 英语  

Petrosil Chemical Explorer Report 月度, 英语  

Petrosil Crude Oil Report 月度, 英语  

Petrosilicon Petroleum Report 月度, 英语  

31. 善能石油 

善能国内油品市场价格 (中文版) 月度, 中文  

SinoSynergy China Domestic Oil Product Prices (English Version) 月度, 英语  

SinoSynergy Crude Oil & Gas Products Monthly Statistics 月度, 英语  

善能原油天然气月度统计 (中文版) 月度, 中文  

SinoSynergy Crude Oil & Gas Products Annual Statistics 年度, 英语  

善能产经资讯（中文版） 每周, 中文  

SinoSynergy Industrial Express (English Version) 每周, 英语  

善能全球原油加工和石油制品月度数据 月度, 中文  

善能石油和天然气进出口月度数据 月度, 中文  

SinoSynergy New Energy Information 每周, 中文  

SinoSynergy Oil and Gas bidding Information 3xWeekly, 中文  

SinoSynergy Oil and Gas Project Information 3xWeekly, 中文  

Sinosynergy Oil Industry Hotspot Comments 每周, 中文  

善能石油法律法规 (中文版) 不定期更新, 中文  

SinoSynergy Petrochemical Products Monthly Statistics (English Version) 月度, 英语  

善能石油化工产品月度统计 (中文版) 月度, 中文  

SinoSynergy Petrochemical Products Annual Statistics (English Version) 年度, 英语  

善能石化产品年度统计 (中文版) 年度, 中文  

32. 维赛特资讯 

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是专业致力于证券资讯信息服务和软件开发的企业，目前用户已遍及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大

中城市，在国内证券营业网点、上市公司、投资机构、金融银行等用户中享有好的口碑和信誉。 

券商报告数据库 每日, 中文  

上市公司背景资料 双周更新, 中文  

证券研究所-债券研究 不定期更新, 中文  

证券研究所-公司研究 每日, 中文  

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 不定期更新, 中文  

证券研究所-行业研究 每日, 中文  

证券研究所-投资组合 不定期更新,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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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OGANEN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INBRIEF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CPNBI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MDPP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MDPG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SYNNEI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SYNBID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SYNPI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SYNIHC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LEG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MSTATEN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MSTATCN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ASTATEN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SINOASTATCN
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VSAT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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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mis.com/old/sources/index/pub?pcid=YJSTZ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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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所-投资策略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司公告书 不定期更新, 中文  

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告 每日, 中文  

上市公司年报、中报 不定期更新, 中文  

证券研究所-宏观研究 不定期更新, 中文  

股市分析 每日, 中文  

证券研究所-晨会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证券、财经新闻 每日, 中文  

33.北京云嘟嘟科技 

21 世纪经济报道 每日, 中文  

《21世纪经济报道》是一个中国商业的报纸，总部设在广东。本出版物在中国提供每日经济新闻， 可也包含对

经济有影响的行业与政治新闻。该报告是由云嘟嘟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中国航空报 每周 2期, 中文  

中国航空报提供中国航空业的新闻。新闻包括了航空业的技术，方案和发展信息。该报告由云嘟嘟科技有限公司

更新的。  

中国建材报 每日, 中文  

中国经营报 每周, 中文  

中国经营报提供中国企业和行业的商业新闻和信息。报告还包括显示当前的经济形势的信息，因为它涉及到全国

的当地企业。该报告由云嘟嘟科技有限公司每周更新的。  

中华建筑报 每周 2期, 中文  

中华建筑报提供在中国的建筑，装饰，和建材的行业新闻。该报告是从事建筑和房地产行业的机构很有益。该报

告由云嘟嘟科技有限公司每周更新的。  

中国教育报 每日, 中文  

中国教育报提供对教育部门的每日新闻。报告还包括了影响中国教育系统的技术和其他资源的消息。该报告由云

嘟嘟科技有限公司每日更新的。  

中国石化报 每日, 中文  

《中国石化报》提供中国石化行业的最新新闻。报告也包括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行业有影响的石化新闻。该报告

由云嘟嘟科技有限公司每日更新的。  

中国贸易报 每周 2期, 中文 

中国贸易报突显对中国公司和行业的进口和出口活动的新闻和信息。该出版物还包括外贸，投资，宏观经济计划，

以及影响国家的贸易的政府政策的信息。该中文报告是由云嘟嘟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经济日报 每日,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关于中国经济最新的消息。内容也包括影响国家经济的本地新闻和国外事项。该报告由云嘟嘟科技

有限公司更新的。  

经济参考报 每日, 中文  

《经济参考报》在中国提供每日经济及财经新闻。该出版物提供公司，行业，政治和一般新闻，影响中国的经济。

该报告是由云嘟嘟科技有限公司每日提供的。  

国际商报 每日, 中文  

国际商报提供每日新闻侧重于中国的外贸，商品和市场信息。该刊物还拥有该国对外贸易的政策和法规报告。该

中文报告是由云嘟嘟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34. 中国冶金网 

国家工商和信息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冶金行业综合性的门户网站 

CES 冶金产品进出口统计 月度, 中文  

CES Import and Export Statistics 月度, 英语  

CES Metal News 每日, 英语  

CES 冶金行业新闻 每日, 中文  

CES 冶金行业市场分析 每周,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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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 Metallurgy Industry Statistics 月度, 英语  

CES 冶金行业统计 月度, 中文  

CES Price Update 每周, 英语  

CES 冶金产品价格 每周, 中文  

 

35.Acquisdata 

Acquisdata Company Snapshot 不定期更新, 英语  

Acquisdata Industry SnapShot China IT 每周, 英语  

Acquisdata Industry SnapShot China Banking 每周, 英语  

Acquisdata Industry SnapShot China Bio-Tech 每周, 英语  

Acquisdata Industry SnapShot China Petrochemical 每周, 英语  

Acquisdata Industry SnapShot Executives 不定期更新, 英语  

Acquisdata Industry SnapShot- China Mining 每周, 英语  

Acquisdata Industry SnapShot- China Cement 每周, 英语  

Acquisdata Industry SnapShot- China Automotive 每周, 英语  

36.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 

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是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于 1996年 10月建立，是中国汽车行业专业的网络信息服务平台。 

CATARC-北京汽车市场价格 每周, 中文  

《CATARC-北京汽车市场价格》是由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提供的北京汽车市场每周价格行情。  

CATARC-Analysis and Forecasts on China Automotive Industry 每周, 英语  

CATARC-汽车专题分析与预测 每周, 中文  

《CATARC-汽车专题分析与预测》是由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提供的对中国汽车产业和市场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周刊。  

CATARC-汽车进出口统计 月度, 中文  

是由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提供的整车（按类型分）和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和出口量和价格（按国家和地区分类）的

季度统计数字。  

CATARC-汽车工业发展年度报告 年度, 中文  

《CATARC-汽车工业发展年度报告 》是由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提供的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综合统计。  

CATARC-汽车产销统计 月度, 中文  

CATARC-汽车产销统计是每月提供汽车行业销量，产量，制造商和详细的统计数据。报告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提供。  

CATARC-汽车季度研究报告 季度, 中文  

行业内外的资深专家对中国汽车工业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帮助中外汽车界高层人士全面透彻地把握行业发展

动向。  

CATARC-汽车新闻 每日, 中文  

汽车新闻对中国及国际市场提供对汽车行业的新闻发布。它包含行业的销售，技术，统计数据，公司新闻，预测，

供需，政策和意见。报告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每天产生的。  

37.Deutsche Presse-Agentur 

dpa Asian Network News Service - Political News 每日, 英语  

dpa Asian Network News Service - Political News delivers daily news on political topics from the Asia 

region.  

dpa Asian Network News Service - Economic News 每日, 英语  

dpa Asian Network News Service - Economic News delivers daily news on economic topics from the Asia 

region.  

dpa Asian Network News Service - General News 每日, 英语  

dpa Asian Network News Service - General News delivers daily news on general topics from the Asia region.  

dpa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in English - General News 每日,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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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in English - General News delivers international news in English on 

general topics.  

dpa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in English - Political News 每日, 英语  

dpa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in dpa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in English - Political News delivers 

international news in English on political topics.  

dpa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in English - Economic News 每日, 英语  

dpa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in English - Economic News delivers international news in English on 

economic topics.  

38.上海艾瑞市场咨询 

艾瑞咨询成立于 2002 年，是最早涉及互联网研究的第三方机构，累计发布数千份互联网行 业研究报告，为上千

家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研究咨询服务，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 IPO 首选的 第三方研究机构。 

艾瑞在线家装与家电研究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中国在线家装与家电服务行业报告。 该报告提供精心研究信息，通知读者最新发展趋势。此刊物

由艾瑞咨询集团更新的。  

艾瑞在线汽车服务研究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中国在线汽车服务行业的最新报告。报告提供行业市场形势和发展趋势的信息。此刊物由艾瑞咨询

集团更新的。  

艾瑞电子商务研究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刊物提供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和市场状况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包括摘要和图表，对研究人员和投

资者有用。 此刊物由艾瑞咨询集团更新的。  

艾瑞网络广告研究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中国互联网广告行业的最新报告。报告提供行业市场形势和发展趋势的信息。此刊物由艾瑞咨询集

团更新的。  

艾瑞互联网金融研究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中国互联网金融业的最新报告。该报告提供行业市场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信息。此刊物由艾瑞咨询集

团更新的。  

艾瑞网络经济研究报告 年度,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网页游戏，手机银行，电子商务，搜索引擎，及其它中国无线服务行业报告 。该报告提供精心研

究信息，通知读者最新发展趋势。此刊物由艾瑞咨询集团更新的。  

39. Contineo Media 

Contineo Media - Asia Food Journal 双月更新, 英语  

Contineo Media - Asia Image 4xAnnually, 英语  

Contineo Media - Control Engineering Asia 月度, 英语  

Contineo Media - Logistic Insight Asia 双月更新, 英语  

Contineo Media - Payload Asia 月度, 英语  

Contineo Media - Television Asia Plus 不定期更新, 英语  

40. Metalre Search 

Market overview World Gold 年度, 英语  

Market overview - World Palladium 年度, 英语  

Market overview - World rare-earth 年度, 英语  

Market overview World Platinum 年度, 英语  

Market overview World Silver 年度, 英语  

41. Progressive Digital Media 

PDM - Company Profiles 月度, 英语  

PDM - Energy Business Review 每日, 英语  

PDM - Industry Snapshots 月度, 英语  

PDM - News 每日,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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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M - Tenders 不定期更新, 英语  

42. 北京中联易讯投资咨询 

北京中联易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前身为工业经济联合会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家发改委重点支持的经济信息咨询机

构，是北京地区最大的以宏观经济和行业资讯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综合性咨询公司。 

全国医药行业年度分析报告 年度, 中文  

由北京中联易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组织行业专家提供的医药行业年度分析报告. 报告主要包括宏观产业分析、行

业运行分析、价格行情、主要行业企业动态、营销策略及行业预测。  

全国饮料行业季度分析报告 季度, 中文  

由北京中联易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组织行业专家提供的季度饮料行业分析. 报告主要包括宏观产业分析、行业运

行分析、价格行情、主要行业企业动态、营销策略及行业预测。  

全国乳制品行业季度分析报告 季度, 中文  

由北京中联易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组织行业专家提供的季度乳制品行业分析. 报告主要包括宏观产业分析、行业

运行分析、价格行情、主要行业企业动态、营销策略及行业预测。  

全国白酒行业季度分析报告 季度, 中文  

由北京中联易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组织行业专家提供的季度白酒行业分析. 报告主要包括宏观产业分析、行业运

行分析、价格行情、主要行业企业动态、营销策略及行业预测。  

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分析报告 年度, 中文  

由北京中联易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组织行业专家提供的电力行业分析. 报告主要包括宏观产业分析、行业运行分

析、主要行业企业动态、投资策略及行业预测。  

43. EIU 

EIU 全称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是经济学人团的一部分。经

济学人智库是一个研究和咨询公司，提供国家、行业和管理分析。经济学人智库还以国情简介、每月的国别报告、

5 年国家的经济预测、国家风险报告和行业报告服务闻名. 

EIU - Country Summary 月度, 英语  

EIU - Industry Briefings 不定期更新, 英语  

EIU - Industry Reports 不定期更新, 英语  

EIU - Industry Statistics 不定期更新, 英语  

44. 4CAST 

4CAST - Asian Markets 每周, 英语  

4CAST - FX and Money Markets 每周, 英语  

4CAST - FX Forecast G10 不定期更新, 英语  

4CAST - Global Bonds Report 每周, 英语  

45. Yarns and Fibers 

YNFX - Global Textile Industry Reports 月度, 英语  

YNFX - Yarn Export Watch Report 月度, 英语  

YnFx Global Textile Monthly PriceWatch 月度, 英语  

YnFx Global Textile Weekly PriceWatch 每周, 英语  

46. 天相投资 

天相投顾-每日基金信息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中国市场的每日资金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公司债券信息，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率，以及每日市场数

据。本刊物由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提供。  

天相投顾-基金投资风格分析 月度, 中文  

基金定量研究报告，分析基金实际表现出的投资风格，有利于投资者做风格匹配和基金资产配置。由天相投资提

供。  

天相投顾-基金评级 季度, 中文 

基金定量研究报告，分析基金的收益风险配比情况，出具评级结果。由天相投资提供。  

天相投顾-月度投资策略分析 月度,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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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市场回顾及下月投资策略，主要是资产配置及投资组合的设计，包括季度、年度投资战略分析。由天相投资

提供。  

47. 联合资信评估 

联合资信-企业债评级 不定期更新, 中文  

随着企业债券的市场化发展，应该及时把企业债券风险防范的主要责任移交给企业债券投资者，让投资者在风险

与收益之间选择，并承担因选择高收益而带来的高风 险。开展企业债券资信评级是向投资人揭示企业债券风险、

协助投资人正确判断企业债券风险的高低并在风险与收益之间作出正确选择的一种国际通行的有效做法。  

联合资信信用研究 季度, 中文  

联合资信对外不定期提供我公司内部发行的刊物《信用研究》。联合资信提供的信息主要是信用风险分析观点、

国内外信用市场研究报告和国外先进评级方法研究，以供投资人等参考。  

联合资信-短期融资券类评级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联合资信是 2005年全国开展短期融资券评级的 5家评级机构之一，2005年共完成 48家拟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

评级，实际发行 18家，市场占有率 27%。 截至目前，联合资信已完成的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超过 50家次，服

务客户既包括大型央企，广东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地方 重点企业，也

包括民营企业。  

联合资信-跟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更新,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中国各种公司的跟踪评级报告。内容包括跟踪评级公告，财务数据，评级观点，与企业的情况。该

报告由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提供的。  

48. Paul Budde Communication 

BuddeComm - Global BroadBand and Wireless Market Reports  

BuddeComm - Regional Telecom Market Overview and Analysis Reports  

BuddeComm Telecom Market Overview and Analysis  

BuddeComm - Country Telecom and BroadBand Market Reports  

49. TAB International 

Asian Retail Banking Monthly Insight  

The Asian Banker Journal  

The Asian Electronic Banking Newsletter  

50. Nandini 

Nandini - Chemical Industry Insights  

Nandini - Chemical Journal  

Nandini - Chemical Product Profiles  

51. Smart Research Insights 

Smart Research Global Market Research Reports  

Smart Research Local Company Profiles  

Smart Research Local Market Research Reports  

52.  Infiniti Research 

Infiniti Research is a full service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market research firm. 

Technavio - Global Market Assessment Reports  

Technavio - Market Assessment Country Reports  

Technavio - Regional Market Assessment Reports  

53. EMIS 

我司自己在保加利亚的团队定期更新的报告。 

EMIS Insights - Company Profiles  

EMIS Insights - Industry Reports  

EMIS Insights - Weekly Energy Newsletter  

54.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 

《中国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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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险投资年鉴  

《每周 VC速递》  

55. 深圳今日投资财经资讯 

今日投资快讯 每日, 中文  

由今日投资编辑，包括市场速递,追寻市场的动向;要闻全景,提供最新的财经要闻、公司资讯以及行业动态;盈利

预测及评级榜,及时传递 60多家研究机构 1500 多位分析师最新的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信息;分析师视线,跟踪

分析师最新研究成果，提供各家机构关于公司评价、行业分析和市场策略等方面的主流观点。  

Shenzhen 100 Earning Forecast 月度, 英语  

深圳 100盈利预测 月度, 中文  

《深圳 100盈利预测》是一份来自５０多家内地证券商对深圳 100家股票进行的综合盈利预测的月度更新刊物。  

56. 浆纸商务网 

浆纸商务网 www.chinapaperonline.com 为北京纸友在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PacificNet Holding Corporation) 所创

办和拥有。向国内外纸业界提供有关中国和国外的造纸工业的生产、技术、行情、环保以及政府有关政策、法律

和法规等信息；提供中国和海外浆纸市场行情动态；国内外的最新行业统计数据；定期提供国际、国内市场行情

分析报告。 

China Pulp & Paper Reports 月度, 英语  

中国浆纸报告 月度,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在中国的纸浆和纸张市场的报告。该刊物还包括新闻纸，包装用纸，印刷书写纸和回收纸的市场报

告。报告也包含全球及中国内地市场评论，价格趋势，进出口数据。此刊物由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提供。  

浆纸商务网信息文摘 每周, 中文  

浆纸商务网信息文摘提供纸浆和造纸行业周报信息。这些报告包括价格，统计数据和市场动态。此报告由浆纸商

务网更新的。  

57. SeeNews  

SeeNews  

SeeNews Energy  

SeeNews Renewables  

58. CIMB 

CIMB China Strategy Report NEW, 月度, 英语  

CIMB Hong Kong Company Research Reports 3xWeekly, 英语  

CIMB Hong Kong Industry Research Reports 3xWeekly, 英语  

59. World Market Intelligence  

Timetric - Company Profiles 月度, 英语  

Timetric - News 每日, 英语  

60. Ken Research 

Ken Research (formerly known as AM Mindpower Solutions) is a leading marke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 in India. 

Ken Research Industry Reports 不定期更新, 英语  

Industry research reports by Ken Research coveri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ectors. The reports provide 

insight,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on market share, key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Ken Research Regional Industry Reports 不定期更新, 英语  

Industry research reports by Ken Research covering different regions and sectors. The reports provide 

insight,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on market share, key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61. Asia Private Equity 

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 Special Columns  

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 Weekly Newsflash  

62. 中国经济信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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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信息社是新华社直属企业，作为新华社经济信息业务的市场主体，负责新华社经济信息采集、产品生产、

市场营销和用户服务工作 

China Economic Information Service 每日, 英语  

新华中国经济信息 每日, 中文  

新华中国经济信息是每日出版，在中国提供质量新闻。它的新闻包含外贸，政府政策，经济和行业发展。报告由

新华社准备的。  

63. 通信世界网  

通信世界网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人民邮电出版社主办经营的专注于中国通信领域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是

中国通信行业领先的网络传播平台。 

通信世界网新闻 每日, 中文  

通信世界网新闻是关于中国电信业的更新发布。它包含公司新闻，最新的技术，行业市场，销售，成长，发展，

政策和投资。它们是由通信世界网出版的。  

通信世界网 CWW视点 不定期更新, 中文  

《通信世界网 CWW视点》从行业专家的角度，评论通信行业的重大新闻事件，文章精简、观点鲜明。  

64. 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是国家统计局（NBS）的直属机构。1999 年 6 月经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其

主要职能是为公众提供经济和社会景气监测研究报告及信息咨询服务。 

中国月度经济统计 月度, 中文 

本刊物提供中国月度宏观经济数据。统计信息包括主要经济指标，国家预算支出，并在中国不同行业的价格指数。

这些信息是由国家统计局编制。  

China Monthly Statistics 月度, 英语 

65.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院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院（China Institute of Market Economy Research）是一所面向全球性的咨询机构。经过多年的发

展，本院在宏观经济政策、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政策、产业经济和产业政策、 农村经济、技术经济、市场经济

流通、企业改革和发展以及金融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CIME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ports 不定期更新, 中文  

CIMER Non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ports 不定期更新, 中文  

66. 第一财经 

第一财经（CBN）是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种最完整的财经媒体集团，隶属于中国第二大传媒集团——上海东方传

媒集团（SMG）。 

CBN《第一财经日报》 每日, 中文 

CBN 新闻是由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国日报。报告包含中国的经济，金融和行业新闻和信息。它也产生

相关中国的国际新闻。  

CBNRI高频数据看宏观 每周, 中文  

67. BBC Monitoring  

BBC Monitoring translates and analyses news and information from freely available media sources around the world. 

Material is available in100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overs 150 countries. 

BBC Monitoring 每日, 英语 

BBC Monitoring provides a continuos news service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general 

topics.  

68. 上海日报 

Shanghai Daily 每日, 英语 

Shanghai Daily provides the latest news covering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ntertainment topics. Content is provided daily, in English.  

69.  Metal Bulletin 

Metal Bulletin 每日, 英语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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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ation provides daily news content in English. The articles combines news for base metals, 

ores and alloys, raw materials, minor and precious metals, carbon steel, stainless and special steel 

and scrap and exchange news.  

70. 电气杂志社 

《电器》 月度, 中文 

本出版物提供电器行业的信息，包括最新的消费，价格变化，产品趋势。该报告涉及本地与国际市场数据。这些

报告由《电器》杂志社提供。  

71. FocusEconomics 

FocusEconomics is a leading provider of economic consensus forecasts for 127 countries in Asia, Africa,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FocusEconomics - Consensus Forecast - Country Reports 月度, 英语 

FocusEconomics - Consensus Forecast Report delivers macro analyses and forecasts based on economic 

data and political events.  

72. Mira Inform 

Mira Inform is Asia’s leading Information Solutions and Credit Management Company. 

Mira Inform - Unlisted & Listed Cos Credit Reports 不定期更新, 英语 

Mira Inform Credit Reports provides in-depth information on Emerging Market companies featuring 

Ownership Management details, Capital structure shareholdings, No. of employees, Financial Information, 

Bankers detail, Credit Appraisal Conclusion.  

73. IDE-JETRO 

IDE-JETRO Economic Research Paper 4xAnnually, 英语 

IDE-JETRO Economic Research Paper covers research studies concerning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regions 

in Asia,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74. 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作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是国内外高端人士首选的中国英文媒体，是唯一有

效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国外媒体转载率最高的中国报纸，也是国内承办大型国际会议会刊最多的媒体。 

China Daily (Newspaper) 每日, 英语 

This publication produces English news in China provided by China Daily Group. It covers economic, 

education, industry, political, cultural, commentaries, policies, finance and entertainment-related 

news.  

75. 中国化工信息网 

中国化工信息网系中国化工信息中心（CNCIC 中国化信）旗下网站之一。 

China Chemical Reporter and Chemical Industry Information 每个月 2期, 英语 

This publication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the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 The contents include reports 

on statistics, analysis and prices. The publication is headquartered in Beijing, and is updated by 

China Chemical Reporter. 

75. 中国有色网 

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主管、中国有色金属报社主办、北京中色报网络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承办的网站。 

CNIEC China Non-ferrous Metals Monthly 月度, 英语 

CNIEC China Non-ferrous Metals Monthly provides analytical commentary on non-ferrous metals industry 

in China. The reports also include information on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major non-ferrous metals 

in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he production by province. The publication is updated by China Nonferrous 

Metal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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