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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数据库简介

聚焦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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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 资源 | 架构 | 特色



2015年6月上线

03. 数据库意义

国内首个“一带一路”数据库，收录首

批智库研究成果

02. 数据库定位

全方位整合智库报告，为“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01. 策划背景

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



1.1  产品定位

聚焦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与经验，全面整合中国对外开放研究成果和“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国内重点省份基础资料。

研究专著、咨询报告、行

业动态、学术观点、政策

法规

5类内容

160个共建国家、29个国

内重点省份

160+29

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科研机构、党政机关、企

业用户、社会公众

6类用户

科研支持、决策咨询、投

资指南

3大场景



1.2  内容资源

“一带一路”数据库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打造的“一带一路”国别研究、“一带一路”主题

研究、“一带一路”年度报告3大系列为核心。



1.2  内容资源

9大研究主题

贸易投资

国际合作 互联互通 能源问题

安全问题及
反恐合作

文化交流

沿线国家
国情研究

古代丝绸之路

大国关系



1.2  内容资源

4大资源类型

图片图表

图书 报告

资讯

截至2022年8月30日

资源总字数 14.0亿字

年更新图书 350本



1.3  产品架构

“一带一路”数据库

战略研究 实践探索 投资指南

专题研究 丝路数据 丝路史话

国家库 省域库 丝路动态

生态篇产业篇金融篇

交通篇 外交篇 文化篇

设置战略研究、实践探索、

投资指南、专题研究、丝路数据、

丝路史话、国家库、省域库、丝

路动态9大子库。其中专题研究下

设生态篇、产业篇、金融篇、交

通篇、外交篇、文化篇。



1.3  产品架构
战略研究
下设国际战略研究、国内战略研究2个栏目，为国内外战略、规划、

机制对接和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提供参考。

投资指南
下设投资国际、投资国内2个栏目，收录国内外基础设施建设、政治

环境、经济状况、风俗文化、资源环境等研究报告。

丝路数据

收录“一带一路”研究成果、基础资料中的图表、数据等。

国家库

收录“一带一路”沿线160个国家基础资料及国别研究成果。

实践探索
下设丝路国际、丝路国内2个栏目，整合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国内

外在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成果。

专题研究
下设生态篇、产业篇、金融篇、交通篇、外交篇、文化篇6个栏目，

聚焦共建“一带一路”重要领域实践。

丝路史话

收录古代丝绸之路研究成果，聚焦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经贸往

来、文化交流等。

省域库

收录国内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29个省市基础资料及地方发展报告。

丝路动态
下设国际合作动态、重大方针政策、主题资源推荐3个栏目，国际合作动态跟进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和实践，重大方针政策收录对外政策、与“一

带一路”共建相关领域重要规划和政策，主题资源推荐主要收录围绕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和热点议题独家策划的深度解读文章。



1.4  产品特色

收录国内最早一批“一带一路”研究成

果，持续跟进“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与发展。

从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经贸投资到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绿

色发展、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交流合

作，覆盖共建“一带一路”的方方面面。



1.4  产品特色

研创团队来自社科院系统、知名高校、政

府部门、领军企业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擘画者、研究者、实践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

高端智库副理事长，

商务部“一带一路”

咨询委员会成员

王灵桂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

路战略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伊斯兰合作

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马丽蓉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

政府部门、参与企业



1.4  产品特色

涵盖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160个国家、29个国内重要节点省份的最新概况、政治制度、经济社

会、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等，收录能源、金融、交通等重点行业数据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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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 | 下载 | 阅读



2.1  检索

提供一键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3种检索方式。



2.1  检索

1. 一键检索最为常用，提供热词推荐。

2. 默认资源类型为全部，检索条件为

全文，内容分类为全库。

3. 支持二次检索，可输入作者、标题、

关键词，进一步精确检索结果。

4. 支持检索结果按学科、地区、年份、

作者、行业分组展示，支持按资源类

型筛选。

5. 支持各子库内检索。

资源类型

包括全部、图书、报告、图表、资讯

检索条件

包括全文、标题、作者/机构、关键词、主题词、摘要、所属丛书

内容分类

包括全库、子库分类、中图分类、区域分类、行业分类

01

02

03



2.2  下载

1.支持单篇报告PDF文

件下载。

2.支持图书目录页批量

下载全部报告PDF。

3.下载后的PDF需配合

本地PDF阅读器或浏览

器使用。



2.3  阅读
1. 支持HTML在线阅读、PDF原版阅读。

2. HTML阅读支持全文复制，提供文章目录树，支持

查看参考文献。

3. PDF原版阅读保持图书版式，符合大众阅读习惯。

4. 支持移动端自适应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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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 决策 | 投资



3.1  科研支持

汇聚社科院系统、知名高校、政府部门、领军企业的

专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持续全景式研究，关注宏

观层面研究，提出关于大国关系、区域合作机制、能源问

题、安全与反恐、对外贸易与投资等研究的新视角、新问

题，支持跨学科研究、新兴学科研究发展；聚焦微观层面

研究，特别是对具体国家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历史文化

研究，填补国别区域教学科研的资料空白。



3.2  决策咨询

作者来自社科院、知名高校等持续研究“一带一路”

倡议的科研部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等与“一

带一路”倡议直接相关政府部门，持续权威呈现自2013

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展，为具体政策制定和优

化、实施方式改进和创新提供指导方向。



3.3  投资指南

全面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信息、政策

法规等，涵盖能源、金融、交通等“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领

域的行业数据和企业案例，收录投资环境分析、投资政策解

读、投资风险评估等咨询报告，为企业投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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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评价 | 行业奖项



4.1  学界评价

数据库的内容框架比较完善，涵盖“一带一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既

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变化，又重视“一带一

路”具体实践的经验总结和走势预测，是研究人员必备的参考资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一带一路”数据库依托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

表的研究机构，及时总结“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经验，紧跟研究热点。

在国内同主题数据库产品中，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袁旭阳（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张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主任）



4.2  行业奖项

“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音像电子游戏出版物提名奖”证书

2016.12

中华优秀出版物（音像电子游戏出版物）奖提名奖

2016.05

“十三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2016.01

2015年全国新闻出版业网站系列荣誉评选中荣获

“优秀内容资源平台”

2017.06

“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网络出版物奖”提名奖





主 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可以为贵校师生提供哪些服务

1、国家项目申报

2、中国社科院所有期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可以推荐论文发表。

3、中国集刊网投约稿平台。

4、资源整合

5、图书出版



优 势

从选题策划、立项，到验收，全程有学科编辑指导。



资助国内出版项目

Part 1



中宣部 主题出版物重点出版物（每年3月）

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每年3~5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4~5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每年6~7月）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每年11~12月）

人文社科领域常见项目一览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博士后文库（每年9~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



1.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组织主体：中宣部

◆申报时间：每年3月

◆申报人资格：出版社（学者可通过出版社申报）

◆成稿要求：50%

◆资助额度：由国家出版基金根据项目实际支出核拨

◆申报要点：体现国家政治的导向作用，成果应是对国家大政方针或特定时期与事件的关注或纪念

◆出版范围：中文国内出版

1.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组织主体：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申报时间：每年3～5月

◆申报人资格：副高以上职称的研究人员（须由57家指定出版社推荐）

◆成稿要求：80%

◆资助额度：3万元/10万字（稿费不作规定）

◆申报要点：侧重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基础研究，是对研究过程及出版的资助，需作者和出版社配合

完成。

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组织主体：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申报时间：每年4～5月

◆申报人资格：高级称职的研究人员（须由17家指定出版社推荐）

◆成稿要求：100%

◆资助额度：3.5万/10万字（含150元/千字稿费）

◆申报要点：侧重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应用研究，是哲学社科领域最高成果的体现，也有对成果的奖

励性质，要求严格，须由17家指定出版社统一设计、印制、出版

◆出版范围：中文国内出版

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4.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组织主体：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申报时间：每年6～7月

◆申报人资格：出版社（学者可通过出版社申报）

◆成稿要求：60%

◆资助额度：根据项目预算核拨

◆申报要点：社会效益好而经济效益差的优质项目，以多卷本为主

◆出版范围：中文国内出版

4.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5.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博士后文库

◆组织主体：中国社会科学院

◆申报时间：每年9～12月

◆申报人资格：全国范围内的博士后

◆成稿要求：100%

◆资助额度：2.1万元/10万字

◆申报要点：博士后的出站报告、在研成果

◆出版范围：中文国内出版

5.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博士后文库



6.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组织主体：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申报时间：每年11～12月

◆申报人资格：出版社（学者可通过出版社申报）

◆成稿要求：80%

◆资助额度：根据项目预算核拨

◆申报要点：对1911年以前文献资料成果整理与出版的支持

◆出版范围：中文国内出版

6.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资助国际出版项目

Part 2



中宣部
丝路书香工程项目（每年2-4月）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每年10月前后）

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每年8~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每年2~4月）

人文社科领域常见项目一览

创新工程学术著作翻译出版资助项目（每年7~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



1.丝路书香工程项目

◆组织主体：中宣部

◆申报时间：每年2～4月

◆申报人资格：出版社（学者可通过出版社申报）

◆成稿要求：中文原著

◆翻译费资助额度：翻译费800～1000元/千字

◆申报要点：推动中国精品图书、汉语教材面向丝路国家的翻译与出版

◆出版范围：外文国际出版

1.丝路书香工程项目



2.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组织主体：国家新闻出版署

◆申报时间：每年2～4月

◆申报人资格：出版社（学者可通过出版社申报）

◆成稿要求：中文原著

◆翻译费资助额度：8万～12万/本

◆申报要点：鼓励和支持适合国外市场需求的外向型优秀图书选题的出版，有效推动中国图书“走

出去”

◆出版范围：外文国际出版

2.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3.创新工程学术著作翻译出版资助项目

◆组织主体：中国社会科学院

◆申报时间：每年7～8月

◆申报人资格：出版社（学者可通过出版社申报）

◆成稿要求：中文原著

◆翻译费资助额度：1000元/千字

◆申报要点：资助代表中国学术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学术前沿的学术精品，以外文

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

◆出版范围：外文国际出版

3.创新工程学术著作翻译出版资助项目



4.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组织主体：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申报时间：每年8～10月

◆申报人资格：出版社（学者可通过出版社申报）

◆成稿要求：中文原著和外文全稿

◆翻译费资助额度：图书为15万～50万元/种，期刊为40万～60万元/种

◆申报要点：主要资助研究马克思主义 ，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研究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

化、法律、社会等各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研究人类共同关注话题、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的优秀成果。以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等5种为主，德文、日文、韩文

等文版侧重于资助中外学界共同认可的名家经典，其他文版主要侧重于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与地区。

◆出版范围：外文国际出版

4.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5.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组织主体：中宣部

◆申报时间：每年10月前后

◆申报人资格：出版社（学者可通过出版社申报）

◆成稿要求：中文原著

◆翻译费资助额度：800～1000元/千字

◆申报要点：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变化，有助于国外读者了解中国

、传播中华文化的作品；反映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的著作；介绍中国传统文化

、文学、艺术等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作品

◆出版范围：外文国际出版

5.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图书出版&论文发
表

Part 3



内

容

部

门

皮书出版分社

社会政法分社

群学出版分社

经济与管理分社

人文分社

历史学分社

史话编辑部

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国别区域分社

甲骨文工作室

内容系列组织架构

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传播学

经济、管理、财政金融、贸易

哲学、宗教、文学、历史、古籍

国际关系、国别问题、译著、马列

皮书系列、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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