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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锐思数据库的特色和优势



锐思（RESSET）数据库整体介绍

p 以实证研究为导向的数据服务平台，包含金融研究类、

高频类、经济类和特色类四大系列产品。

p 借鉴CRSP,Compustat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设计标准

p 高校用户超300所，财经类院校覆盖率超90%，个人

注册用户超50000名

p 每年8000余篇的期刊、论文引用量

http://www.resset.com/



实证研究数据与资讯类数据的区别

实证研究数据

用途：实证学术研究，贯穿数据收集、数据处

理、数据分析和实证结果整个过程 。

数据特点：侧重于对原始数据的深层次加工，

如数据表专业合并、衍生指标计算等，帮助研

究者便捷、高效、精准的获取数据。

服务方式：B/S架构远程访问、安装本地镜像

数据（全部历史数据安装在用户本地服务器上，

无使用期限制）、SAS软件调用、API接口。

资讯类数据

用途：投资市场操作，对原始数据做初次收集

后提供给研究者以做参考。

数据特点：侧重于信息和数据的实时性和原发

性，仅对原始数据做初次收集，不对数据进行

深层次加工。

服务方式：通过安装客户端程序访问、B/S架

构远程访问。



实证研究数据与资讯类数据的区别

日股票综合数据
该表按日频率将个股的价格、成交量、股数信息、分配信息、股价调

整因子、汇率、持有期收益、估值指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等时序数

据合并为一张大表，并按国际金融数据标准进行设计和变量分类。

月三因子数据
以三因子资产定价模型为依据，提供市场溢酬因子（Rm-Rf），市值

因子（SMB）和账面市值比因子(HML)的周序列数据，可用于实证检

验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等一系列研究。

日波动率
.根据股票日收益数据计算的历史波动率。分别采用20日、60日简单

移动法，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法和Garch模型计算日波动率。

持有期日收益
根据交易数据、相关分配数据等计算得出的个股日收益率、日资本收

益率，合并了以不同市场加权的市场日收益率、日无风险收益率等。

LOREM	
IPSUM	



锐思（RESSET）数据库特点

海量大数据
Ø 数据总量达60T

Ø 单库表数据量超200G

Ø 数据库表超2500个

Ø 数据字段近40,000个

权威数据源

灵活应用高效提取

Ø 各大交易所授权

Ø外汇交易中心、银行间协会

Ø统计局发布

Ø SAS数据分析专利

Ø 数据表专业合并

Ø 大量衍生数据指标

Ø 支持单表连续下载

Ø 单次下载多达200万条

Ø 提供Txt,Excel,SAS,SPSS

MATLAB,CSV等下载格式

Ø 全库中英文对照，支持中英文

跨库检索



锐思数据库助力教学与科研

8000

90%300

每年8000余篇
期刊、论文引用量
（不完全统计）

50000多名
个人注册用户

财经类院校
用户覆盖率超90%

300余所
国内外高校用户

题名 来源 年/期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劳动力保护与盈余管理——基于 低
工资政策变动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 2017/03 陆瑶; 施新政; 

刘璐瑶
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

分析师修正信息、基本面分析与未来
股票收益 金融研究 2017/07 张然; 汪荣飞; 

王胜华
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治理与现金价
值研究 会计研究 2017/03 周超; 张翼; 刘

琳
北京大学经济学
院

数量管制、流动性错配和企业高额现
金持有——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管理世界 2017/02 于泽; 钱智俊; 

方庆; 罗瑜
中国人民大学经
济学院

机构投资者信息共享会引来黑天鹅
吗?——基金信息网络与极端市场风险 金融研究 2017/07 陈新春; 刘阳; 

罗荣华
西南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

劳动投资效率、企业性质与资产收益
率 金融研究 2017/03 孔东民; 项君

怡; 代昀昊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金融学院

中小企业过桥贷款投融资的财务效
应——来自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的证据

金融研究 2017/03 李建军; 马思
超

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

盈余公告对股票交易量的非对称影
响——基于我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投资研究 2017/04 蒋竞; 黄皖璇; 

罗荣华
西南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

信息披露质量与股价崩盘风险:分析师
预测的中介作用 财经研究 2017/02 肖土盛; 宋顺

林; 李路
中央财经大学会
计学院

企业并购中的债务转移与税收负担关
系——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的实证分析

税务研究 2017/08 杜剑; 王肇; 杨
杨

贵州财经大学会
计学院

2017年引用锐思数据发表的论文示例

50000



锐思数据库助力教学与科研

《金融数据库》

《金融计算与建模》

《SAS编程技术教程》

《基于SAS系统的金融计算》

《SAS编程技术与金融数据处理》

《基于EXCEL和VBA的高级金融建模》

配套的教材

《金融学实验指导》

《公司理财实验指导》

《投资学实验指导》

《财务分析实验指导》

《金融工程实验指导》

配套的实验指导书

辅助教师教学

助力学生实践



锐思数据库助力教学与科研



锐思助力馆建活动

锐思公司每学期都会在高校配合图书馆

开展“读书节”、“数字校园“等活动。

图书馆活动

锐思公司定期安排专职讲师举办数据库

产品培训以及金融建模、实证研究等方

面的科研讲座。

科研和培训讲座



锐思（RESSET）数据库产品体系

股票

外汇

债券

期货

基金 黄金

研究报告 融资融券

宏观统计

行业统计

金融统计 沪深Level1高频数据

股指期货数据

港股数据库

宏观经济数据库

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理财产品数据库

沪港通数据库

期权数据库

金融研究数据库 高频数据库

美股数据库

沪深Level2高频数据

国债期货数据

债券 指数

股票 权证

上海商品期货交易所

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

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

基金

海外市场高频数据

国际宏观数据库行业数据库

行业财务数据库

农林牧渔数据库

医药生物数据库

水资源数据库

房地产数据库

煤炭数据库

交通运输数据库

……

区域经济数据库

黑色金属数据库 有色金属数据库

机械数据库

经济类数据库

交运设备数据库

商品期货数据

海洋经济数据库

国际期货高频数据

商业贸易数据库

科教文卫数据库

建筑建材数据库

非上市公司数据库

泛亚数据库

经济普查数据库

一带一路数据库大别山经济数据库

能源数据库

投资事件数据库

特色类数据库

商品流通数据库 旅游数据库

国际经济金融数据库

量化研究数据库

对冲基金数据库

转融通数据库



PART 2 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
操作及应用



金融研究数据库-概况

u 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
– 涵盖股票、债券、基金、研究报告、

融资融券、宏观统计、行业统计、
金融统计、外汇、期货、黄金11个
系列数据。

– 数据全面、衍生指标丰富
– 频度齐全（日、月、季、年）
– 专业合并方便应用
– 提取方便（行业、市场、期末）
– 科研数据定制
– 研究项目合作
– 专业讲座培训



金融研究数据库-访问途径

01
官方网站：
http://www1.resset.cn:8080/product/
http://www2.resset.cn/product
用户名：uibe 密码: uibe

02
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镜像访问地址：

http://202.204.164.18

无需账号，直接登录

03
正式机构用户无IP限制帐号
院系公告或邮件通知



金融研究数据库-检索主页

数据库列表

数据内容列表 公告与信息

辅助选项卡

语言切换



金融研究数据库-数据词典查阅

p 数据样例、数据词典及数据记录数



金融研究数据库-数据词典与计算方法举例

p 标识与信息库中相关表（如Lstkinfo）的注

p 股数变动历史 SHRHIS 的注及股本结构图

p 行情与分配(2011- ) QTTNDIST的变量及计算公式

p 财务比率 FINRATIO 的计算公式

p 债券信息 BDINFO 

p 无风险收益 的计算公式

p 利率期限结构 的相关模型与算法

p …………



金融研究数据库-三种查询方式

1 查询字段

2 代码选择

3 概念板块



金融研究数据库-变量分类功能

p 股票综合数据的变量分类
变量分类及全选清除功能，方便精确选择所需变量



金融研究数据库-变量跟踪提示功能

p 选择变量鼠标跟踪提示



金融研究数据库-选择记忆功能

p 默认压缩格式、列名/列标签选择记忆功能



金融研究数据库-丰富的数据输出格式

输出格式 压缩格式 下载最大行数
Txt创建Sas数据集(*.sas7bda) Zip, G zip

ü 用户可选择所需的下载行数，当表的记录
行数大于用户的下载权限数时，可以使用连续
下载功能。

ü所有SAS版本首选"Txt创建SAS数据集格式"。
出错时，使用"Excel表格创建Sas数据集格式"，
SAS9.2使用"Excel2007创建Sas数据集"。

Excel创建Sas数据集(*.sas7bda) Zip, G zip

Excel2007创建Sas数据集(*.sas7bda) Zip, G zip

逗号分隔文本(*.csv) Zip, G zip

空格分隔文本(*.txt) Zip, G zip

Tab键分隔文本(*.txt) Zip, G zip

Excel电子表格(*.xls) Zip, G zip

字符型Excel电子表格(*.xls) Zip, G zip

Excel2007电子表格(*.xlsx) Zip, G zip

Html表格(*.html) Zip, G zip

Xml文件(*.xml) Zip, G zip

SPSS文件（*.sav） Zip, G zip

dBase文件（*.dbf） Zip, G zip

Txt创建R数据集（*.R） Zip, G zip

Excel创建R数据集（*.R） Zip, G zip

Txt创建Stata数据集(*.dta) Zip, G zip

Csv创建Stata数据集(*.dta) Zip, G zip

Txt创建Matlab数据集(*.mat) Zip, G zip

Csv创建Matlab数据集((*.mat) Zip, G zip

Excel创建Matlab数据集(*.mat) Zip, G zip



金融研究数据库-数据连续下载功能

p 获取连续结果文件



金融研究数据库-如何找到您需要的数据？

1

数据搜索

2

菜单查找

3

在线询问

4

邮件咨询

数据定制

数据搜索：通过搜索数据栏进行数据搜索1

2

3

4

5
5

菜单查找：直接从左边的数据内容菜单查找

在线询问：在线点击《咨询与反馈》栏目询问

邮件咨询：发邮件至 resset@resset.cn 咨询

数据定制：联系RESSET公司进行数据定制



数据查询案例-阅读数据词典与计算方式

p 每一大库中都包含标识子库

n RESSET股票—公司与证券信息

n RESSET债券—债券标识与信息

n RESSET基金—基金标识与信息

n RESSET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标识与信息

n RESSET外汇—主要货币信息

n RESSET黄金—黄金交易品种

n RESSET港股—港股股票与公司信息

n RESSET期货—期货合约

请同学们阅读上述表的数据词典与计算方式。



数据查询案例-“最新股票信息”查询

p 查询路径： “RESSET股票-公司与证券信息- 新股票信息”

第1步 选择“日期范围”，如图：

n 选择一日期对象，输入或点选起止日期查询，
值为空时代表无时间限制

n 点击“数据样例”，“数据词典|计算方法”
查看相关信息



数据查询案例-查询方式1-查询字段

第2步 选择“查询字段|代码选择|概念板块”（三种方式选一）

方式①：选择“查询字段”，即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要查询的字段, 例如“股票代码”，如下图



数据查询案例-查询方式1-查询字段

手工输入多个股票代码“000001 000002 600036 600050”，多个股票代码之间用空格分开，如图所示

查询股票数量较多，手工输入不方便时，可上传一个包括多个股票代码的文本文件，每行一个股票代码，如
图所示

点击“浏览”按钮，添加要导入的文本文件即可

Example.txt 的内容：



数据查询案例-查询方式1-查询字段

方式①：选择“查询字段”，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新股票名称”，手工输入股票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例如，手工输入单个股票名称“天马”，如图所示

或者，手工输入多个股票名称“天马 万科 深发展”，如图所示



数据查询案例-查询方式1-查询字段

小技巧：利用方式①“查询字段” 完成用户任意常用证券组合的下载

1. 通过代码选择对话框选出需要查询的代码，用鼠标选中股票代码的输入框，按Ctrl+A全选输入框

中的股票代码，之后按Ctrl+C进行复制，再将复制后的股票代码粘贴保存至本地的TXT文本文件

中，以后使用只需要打开相应TXT文件，拷贝粘贴即可。

2. 按照步骤1中的操作将股票代码保存到本地的TXT文件中后，将文件中代码之间的空格替换为回车

（即保证每行一个代码），之后进行保存，以后使用则可通过“查询字段”的方式，将相应的文

本文件导入进行查询。



数据查询案例-查询方式2-代码选择
第2步 选择“查询字段|代码选择|概念板块”（三种方式选一）

方式② ：选择“代码选择”，可根据股票的所属地区、交易所标识、股票类型、当前状态、所属行业等信息选择进行组合

查询，也可直接输入股票代码或名称，如下图

常用行业分类标准



数据查询案例-查询方式3-概念板块
第2步 选择“查询字段|代码选择|概念板块”（三种方式选一）

方式③ ：选择“概念板块”，如下图

点击“概念板块列表”按钮，如下图



数据查询案例-附加查询条件

第3步 附加查询条件（注：第2步用“代码选择”或“概念板块”方式时省略此步）

选择“交易所标识”，如下图



数据查询案例-输出字段

第4步 选择输出字段



数据查询案例-输出设置

第5步 输出设置



数据查询案例-输出结果示例
① 选择输出格式“Txt创建SAS数据集(*.sas7bda)”，点击“提交”按钮，如图所示

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数据，然后点击 “创建SAS数据集程序”下载程序

注：使用RESSET给出的导入SAS数据集程序前，请按要求创建下载数据存贮目录与SAS逻辑库
1. 创建下载数据存贮目录：D:\Res_sas
2. 创建SAS逻辑库Res_sas，创建方法如下图。

进入当前逻辑库页面，右键→新建，名称框中填Res_sas，引擎选默认，选启动时启用。
路径选D:\Res_sas

3. 如果下载的是压缩文件，需要解压，并修改导
入程序infile语句中的相关文件名和路径

4. 使用英文版SAS系统的用户，请选择“创建英
文版SAS数据集程序”



数据查询案例-输出结果示例

② 选择输出格式“Excel电子表格(*.xls)”，点击“提交”按钮，如图所示

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数据，然后点击“保存”，如下图



金融研究数据库-数据来源标注

p 数据来源：锐思数据库（www.resset.com）

p 数据来源：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www.resset.com）

p 数据来源：北京聚源锐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www.resset.com）

p 数据来源：RESSET （www.resset.com）

p 锐思数据官网：www.resset.com    www.resset.cn     www.resset.net



金融研究数据库-科研应用

策略研究事件研究

其它领域固定收益
研究

研究
领域



金融研究数据库-科研应用

信息披露（并购、IPO） 异常报酬率（盈余反应等） 市场反应效率 事件模拟研究

p 并购绩效与上市公司外部
治理；

p 社会资本、法律对中小投
资者的保护和IPO抑价；

p 公司治理结构与自愿性信
息披露。

p 中国股票市场月度回报率
异常研究；

p 中国A股市场IPO首日超额
收益的实证研究；

p 我国A股市场股票股利异常
收益率实证研究。

p 财务信息效应的非线性性；

p 资产收益的短记忆性与长
记忆性：我国股票市场效
率的动态分析；

p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市场效
率研究。

p 基于面板数据的上市公司
财务困境预测；

p 金融投资模拟教学研究与
实践。

事件研究



金融研究数据库-科研应用

策略研究

量化投资策略

交叉上市公司跨市套利投资策略实证
研究；
基于Monte-Carlo模拟的 小亏损套
期保值策略研究；
基于动态规划原理的平方套期保值策
略研究。

风险控制策略

基于GARCH族模型的黄金市场的风险
度量与预测研究；
Copula相关理论在金融分析中的风险
度量；
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我国商业银行信
用风险度量研究。

金融产品定价策略

我国可回售债券的定价——基于同期
限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模拟；
基于蒙特卡罗方法的权证定价；
我国非流通股定价问题分析：以房地
产行业为例。

资产配置策略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管理研究；
钢铁行业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实证
研究；
国有上市公司资产流失组合预测模型
研究。

投资者交易策略

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偏差与止损策
略——处置效应、参考价格角度的实
证研究；
中国股市二级市场交易基金收益与交
易成本的关系研究；
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对股市波动性的
影响研究。

证券组合投资策略

模型不确定性条件下的Robust投资组
合有效前沿与CAPM；
含流动性约束及保证金购买的多空投
资组合选择模型；
基于损失厌恶的非线性投资组合问题。



金融研究数据库-科研应用

固
定
收
益
研
究

微观领域研究

利率期限结构
与定价

债券投资策略
与风险管理

债券市场微观
结构

衍生产品

中国债券市场宏观
与体制方面的研究

国债规模方面
的研究

中国债券市场
存在问题方面

的研究

体制制约债券
市场发展问题

的研究

中国债券市场发展
策略研究

制约债券市场
发展缓慢的因

素

政府怎样有效
地运用宏观调

控的平台

利率和汇率的
平价关系

利率市场化，
债券市场基准

利率



PART 3 锐思高频数据库系统



高频数据库-沪深Level1高频

数据
类别

分笔数据 分时数据

起始
日期

1999-07 1999-07

数据
内容

提供沪深两个交易所股票、指数、权证、债券、
回购及基金等分笔高频数据。
提供交易时间、成交价格、成交量、5个卖价、
5个买价及5个卖价对应委托量、5个买价对应委
托量。提供交易所标识、证券类别等标识变量。
提供计算正确的买卖方向、相对买卖报价差、
相对有效买卖报价差、多种市场深度指标等指
标数据。

提供沪深两个交易所股票、指数、权证、债
券、回购及基金等1分钟、5分钟、10分钟、
15分钟、20分钟、30分钟、40分钟、60分
钟等间隔的分时高频数据。

提供分时区间内的交易数据或累计成交量、
累计成交额、期间最高价、期间最低价、期
初成交价、期末买卖量价的变化等。

数据
特色

数据按交易工具形式的SAS数据集进行存储，
每个交易证券存为一个SAS数据集。数据集名
含有证券类别，年份，代码标识。支持SAS并
行计算平台，数据提取方便。

数据按照分时区间进行归类，提供SAS格式
的数据集。支持SAS并行计算平台，支持本
机调用、远程调用及BS模式等多种调用访问
模式，可提供EXCEL，EXCEL2007，DBF，
SAS，Stata，Matlab，R，SPSS等20余种
下载格式。



高频数据库-沪深Level1高频

• RESSET高频数据_分笔
– 数据记录每笔交易数据或每次买卖量价的变化。按照
交易工具代码进行归类，提供SAS格式的数据集。

– 表名命名规则： 2012年开始命名规则增加市场标识：
sh表示上海；sz表示深圳。以某交易工具代码的命名
规则：类别+HF+年份_代码+市场标识，如：
stkhf2012_000001sh为股票深发展（000001）2012年
的高频分笔数据，indxhf2012_000001sh为上证指数
（000001）2012年的高频分笔数据。



高频数据库-沪深Level1高频

• RESSET高频数据_分笔
– 数据记录每笔交易数据或每次买卖量价的变化。按照
交易工具代码进行归类，提供SAS格式的数据集。

– 表名命名规则： 2012年开始命名规则增加市场标识：
sh表示上海；sz表示深圳。以某交易工具代码的命名
规则：类别+HF+年份_代码+市场标识，如：
stkhf2012_000001sh为股票深发展（000001）2012年
的高频分笔数据，indxhf2012_000001sh为上证指数
（000001）2012年的高频分笔数据。



高频数据库-沪深Level1高频

• RESSET高频数据_分时
– 记录每笔交易数据或每次买卖量价的变化。按照交易
工具代码进行归类，提供SAS格式的数据集。

– 包括：1分钟；5分钟；10分钟；15分钟；20分钟；30
分钟；40分钟；60分钟。

– 表名命名规则： 2012年开始命名规则增加市场标识：
sh表示上海；sz表示深圳。以某交易工具代码的命名
规则：类别+年份+HF_代码+市场标识_分钟数，如：
stkhf2012_000001sz_5为股票深发展（000001）2012
年的5分钟数据；indxhf2012_000001sh_10为上证指数
（000001）2012年的10分钟数据。



高频数据库-股指期货、国债期货Level1 高频

数据类别 分笔、分时数据

起始日期 2010-10

数据内容

记录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各合约的市场1档委托行情，包含分笔及分时高频数据，
其中分时数据包括1分钟、5分钟、10分钟、15分钟、20分钟、30分钟、40分钟、
60分钟等间隔的分时高频数据。
包括前结算价、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最新价、价格变化、成交量、
累计成交量、成交额、累计成交额、持仓量、前持仓量、买1价、买1量、卖1价、
卖1量等。

数据特色
每个合约每年存为一个SAS数据集。分时数据按照分时区间进行归类。数据集名含
有合约类别，年份，代码标识。支持SAS并行计算平台，数据提取方便。



高频数据库-商品期货Level1 高频

数据类别 分笔、分时数据

起始日期 2003-08

数据内容

涵盖国内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各期货品种各合约的市场1档委托行情，包含分笔及分
时高频数据，其中分时数据包括1分钟、5分钟、10分钟、15分钟、20分钟、30分钟、
40分钟、60分钟等间隔的分时高频数据。
包括前结算价、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最新价、价格变化、成交量、累
计成交量、成交额、累计成交额、持仓量、前持仓量、买1价、买1量、卖1价、卖1
量等。

数据特色
每个合约每年存为一个SAS数据集。分时数据按照分时区间进行归类。数据集名含有
合约类别，年份，代码标识。支持SAS并行计算平台，数据提取方便。



高频数据库-沪深Level2高频

数据类别 分笔、分时数据

起始日期 2010-01

市场十档行
情

采样频率高达每3秒一次的快照,市场10档价量委托行情、最新成交价、成交金额、成
交量、成交笔数、市场状态、委买委卖总量、加权平均委买价格、加权平均委卖价格
等信息。

逐笔成交
实时采样数据完整记录各证券每一笔成交详情成交时间(精确至毫秒)、成交通道、成交
序号、成交价格、成交量等。

指数行情
采样频率高达3秒一次，记录指数的最新价、累计成交量、累计成交金额、最高价、最
低价、昨收盘、今收盘等信息。

委托队列 采样频率高达3秒一次，记录买一、卖一价位上至多50位长度的委托明细。



高频数据库-国际期货Level1高频

数据类别 分笔高频

起始日期 2011-01

数据内容

收录了美国期货常见品种、伦敦金属交易所期货，以及贵金属现货、外汇现货等高频
交易数据。
包括行情时间、市场前缀+合约代码、合约名称、前一交易日结算价、现量、持仓
（未平仓合约）、期货当日结算价、前收盘价、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最新价、
当日总成交量、当日总成交额、买价1、买入数量1、卖价1、卖出数量1等。

数据特色 每个合约每年存为一个SAS数据集。支持SAS并行计算平台，数据提取方便。



PART 4 锐思国际经济金融数据库



国际经济金融数据库-概况

RESSET国际经济金融数据库（RESSET/IEF）涵盖了世界各国重要金融、
经济、工业、农业等方面的数据，其中包含多行业、多方位的发展数据，如
工业、农业、基础设施、教育、能源等。数据来源权威，历史数据全面，为
研究世界经济与金融、农业发展、社会发展等提供数据支持。国际经济金融
数据库包括金融、经济、工业、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
援助、就业、贫困、教育、健康、科技、发展14个类别。

数据来自于美联储(FRB)、美国农监局(USDA)、世界银行(WB)、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
计研究所（UNESC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C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统计司（UNSD）、
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劳工组织（ILO）、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等国际权威组织。收录丰富，是国内种类最多样、数据内容最完整的经济金
融数据库。



国际经济金融数据库-概况

类别 数据库列表

金融
分为银行资产与负债、企业财务、财务会计、家庭财务、利率、货币供给
与储备结余6个小类。包含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与负债、银行贷款实施高
级信贷员意见、调查消费者信贷、 存款机构与货币基础的总储量等。

经济 经济政策与外债、私营部门、公共部门等。
工业 工业活动等。

农业
分为动物制品、粮食、农场经济、农场实践与管理、食品与营养、食品选
择与健康、食品市场与价格、食品安全、国际市场与交易9个小类。

农村 农村经济与人口、农业与农村等。
自然资源与环境 能源、气候、环境等。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经费等
援助 援助效率、援助经费等
就业 劳动与社会保障、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等
贫困 贫困地区数据、贫困人口数据等
教育 教育细分指标等
健康 医疗、健康等
科技 科技细分指标等
发展 社会发展、城市发展等



PART 5 锐思数据的产品和服务



锐思公司介绍

北京聚源锐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锐思数据” ）是一家专门从事金融数据库和相关教学科研软件研发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教育科研机构提供一流的金融经济数据库、投资研究工具、教学辅助软件、教

学实验室建设服务。公司以知识产权为核心战略，目前已申请专利、著作权、商标近百项，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

村“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信用等级AAA级企业”。

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正
式推出，公司被认定为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辅助教学系列产品正式
推出，锐思与高校广泛
开展联合科研，受到业
界瞩目。

投研系列产品正式发布，
与高校实验室深入合作，
锐思成为教学科研应用
综合服务厂商。

2006 2008 2013
自主研发大数据云平台、
大数据教学实训平台系列
产品，与高校合作开展大
数据专业建设。

2016



锐思公司荣誉

⽂文件中找不不到关系 ID 为 rId4 的图像部
件。



锐思公司荣誉
《软件著作权证书》共计120项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共计41项



锐思三大产品系列

投资研究系列

仿真交易系统

数据库系列 辅助教学系列

RESSET高频类数据库

实验室解决方案

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RESSET经济类数据库

RESSET特色类数据库

量化研究平台

金融风险管理系统

舆情分析系统

大数据云平台

教学辅助软件

金融计算与建模实验平台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系统

经济学仿真建模平台

数据可视化平台

股票

研究报告

期货

外汇

黄金

债券

基金

宏观统计

金融统计

行业统计

融资融券

“一带一路”信息平台 非上市公司数据库



锐思服务体系

WEB 互联网在线协助

培训、研讨会 个性化数据定制

热线电话、
现场支持

服务电话：010-82601461 服务邮箱：resset@resset.cn



THANKS
北京聚源锐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总部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8号财智大厦B座10层
上海地址：上海市 沪闵路6088号凯德龙之梦广场29层
电话：010-82601461
网址：www.resset.cn
邮箱：resset@ress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