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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是表示某一地理区域自然经济要素特征、
规模，结构、水平等指标的数据。是定性、定位和
定量统计分析的基础数据。

统计数据表达形式有统计表格和统计地图两种。



统计数据的类型

1、横向数据和纵向数据

横向数据也叫“截面数据”，就是同一时间点上各个主体
的数据。如，某年各省的粮食产量放在一起就是一组截面
数据。

纵向数据也叫“时间序列数据”，就是同一主体在不同时
间的数据。如，吉林省从00年到07年每年的粮食产量就是
一组时间序列数据。



统计数据的类型

2、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

定量数据多为数值型数据，是按数字尺度测量的观察值，是
自然或度量衡单位对事物进行测量的结果。

定性数据为非数字型数据，包括分类数据和顺序数据。分类
数据是指只能归于某一类别的数据，比如性别中的男女就是分
类数据。顺序数据是只能归于某一有序类别的非数字型数据，
比如产品的等级。



统计数据的类型

3、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

观测数据是通过调查或观测而收集到的数据，它是在没有
对事物进行人为控制的条件下得到的，有关社会经济现象的
统计数据几乎都是观测数据。

在实验中控制实验对象而收集到的数据则称为实验数据。



统计资料

通过统计工作取得的、反映一定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或
自然现象总体的特征或规律的数字资料、文字资料、
图表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的总称。

包括刚刚调查取得的原始资料和经过一定程度整理、
加工的次级资料，其形式有：统计表、统计图、统计
手册、统计年鉴、统计资料汇编、统计公报、统计报
告和其他有关统计信息的载体。



统计资料

分类：

 国家级、省级、地县级统计年鉴

 行业统计年鉴

 海外统计出版物

 非年度定期统计出版物（如月报、季报等）

 报告类出版物（主要为年报）

 其他统计来源（IMF、行业协会、统计局官网发布
数据等）



统计资料

特点：

以数字、表格、图形为主要收录对象

数据内容权威、可靠，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
以及地方统计局等官方发布机构

数据内容连续、稳定



如何获取省级以下城市、区县的统计资料？

 我国实行统计资料分级管理与发布，国家统计局一般只发
布全国和分省的宏观统计数据。

目前，获取省级以下城市及区县的统计资料有以下渠道：

——查阅当地统计部门出版的统计年鉴或专业统计年鉴，
如《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

——通过各级统计机构官方网站搜索所需信息；

——咨询各地方统计机构。



统计公报

公报是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公开发布重大事件或重要
决定事项的报道性公文，是党和国家经常使用的重要
文种。

统计公报：

——是政府统计机构通过报刊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布
一个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分析报告。

——一般是由国家、省一级以及计划单列的省辖市一
级的统计局发布的。



统计公报

与其他统计文件相比，统计公报有以下特点：

——公开性：以“公报”形式，通过各种媒体向全社会乃至
全世界发布。

——全面性：《统计公报》发布的是过去一年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数据，包括主要行业、主要领域，可以说“读《公
报》便知基本面”。

——客观性：《统计公报》主要用统计数字直接反映现状和
成就，一般不作分析。

——权威性：《统计公报》发布系政府行为，系规范性文件
的一种。在司法诉讼、社会保障、工资调整等许多方面被
广泛应用。



统计公报

统计公报的内容包括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

首部包括标题、发文单位和成文时间，尾部包括注释。

——数据时间：以年度周期发布，数据是年度数据。一般来
说统计公报的数据都是初步数据，或者初步核实数据，在核
实过程中发现问题（如虚报误报瞒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所以允许修正。研究时可结合统计年鉴。

——要明确指标含义：统计公报涉及许多行业和领域，其发
展状况一般由相应的指标来表述。

——将几个部分联系起来，不能割裂地单看某一个部分，否
则就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貌。

——最好将历年的公报连续对照起来看，从历年数量变化的
轨迹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性结合起来
，从而在更高层上观察、分析、把握社会经济形势。



统计公报

如何查找统计公报？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地方统计局网站

统计数据库



统计数据库

管理统计数据的数据库系统，包含有大量的数据
记录。

数据查询：

按指标树逐层展开、查看

关键词检索（简单查询、高级查询）

选定指标、国家、地区、时间范围直接检索



统计数据库
功能：

数据在线查看、打印、分享、复制、下载

数据导出：可以将报表和序列信息导出到本地，保存成excel或其它格
式。

转置报表：如报表格式默认显示为时间在列，指标在行，可以通过“
转置”实现时间在行、指标在列的报表展现方式，灵活显示数据。

空值过滤：当序列某个（些）时间点存在空值时，为了方便查看，显
示数据时系统自动过滤数值为空的时间点，使数据连续显示。

作图功能：自带作图功能，供直观查看和分析数据。图形类型包括线
性图、柱状图、柱线图、饼图等。

统计（求和、平均值等）、分析、筛选

提供数据定制、订阅

提供检索帮助：使用手册、帮助（在线）

提供指标解释（在线）











统计年鉴

年鉴是系统汇辑一年内重要的文献信息，并按年度出版的资料
性工具书。

统计年鉴是年鉴的一种，以《中国统计年鉴》为例：

——《中国统计年鉴》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印的一种资料性年
刊，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是我国最
全面、最具权威性的综合统计年鉴。同时有中英文纸质版及光
盘版。

——正常年度每年一刊，某一年统计年鉴收录上一年全国和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大量的统计数据，
以及历史重要年份和近二十年的全国主要统计数据。

——为方便读者使用，年鉴正文各篇章前设有《简要说明》，
对该篇章的主要内容、资料来源、统计范围、统计方法以及历
史变动情况予以简要概述，篇末附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统计年鉴

如何查阅《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一般在每年九、十月份由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出版后在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stats.gov.cn）发布，公众可以登陆免费查阅。

年鉴数据库

中国统计资料馆收录1981年至今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可持有效证件免费阅览。











《联合国统计年鉴》（Statistical yearbook）

 当前编制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国际统计资料，广为使用。
内容包括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工农业、制造业、
财政、贸易、社会、文教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的统计
数字一般回溯几年甚至十几年。

 按领域分类，每类下有若干统计表格，多数表格内按洲、
地区、国家排列。

 主要包括统计数据和指标（如月度统计公报）、统计方
法、统计源与参考工具等内容。

 注册后可以在一段时间以内免费使用统计数据和指标，
其它资源不需注册。

 登陆网址：http://unstats.un.org/unsd/syb/

http://unstats.un.org/unsd/syb/




《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是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的标准统计摘要。1878年首
次出版，也是其他统计刊物和资源的范本。每一篇章都提
供文字说明并在表格下方注明出处。

选取的内容丰富包括政府和民间。资料来源往往详加说明
定义和范围，若是未经出版单位刊行的资料，则标明互联
网上取得或未出刊纪录的来源。

由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和经济分析局负责整理发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www.oecd.org

http://www.oecd.org/






中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http://www.stats.gov.cn/




































































BVD-EIU Country data－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宝典

全面获取全球各国宏观数据分析工具，提供全球204个国家与地区宏观
经济历史与预测数据，每个国家320个指标系列，含年度、季度、月度数
值，数值从1980到2050年.（提供5－25年预测值）。同时，还提供全球
45个地区和次地区的经济总量数据、各国近期经济展望综述报告。

每个国家的数据分为7大类：人口统计和收入类、国内生产总值类、财
政及货币指标类、国际支付类、外部债务存量、对外贸易、外债偿还类。





IMF E-Library（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库

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各种统计数据库的查询，包括BOPS、DOTS、
GFS、IFS等。。

 国际收支统计（Balance of Payment Statistics，BOPS）：涵盖170个国家、超
过10万时间序列的标准化、可比较交易数据。根据不同国家按季度、年度提供
自1967年以来的数据。数据每月更新。

 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提供超过来自200个
国家的32,000个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按国家组织，主要提供IMF各成员在汇率、

基金、国际清偿能力、储备金、货币和银行帐户、利率、商品价格、产品、政府
财政、劳力、国民核算、进出口和人口等方面的统计数据。

 贸易方向统计（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S）：为国家与贸易伙伴之间
的进出口项目提供超过100,000个时间序列。数据按国家组织来展示，并累计记
入地区和全球表中。DOT收录了186个国家的自1980年以来的年度和季度数据。

 政府财政统计（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GFS）：提供145个成员国的
政府财政运行统计数据。超过135000时间序列，促进政府流动性和财政稳定的
评估。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对全球经济发展各方面基本经济数据的汇总。

——包含695种发展指数的统计数据，以及208个国家和18
个地区与收入群从1960年至今的年度经济数据。

——数据包括了社会、经济、财政、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各
方面的指数。

——每年四月更新数据。





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

 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简称EPS数据平台）是集丰富的数值型
数据资源和强大的分析预测系统为一体的覆盖多学科、面向多领域
的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与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对各类统计数据的整
理和归纳，形成一系列以国际类、区域类、财经类及行业类数据为
主的专业数据库集群。

 EPS数据平台目前有45个数据库，涉及经济、贸易、教育、卫生、
能源、工业、农业、第三产业、金融、科技、房地产、区域经济、
财政、税收等众多领域，可以为教育系统、科研机构、政府部门、
金融系统的教学科研、实证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国研网-国际贸易研究及决策支持系统

以权威的统计数据、丰富的参考文献为基础，包含统计数
据和参考文献两大部分。

统计数据库的查询是以多维、立体的检索方式提供中国、
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数据。





塔塔数据圈搜索平台

国内首家经济数据搜索平台，在线搜索经济指标、财经资
讯、行业报告，通过设置短信提醒、邮件通知等定制、订
阅方式，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接收数据，了解最新经济动态
。通过关键字搜索的方式，检索目标统计信息，同时可按
指标属性、行业类别、更新频率、是否免费等方式进行快
速查询、筛选，锁定目标信息。

数据圈包括：宏观全国库、区域经济库、世界经济库、中
国产品价格库、中国行业数据库、国家标准行业分类的39
个大行业，更新频率包括：周、旬、月、季、年。搜索包
含关键字指标，并根据指标所属数据库进行结果筛选。







塔塔统计数据库

包含有18个库：宏观月度、地区月度、城市月度、
金融月度、海关月度、工业月度、产品产量、销售
库存、世界月度、世界年度、每周价格、每旬价格
、每月价格、宏观年度、地区年度、工业年度、金
融年度、海关年度。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知网）

——原名《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挖掘版），是一个集
统计数据查询、数据挖掘分析及个人数据管理功能于一体的
大型统计年鉴（资料）数据总库。

——数据库完整收录了建国以来我国已出版发行的833种权
威统计资料，是我国最大的官方统计资料集合总库。











中国资讯行—中国统计数据库

——大部分数据收录自1995年以来国家及各省市地方统计
局的统计年鉴及海关统计、经济统计快报、中国人民银行
统计季报等月度及季度统计资料，其中部分数据可追溯至
1949年，亦包括部分海外地区的统计数据。

——数据按行业及地域分类。

——数据定期更新。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是一个经过专业化处理、组织
而形成的综合经济数据库群。

——包括全国宏观月度库、全国宏观年度库、海关月度库、
县域年度库、城市年度库、分省宏观月度库、分省宏观年
度库、OECD月度库和OECD年度库等9个子库。

——内容涵盖宏观经济、行业经济、区域经济、世界经济
等多个领域，具有内容全面、来源权威、更新及时、序列
长久等特点。包括“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7个子库和
“世界经济统计数据库”2个子库。





国研网（教育版）—统计数据库

——国研网在全面整合我国各级统计职能部门所提供的各
种有关中国经济运行数据的基础上推出的大型数据库集群

——包括：最新数据、每日财经、宏观经济数据库、金融
统计数据库、重点行业数据库、对外贸易数据库、区域经
济数据库、产品产量数据库、工业统计数据库、国有资产
管理数据库、财政税收数据库、人口与就业数据库、居民
收支与价格数据库、教育统计数据库、世界经济数据库、
企业排行榜、财经词典等内容。











中华数字书苑-方正年鉴库

——以专业的年鉴资源为内容主体的全文检索型数据库系
统。可提供年鉴条目全文内容查询检索，还提供原版原式
的年鉴查阅。

——本馆购买87种年鉴，其中统计类收录包括《中国统计
年鉴》、国家级行业统计年鉴和地方综合性统计年鉴在内
的完整的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决策信息资源。

——收录内容完整回溯、持续更新。







中经网省级统计年鉴·时序库（试用）

以各省统计年鉴为基础，整合我国31个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资源。并将年鉴电子化、时序化。包含31个省、300多个地
市、2000多个县域单位的100余万条序列信息，指标全面反
映各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1） 年鉴地区维度：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 数据频度：年度

（3） 数据来源：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

（4） 年鉴起始时间：2001年以来

（5） 更新维护：年鉴数据更新时间为正式出版后一个月内

（6） 指标范围：以北京市指标范围为例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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