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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经济数据库数据产品发布计划 

中国经济数据库区域数据再度扩容（2022年8月）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出现显著变化，引发广泛讨论与关注。而房地产作为与人口存在密切关系的行业之一，在当前亦受

到人口趋势变化的影响。每次数据发布，都会引发不同层面的分析与解读。 

基于此，8月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区域数据再度迎来扩容，本次新增数据重点围绕区域房地产和区域宏观两大板块，多维

度助力用户进行长期研究（人口结构分析、解读生育政策、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趋势等）与热点分析（近期商品房交易、

商业与住宅租赁价格波动等）。 

本次新增区域数据超过40,000条数据列，涵盖31个省级区域、290多个主要城市、240多个区县。 

新增数据链接 

（1）区域房地产 数据 

主题 指标 数据量 
CDMNext 

链接 

区域 / 

企业 

历史

数据 
频率 

房屋 

成交与

供应 

1. 商品房成交 & 供给套数/面积/金额/均价/套均价格等： 

1)（住宅）日度城市数据 

2)（住宅、商业用房、办公楼）周度 & 月度 & 季度 & 年度城市数据 

3)（住宅）月度 & 季度 & 年度区县数据 

2. 二手房成交（住宅）套数/面积/金额/均价/套均价格等： 

1) 日度 & 周度 & 月度 & 季度 & 年度城市数据 

2) 月度 & 季度 & 年度区县数据 

7,200+ 

房地产：

房屋成交 

房屋供应 

二手房成

交 

60+地

级市、

240+区

县 

2016

年1月 

日度， 

周度，

月度，

季度，

年度 

房屋价

格 
1. 房屋价格（最高、最低、中位成交价）月度数据： 

1) 普通商品住宅（一、二、三类地段） 

2) 高档商品住宅、写字楼、商业用房 

2. 二手房住宅均价月度数据 

3. 房屋租赁价格（最高、最低、中位成交价）月度数据： 

1) 住宅（一、二、三类地段） 

2) 廉租房、公共租赁房、写字楼、商业用房 

4. 土地出让价格（最高、最低、中位成交价）季度数据：住宅、商

住两用、商服、工业 

5. 建安工程造价（多层、小高层、高层住宅）半年度数据 

1,800+ 
房地产：

房屋价格  

30+地

级市 

2017

年1月

起 

月度，

季度，

半年度 

标杆房

地产企

业 

1) 拿地（住宅、商服办公、工业仓储）数据 

2) 商品房销售及其累计数据 
2,500+ 

房地产：

标杆房地

产企业 

100+ 

企业 

2017

年1月

起 

月度 

合计   11,700+         

*商品房：是指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并出售、出租的房屋。按房屋用途分, 商品房包括：商品住宅、商业营业用房、写字楼、其他房屋等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Real%20Estate%3A%20Third%20Party%20Data%3A%20China%20Real%20Estate%20Information%20Website%20(CREI)%3A%20Property%20Transaction%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Real%20Estate%3A%20Third%20Party%20Data%3A%20China%20Real%20Estate%20Information%20Website%20(CREI)%3A%20Property%20Transaction%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Real%20Estate%3A%20Third%20Party%20Data%3A%20China%20Real%20Estate%20Information%20Website%20(CREI)%3A%20Property%20Supply%22%20&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an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Real%20Estate%3A%20Third%20Party%20Data%3A%20China%20Real%20Estate%20Information%20Website%20(CREI)%3A%20Secondary%20Market%3A%20Transaction%22%20&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Real%20Estate%3A%20Third%20Party%20Data%3A%20China%20Real%20Estate%20Information%20Website%20(CREI)%3A%20Secondary%20Market%3A%20Transaction%22%20&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Real%20Estate%3A%20Third%20Party%20Data%3A%20China%20Real%20Estate%20Information%20Website%20(CREI)%3A%20Property%20Price%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Real%20Estate%3A%20Third%20Party%20Data%3A%20China%20Real%20Estate%20Information%20Website%20(CREI)%3A%20Property%20Price%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Real%20Estate%3A%20Third%20Party%20Data%3A%20China%20Real%20Estate%20Information%20Website%20(CREI)%3A%20Main%20Developer%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Real%20Estate%3A%20Third%20Party%20Data%3A%20China%20Real%20Estate%20Information%20Website%20(CREI)%3A%20Main%20Developer%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Real%20Estate%3A%20Third%20Party%20Data%3A%20China%20Real%20Estate%20Information%20Website%20(CREI)%3A%20Main%20Developer%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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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数据库区域数据再度扩容 

（2）区域宏观 

大类 主题 指标 数据量 
CDMNext 

链接 
区域 历史数据 频率 

社会

人口 

抚养比、 

自然增长率、

预期寿命 

1) 抚养比：总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比、老年人

口抚养比 
2) 自然增长率 
3) 预期寿命（分男女） 

220+ 

社会人

口：抚养

比等 

全国、31

省 
1949年起 年度 

社会保障分省

数据 

1)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2)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领取保险金人数 
3)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享受待遇人数 
4)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享受待遇人数 

350+ 

社会保

障：参保

人数等 

全国、31

省 
1989年起 年度 

社会保障分城

市数据 

1)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职工、市辖区职工、

居民） 
2)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职工、市辖区职工、

居民） 
3)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市辖区） 
4)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5)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2,600+ 

社会保

障：地级

市 

290+地

级市 
2002年起 年度 

国际

贸易 

按国家和地区

分类的进出口

数据 

31省与240国家（地区）之间进口&出口的美元&

人民币金额 
26,900+ 

进出口：

国别：地

区 

31省 x 

240国家

（地区） 

2017年1月

起 
月度 

合计     30,100+         

新增数据优势 

1.区域房地产 

 高频更新：新增数据主要以日度、周度、月度频率更新，便于用户及时地解读分析短期热点； 

 增量补充：进一步拓宽中国经济数据库对区域数据指标在行业领域的覆盖，极大程度上补充了商品房成交以及供给分

类型数据，二手房成交数据，以及房屋价格月度数据； 

 全面覆盖：此次新增后，中国经济数据库实现了房地产行业土地市场、房屋交易和标杆企业核心数据的全面覆盖，覆

盖区域细化到城市和区县。 

2.区域宏观 

 热点解读：新增数据紧紧围绕时下热点人口数据，便于用户及时研究聚焦老龄化、生育政策和社会保障等重点话题； 

 独特扩充：在区域贸易数据方面，本次新增数据聚焦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与200多个国家（地区）之间的进

出口美元、人民币金额，进一步提升CEIC特色数据覆盖面。 

新增数据用例 

人口和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商品房成交趋势下行 

通过长期人口的规律来看，住宅新增需求面临下行趋

势，2021年以来，在疫情和人口结构转变等多重因素的

影响下，重点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和套数同比负增长，

在此背景下，多个热点城市出台刺激政策，如南京、合

肥、广州等地放松限购标准，佛山、珠海、东莞等城市

调整限购区域。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TB3870067%3BTB3870077%3BTB3870087%3BTB3870107%3BTB3870117)%20OR%20(261982501%3B%20261982601%3B%20261982701%3B%20261982801%3B486413557%3B%20486413567%3B%20486413577)%20&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TB3870067%3BTB3870077%3BTB3870087%3BTB3870107%3BTB3870117)%20OR%20(261982501%3B%20261982601%3B%20261982701%3B%20261982801%3B486413557%3B%20486413567%3B%20486413577)%20&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TB3870067%3BTB3870077%3BTB3870087%3BTB3870107%3BTB3870117)%20OR%20(261982501%3B%20261982601%3B%20261982701%3B%20261982801%3B486413557%3B%20486413567%3B%20486413577)%20&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486482747%3B486482757%3B486482767%3B486482777%3B486482787)%20OR%20(TB94304%3BTB3870037%3BTB3870057%3BTB3870097%3BTB3870127%3BTB3870137%3BTB3870147)&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486482747%3B486482757%3B486482767%3B486482777%3B486482787)%20OR%20(TB94304%3BTB3870037%3BTB3870057%3BTB3870097%3BTB3870127%3BTB3870137%3BTB3870147)&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486482747%3B486482757%3B486482767%3B486482777%3B486482787)%20OR%20(TB94304%3BTB3870037%3BTB3870057%3BTB3870097%3BTB3870127%3BTB3870137%3BTB3870147)&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Social%20Security%3A%20Prefecture%20Level%20City%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Social%20Security%3A%20Prefecture%20Level%20City%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Social%20Security%3A%20Prefecture%20Level%20City%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Foreign%20Trade%3A%20By%20Country%20%3A%20By%20Region%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Foreign%20Trade%3A%20By%20Country%20%3A%20By%20Region%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22Foreign%20Trade%3A%20By%20Country%20%3A%20By%20Region%22&layout=CN&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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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经济数据库区域数据扩容往期回顾 

（1）2022年区域宏观新增数据  

区域 

（数量） 
数据明细 频率 数据量 CDMNext链接  

地级市

（74） 

地方政府（含本级）： 

1）债务限额 

2）债券：发行额（包括新增、置换或再融资） 

3）债务：还本额、付息额、余额 

年 4,900+ 地方政府债务：地级市 

地区&省

（37） 

地方政府： 

1）债务限额（含本级） 

2）债券：发行市场、余额 

3）债券（含本级）：发行额、还本额、付息额 

4）债务（含本级）：余额 

年 1,700 

 地方政府债务：地区 

地方政府： 

1）债券：发行额、还本额、付息额、余额 

2）债务：余额 

季 790+ 

月 790+ 

国家 

（1） 

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分期限）、期限、平均全

场倍数、发行利差均值 
月 90+ 

Table CN.FA : 政府债务 : 地方政府 : 发行 : 分期限 

Table CN.FA : 政府债务 : 地方政府 : 期限 

Table CN.FA : 政府债务 : 地方政府 : 平均全场倍数 

Table CN.FA : 政府债务 : 地方政府 : 发行利差均值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政府债券:一般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政府债券:专项 

Table CN.FA : 政府债务 : 地方政府 : 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平均利率（含一般、专项）

及其按照期限的细分数据 
月 20+  Table CN.MF : 地方政府债券利率 : 财政部 

中国经济数据库新增区域地方政府债数据 

4月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上线区域地方政府债务/ 债券数据，主要包括省级、市级的地方政府债限额、发行额、还本额、

付息额、余额等。本次新增区域地方政府债数据超过8000个数据列，涵盖37个省级区域与74个主要城市。 

（2）2022年区域房地产新增数据   

中国经济数据库新增区域房地产数据 

5月中国经济数据库继续深化房地产土地市场区域数据覆盖。此次新增数据涵盖中国各城市土地市场成交（宗数 / 面积 / 

成交价款 / 楼面面积/地面均价 / 楼面均价 / 溢价率）与供应（宗数 / 面积 / 地面均价）月度数据。  

主题 指标 数据量 CDMNext 链接 频率 区域 

土地市场数据 

 

每个指标均有4种类别: 

全部土地 

住宅 

商服办公 

工业仓储 

土地成交： 

 面积&价款：出让宗数 / 面积 / 成交

价款 / 楼面面积 

 价格&溢价率: 出让地面均价 / 楼面

均价 / 溢价率 

73,000+ 土地成交 

月度 

季度 

年度 

330 地级行

政区 

土地供应： 

 出让：宗数 / 面积 / 地面均价 

 出让未成交：宗数 / 面积 

52,000+ 土地供应 

合计   125,000+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26__SC381130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Untitled-insight/node/CN__TP126__SC3811587__TB381169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26__SC489__TB381147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26__SC489__TB381143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26__SC489__TB381144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26__SC489__TB381145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ries/474106997_SR16364958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ries/474107007_SR16364959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26__SC489__TB273079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32__SC32757__TB314986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39__SC381265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39__SC3813627


 

CEIC数据库登录：insights.ceicdata.com，热线电话：400 820 9570，邮箱：helpdesk@ceicdata.com                                     

2022年7月 

中国经济数据库新增另类高频航班统计数据  

7月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发布另类高频航班统计数据（各省市民航客运航班周度汇总）。本次新增数据超过43,200个

数据列，细分到省、市，并包括国家和分省汇总，覆盖240多个城市（10,000+城市级路线） ，数据周度更新，来

源：飞常准。在CDMNext搜索栏中输入“飞常准航班统计”即可查看全部新增数据。 

2022年5月 

中国经济数据库新增区域房地产数据  
5月中国经济数据库继续深化房地产土地市场区域数据覆盖。此次新增数据涵盖中国各城市土地市场成交（宗数 / 面

积 / 成交价款 / 楼面面积/地面均价 / 楼面均价 / 溢价率）与供应（宗数 / 面积 / 地面均价）月度数据。  

新增数据覆盖：330个地级行政区，在CEIC原有相关数据的基础上，此次新增数据覆盖更多区域（330地级行政

区 ）、拥有更高频率（月度季度年度）。 

2022年4月 

中国经济数据库新增区域地方政府债数据  

4月中国经济数据库上线区域地方政府债务/ 债券数据，主要包括省级、市级的地方政府债限额、发行额、还本额、付

息额、余额等。本次新增区域地方政府债数据超过8000个数据列，涵盖37个省级区域与74个主要城市。 

其中，37个省级地区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4个主要城市覆盖一

线、新一线、二线以及核心三-五线城市。 

2022年3月 

中国经济数据库新增一批省级月度房地产数据  

本月中国经济数据库新增了一批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省级月度房地产数据，包括商品房销售额、新开工面积、施工面

积、竣工面积、销售面积的累计同比数据等。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频率：月度。数据位于：中国经济数据

库—>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房屋销售以及房地产：商品房房屋面积板块下。  

中国经济数据库新增一批各省份的新冠疫情数据  

本月中国数据库新增一批各省份的新冠疫情数据，包括从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病例的人数，并按本土病例和境外输入

病例进行分列。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数据频率：日度。数据位于：中国经济数据库—>社会人口—>卫生：疾病

爆发板块下。  

2022年2月 

中国经济数据库新增一系列高频数据 

本月中国经济数据库根据市场热点新增了一系列高频数据，其中包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黑色金属、化工产品、煤炭和

林产品等生产资料的周度市场价格，以及山东隆众/ICC鑫椤资讯发布的光伏核心企业硅片、锂电隔膜和辅料等日度报

价。 

 新增黑色金属、化工产品、煤炭和林产品等生产资料的周度市场价格。数据频率：周度，数据源：国家统计局。 

 新增山东隆众/ICC鑫椤资讯发布的光伏核心企业硅片、锂电隔膜和辅料等新能源日度报价。数据频率：周度，数

据源：山东隆众/ICC鑫椤资讯。 

2022年1月 

中国GDP即时预测数据集重磅上线 （数据库搜索框内输入：GDP 即时预测 即可查看） 

CEIC宏观经济研究团队推出CEIC数据库专有的中国GDP即时预测（GDP Nowcast:China）数据集，用一组特定的

高频指标实时预测中国GDP增长状况。指标涵盖制造业、消费、服务业、金融部门、价格、对外贸易等各领域，能全

面反映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2022年中国经济数据库数据重点更新与扩容回顾 

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  

中国经济数据库拥有超过55万条时间序列数据，最早的时间节点可追溯到 1949 年，CEIC专业数据团队根据独家的本地原

始资料不断对其进行更新，它以非常直观的方式为用户呈现来自 500 多个源的数据。 

中国经济数据库提供各大权威机构公布的国家经济指标和各个区域经济指标，可细化至290多个地级市和2000多个县级区

域。近年来中国经济数据库深耕另类数据、高频数据、热点行业数据。未来中国经济数据库将会新增更多热点相关的区域

数据、另类高频数据与行业数据，持续为各类用户提供全面、优质与权威的经济数据与行业数据。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中国经济数据库高频另类数据发布公告--2022年7月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keyword=%E9%A3%9E%E5%B8%B8%E5%87%86%E8%88%AA%E7%8F%AD%E7%BB%9F%E8%AE%A1&layout=CN&order=first_date&direction=asc&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中国经济数据库2022年5月扩容亮点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search_series?source=15003197&with_observations_only=true&lang=zh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中国经济数据库2022年4月扩容亮点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中国经济数据库2022年3月数据扩容亮点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中国经济数据库2022年2月数据扩容亮点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34__SC3712127__TB371214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34__SC3712127__TB371235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34__SC3712127__TB371242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中国经济数据库2022年1月数据扩容亮点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25__SC3729197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node/CN__TP125__SC3729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