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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IC 数据库  

一站式助力用户获取及时、精准、值得信赖的经济数据。 

 

CEIC 介绍 

 

CEIC 成立于 1992 年，由经济学家和分析师组成，提供有关世界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广泛、精确的信息。当

前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经济学家、分析师、投资者、企业、院校以及投资机构研究宏观经济的首选。 

 

数据库覆盖 200 多个国家与地区的超过 660 万条时间序列数据，CEIC 有超过 2200 家数据来源，如，官方统计机

构：国家统计局、国际基金货币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行业协会：世界钢铁协会，全球半导

体联盟；金融信息提供商：道琼斯、标准普尔等。 

 

CEIC 优势 

 易用 

我们专有的CEIC数据管理平台CDMNext易于操作。平台上设计了各种特色功能，如链接到电子数据表

格、自动更新宏、把数据集成到您自己系统的主要分析平台上等，帮助您提高效率节省时间。 

 精准 

要做出值得信赖的评估、预测和决定，必须要使用您可以信赖的数据。CEIC专注于确保数据库中的每条数

据的质量、及时性和精确性。我们对收集的信息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您得到的是可靠、精确的统计

数据。  

 全面 

CEIC收集了超过200个国家与地区的660多万条时间序列数据。每个数据库中都包含宏观经济概念和行业

概念，提供全局的信息，而不是有限的分块市场信息。 

 及时 

CEIC了解我们的客户需要快速获得精准的数据信息，用于把握稍纵即逝的商业契机，或者进行地方贸易，

更新数据运算模板等。因此，CEIC世界各地的专家团队几乎全天为您捕捉及时的数据信息。 

 专业的客户服务 

我们在多个国家设立经过严格培训的客户服务团队，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全天候为您答疑解惑。大多数问

题都可以立即得到解答，即使是复杂的问题也可以在24小时之内得到解答。 

 

 



 

CEIC 数据库登录 ：insights.ceicdata.com 

客服电话：400 820 9570 

邮箱：helpdesk@ceicdata.com 

 

CEIC 产品介绍 

 

 全球数据库 

 

CEIC 全球数据库已经成为行业内分析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的重要参考，数据覆盖中国、美国、越南、保加利亚、

智利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410 万条时间序列数据。 

从 1992 年起，CEIC 数据助力经济学家与分析师更好地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我们依靠在亚洲和新兴经济

体的专业知识，为金融机构、政府机构、院校和企业的用户开发真正的全球数据库。 

 

- 涵盖超过 410 万条时间序列数据 

- 18 个宏观经济部门 

- 14 个行业 

- 区域与城市数据 

 

 世界趋势数据库 

 

作为基准数据和参考数据的切入点，CEIC 世界趋势数据库为您提供关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趋

势的有力、深入和准确的数据。在数据库中，全球经济监测（GEM）和东盟经济监测提供了一系列拥有扩展历

史的与详细方法论说明的标准化数据，用户可以快速比较以及分析长、短期的各种经济因素。 

数据集包含关键指标，例如 GDP、IPI、FDI 和 CPI。世界趋势数据库还提供了区域性的汇总数据、综合预测、

Markit PMI 重点数据、商品数据和市场情绪指标。数据库包含超过 42 万条时间序列数据。 

 

 国家深度数据库 

 

中国经济数据库 

 

CEIC 中国经济数据库一站式助力您的企业探索精准信息，为您做出明智、精确与及时的决策保驾护航。中国经

济数据库包含超过 38 万条宏观经济数据、行业数据以及业务信息的时间序列数据。 

中国经济数据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49 年，由 CEIC 专业分析团队根据独家的本地原始资料不断进行更新，它

为您提供了一个便捷入口，能够以非常直观的方式访问来自 500 多个源的数据。CEIC 中国经济数据库提供中、

英文两个版本，可以在线通过 CDMNext 访问。 

- 涵盖超过 38 万条时间序列数据 

- 18 个宏观经济部门 

- 23 个热门行业 

- 覆盖 4 个自治区、297 个地级市与 2000 多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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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数据库 

 

涵盖超过 23.1 万条时间序列数据，CEIC 俄罗斯经济数据库，其中 80% 的原始数据是从与 CEIC 有独家合作关

系的俄罗斯本土权威发布机构获得，是研究俄罗斯经济的无与伦比的双语资源，它以一系列难以获得的数据帮

助您深度透析俄罗斯经济。 

 

 

印度经济数据库 

 

涵盖超过 50 万条时间序列数据。印度经济数据库中最早的历史数据可以追溯至 1951 年，它提供了不同维度的

全国与区域的经济数据。通过我们与印度本地主要数据发布机构建立的密切合作关系，用户可以通过数据库获

取关于印度经济详细、及时与可靠的第一手信息。 

 

 

巴西经济数据库 

 

巴西经济数据库拥有超过 79.5 万条时间序列数据，为您展现全面的巴西当前形势。数据库中包含经济、政治、

社会与金融环境等数据资源，帮助您做出快速以及准确的评估。无论是产业研究还是投资，都可以在 CEIC 巴

西经济数据库中找到答案。 

 

作为能源供应国、制造商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巴西已经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之一。CEIC 巴西经

济数据库帮助用户挖掘巴西——这个新兴市场的各种深度信息。 

 

 

印尼经济数据库 

 

超过 45 万条时间序列数据，印尼经济数据库提供任何您想知道的有关印尼经济的信息。印尼经济数据库在统计

种类和数量上拥有空前的规模，帮助您揭示有关印尼经济的驱动力。 

 

印尼经济数据库包含很多难以获得的珍贵数据，我们与印尼权威数据发布机构有着独家的合作关系。CEIC 是唯

一将当地众多数据电子化的经济数据库。数据库中 60% 的原始数据是印尼语，经翻译成英语后提供给全球的专

业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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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IC 数据平台——CDMNext 操作简介 

CDMNext 是 CEIC 新一代升级版网页数据平台，基于通用数据提取工具，帮助用户以创建数据模板的形式快速完

成数据分析，并提供便捷访问 CEIC 数据库的渠道。  

CDMNext 传递了全新理念，融合数据搜索、高级制图、数据转换、数据提取、数据整合、数据管理、数据协同

和数据互动等多种功能，致力于提升用户体验，仅通过简单步骤，就能完成工作。 

 

   

登录 CDMNext 

 

CEIC 数据库网络版 CDMNext 的登陆网址为：https://insights.ceicdata.com（建议收藏夹保存） 

 

 

 

 

 

 

 

CDMNext 个人设置 

 

 

o 使用注册邮箱与密码登录 CDMNext； 

o 如忘记密码，点击“忘了密码”可进行密

码重置，也可通过点击“忘记密码”

“忘记用户名”找回用户名。 

一般设置： 

o 成功登陆 CEIC 数据库平台 CDMNext，点

击右上方用户名首字母（绿色圆圈）即可进

行界面语言、个人资料等个性化设置； 

o 界面语言支持：简体中文、英语、日语、韩

语、俄语与印尼语； 

o  键盘快捷键设置在开启时也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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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Next 主页 

 

登录 CDMNext 后，CDMNext 默认主页展示全部数据库界面，用户可自行查找所需数据，并查看 CEIC 出品的

数据模板以及分析报告。 

左侧面板为数据和数据模板搜索栏，用户可输入关键词查找所需内容，数据搜索结果将按数据、分析、对比、发

布和关注列表等不同标签显示。 

 

 

 

 

 

 

 

搜索栏下方提供多种浏览模式，方便用户整合搜索结

果： 

- 数据 : 访问完整的 CEIC 数据库、单独数列和数据

集  

- 分析 : 访问所有 CEIC 数据模板与分析、EMIS 洞察

报告以及其它第三方报告  

- 对比 : 特定指标的跨国家/地区比较  

- 发布 : 数列发布时间表  

- 关注列表 : 查看选定数列的最新动态和通知管理 

 

如需自定义以上栏目，请单击“…”标识，设置各个标

签的显示顺序。 

 

 

搜索框位于 CDMNext 主界面的中心位置，用户可以输

入需要查找的关键词搜索数据与数据模板。如需搜索多

个关键字，可使用空格将其分隔，以确保搜索结果的精

准度。 

可点击搜索栏左边的“全部地区”选项，利用区域筛选

器来根据地理位置缩小搜索范围。 

其他多维筛选器是由 CEIC 数据库结构定义的第一级和

第二级经济指标、频率、来源、状态等。 

“更多”选项包含更多筛选条件，例如单位、只搜索数

列名称、新数列/关键数列、以及有关重置/停止更新数

列的建议。通过“区域聚焦”可以定位至某个或者某几

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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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与信息 

 

 

联系我们 

 

如果在使用数据库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以如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o 电话：400 820 9570 

o 邮件：helpdesk@ceicdata.com 

o 即时通讯应用：在 CDMNext 中可以通过“在线聊天” 随时咨询所遇到的问题 

 

点击 CDMNext 左上角 CEIC Logo 左侧的图标，即可

看到与使用相关的视频教学、搜索帮助、   CEIC 助记

码、键盘快捷键与 CEIC 帮助等。 

通过“学习”可以查看相关数据的脚注（指标解释）。 

点击“应用”下载 CDMNext Excel 插件，用户可选择

Microsoft Windows 版本和 Office 版本，下载最新

CDMNext 插件。 

“在线聊天”功能开启之后，用户可在第一时间通过实

时聊天功能联系 CEIC 客服专家，解决在使用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此功能开启后，     将会悬浮在主界面中，点

击即可联系 CEIC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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