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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中国，深耕学术，聚焦热点

——皮书数据库，其实就在您身边 ]



白皮书代表政府立场，要求事实清楚、

立场明确、行文规范、文字简练。

皮书对中国与世界发展状况和热点问

题进行年度监测，由一系列权威研究

报告组成。

白皮书

白皮书是一国政府或议会正式发表的、

封面为白色的重要文件或报告书。

皮书

20世纪末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

绿皮书、黄皮书等的简称。

白皮书 VS
皮书

01  关注中国



01  关注中国

皮书系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蓝皮书、绿皮书、黄皮书等年度专题研究报告的统称。

具体到某一研创机构，其编写的多种皮书（通常是同一皮书名称）在习惯上也被称为

该研创机构的皮书系列，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金融蓝皮书系列”，河南

省社会科学院的“河南蓝皮书系列”。

第一本皮书：1996年11月出版“经济蓝皮书”《一九九七年中国：

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 年出版400多个品种

➢ 涵盖经济、社会、区域、行业、文化传媒、国际问题六大领域



“皮书系列”：国家“十三五”“十四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教育蓝皮

书、环境绿皮书等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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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内资源多次被国家项目引用。

社情简介社情简介01  关注中国



社情简介社情简介01  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方方面面

中国文化传媒数据库

中国区域发展数据库

中国行业发展数据库

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库

中国社会发展数据库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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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情简介社情简介01  关注中国——学术解读细分领域

宗教 社会 人口 政治 外交

法律 文化 文学艺术 医疗卫生

资源环境 教育 体育

中国社会发展数据库（12个子库）



社情简介社情简介01  关注中国——学术解读细分领域

宏观经济 产业经济 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

劳动经济 财政金融 房地产经济 企业经济

城市经济 交通和旅游 商业贸易 区域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库（12个子库）



社情简介社情简介01  关注中国——学术解读细分领域

农业 能源矿产 制造业 交通运输业

通信和IT业 批发零售业 旅游住宿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科学研究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居民服务 卫生和社会保障

教育 文化体育娱乐业 公共管理 社会组织

中国行业发展数据库（17个子库）



社情简介社情简介01  关注中国——学术解读细分领域

28个省级行政区

20个区域经济体

200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

中国区域发展数据库（6个子库）



社情简介社情简介01  关注中国——学术解读细分领域

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 电影 群众文化 图书馆事业

档案事业 语言文字 教育 历史地理 体育 宗教

文学 新闻传播 广播电视 出版事业 博物馆事业

艺术 娱乐

中国文化传媒数据库（18个子库）



社情简介社情简介01  关注中国——学术解读细分领域

世界经济 国际政治 世界文化与科技

全球性问题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 区域研究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数据库（6个子库）



专家学者

7.3万人

机构

821家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

席专家，学部委员。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院长。

02  深耕学术



02  深耕学术

◆ 社科院系统

◆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 党校系统

◆ 政府研究部门

◆ 行业协会

研 创
力 量

高校，31%

政府及研究部

门， 15%
中国社会科学

院， 26%

地方社科院，

16%

行业协会等

社会组织，5%

其他，7%



[ 学术前沿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 学术文献综述 ]

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梳理事件类型、

管理体制、管理模式等文献的学术贡献、不

足或缺陷，介绍应对与管理的研究框架及方

法，指明未来可能的学术发展方向。

02  深耕学术



[ 重要学术观点和判断 ]

[ 研究模型、研究方法、实证数据 ]

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和全过程应对策略

皮书数据库：重视卫生行业和非卫生行

业中关键领域的卫生应急能力建设。

——《防控“甲流”》， 2014年出版

02  深耕学术



• 紧跟时事热点，追踪学术前沿

03  聚焦热点



• 关注经济社会要事趣事，聚焦学术舆论热点

03  聚焦热点



[ 课堂教学？论文指导？项目申报？

——皮书数据库与您一起玩转教学科研 ]
1



皮书数据库如何辅助课堂教学？

学科资源 丰富案例 上好思政课



覆盖一级学科41（58）个

覆盖二级学科179（693）个

报告

21.8万篇

图片图表

65万

01 学科资源



01 学科资源



02 丰富案例



03 上好思政课



皮书数据库如何助力学生

完成毕业论文开题的三个步骤？

找准选题 选题论证 开题报告



01 找准选题



找选题的三条路径

社会热点

学术前沿

中国发展

01 找准选题



01 找准选题

最常用的功能：检索



01 找准选题



数据库联想推荐、分类导航功能可提供参考。

数据库分维度展示检索结果功能，可更全面

地了解：哪些学者研究了同类主题？研究情

况如何？有哪些重要观点？

如何用皮书数据库做选题参考？

01 找准选题



01 找准选题

其他选择：聚合主题资源建设的子库、专题库



01 找准选题

其他选择：作者库



02  选题论证：要做哪些准备？

2

1

3
以论题为中心

1

收集资料的数量要适量

2

学会做摘录笔记

3



02  选题论证：皮书数据库的优势

资源独家性

问题导向型数据库

更好服务实践研究型选题

内容权威且具有领域代表性



03  开题报告：一份投资规划书

为了获取投资，需要在文中明确3点。

第一，证明项目是值得投资的；

第二，说明项目有何独创性价值，即

相比其他项目的优势；

第三，说明有办法把项目做出来，也

就是项目的可行性。



03  开题报告：一份投资规划书

《人口老龄化与碳排放》

《港口经济圈构建》



03  开题报告：一份投资规划书

《人口老龄化与碳排放》

《港口经济圈构建》



03  开题报告：一份投资规划书

如何引用数据、引用什么样的数据成为学术研

究的新问题。

皮书数据库：

数据源自专家、学科编辑二次加工。

支持以图片形式引用、支持下载excel数据文档，

方便老师做二次处理，重组图表。

引用数据库的数据资源



参与申报重点项目

皮书数据库如何助力项目申报？

定期分享申报经验 收录大量项目成果



01 参与申报重点项目

负责机构 项目名称

中宣部 主题出版物重点出版物

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博士后文库

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



02 定期分享申报经验



03 收录大量项目成果



其他服务：学术成果推广 欢迎您将研究成果放入皮书数据库



其他服务：主题活动



扫码下载皮书数据库App

移动端产品

随时随地畅享学术成果

• 一键搜索，精准快捷

• 主题导航，资源直达

• 紧跟热点，趣味学术

• 购买便捷，及时阅读

• 离线下载，想读就读

• 随性分享，学术共享



古籍与大型学术文献

中国发展与中国经验 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

• 皮书数据库

• 中国减贫研究数据库

• 京津冀协同发展数据库

• 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数据库

• “一带一路”数据库

• 中国乡村研究数据库 • 集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乡村研究



社科数托邦

交流互动

社科文献数字产品
微信交流群



…      …

Thank  You！

皮 书

数据库

一带一路

数据库
集 刊

数据库
…      …

国别区域与

全球治理数

据平台 中国乡村
研究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