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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本次试用数据库产品简介 

皮书数据库（www.pishu.com.cn） 

皮书数据库（www.pishu.com.cn）以知名图书品牌“皮书系列”为基础，整

合发布分析解读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研究成果。内容资源以描述现状、分

析预测、评价评估为研究特色，覆盖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行业、中国区域、

中国文化传媒和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六大主题，收录图书、报告、图表、数据、

资讯、视频等类型资源。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高等院校等研究机构及其学

术资源，数据库完整记录中国发展变迁，深度解读中国发展经验，已成为全球

1300余家机构研究中国发展“绕不开”的专题数据库。 

 产品特色 

每个主题周期性连续出版 

独特的一手调研数据 

极强的资料馆藏价值 

国内核心专业学术数据库 

http://www.pish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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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领域 

覆盖全球 80余个国家，30个国际区域及国际组织，中国 28个省级行政区，

20 个区域经济体，20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00 多个行业，41 个一级学科，179

个二级学科，基本囊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国际问题等各个领域

和层面，能够满足经济学、社会学实证研究的资源需求。此外，针对研究者的特

殊需求，皮书数据库还提供专门的数据搜寻和定制服务。 

 资源体量 

图书 报告（论文） 图表 资讯 视频 数据 

9448本 17.7万篇 55.6万个 2973条 109个 2.3万个 

 

 产品架构 

六大基本子库 

中国社会发展数据库：全面整合国内外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成果，汇聚独家统

计数据、深度分析报告、权威专家解读和前沿热点资讯，提供一站式资源搜索和

数据分析与挖掘服务。 

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库：基于“皮书”系列中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资料构

建，为实时掌控经济运行态势、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洞察经济形势、进行经济决

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中国行业发展数据库：以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依据，跟踪分析相关行业

市场运行状况和政策导向，汇集前沿资讯，共享经验案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

指导。 

中国区域发展数据库：对中国特定区域内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深度分析和预

测，研究层级至县及县以下行政区，涉及城市、农村等不同维度，为区域发展研

究提供数据服务。 

中国文化传媒数据库：全面整合国内外有关中国文化发展的统计数据、深度

分析报告、专家解读和热点资讯。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数据库：立足“皮书系列”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相关学

术资源，为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全方位数据分析，为决策和形势研判提

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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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专题库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专题库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专题库 

房地产行业专题库 

中国应急管理专题库 

国际移民专题库 

互联网金融专题库 

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专题库 

新媒体前沿专题库 

中国国家安全专题库 

中国竞争力专题库 

……  

 定制子库  

通过学科、区域、行业、研究主题、现实热点等路径实现资源按需定制。  

 研创力量 

（1）中国社科院与地方社科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

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社科文献出版社作为中国社科院的直属

单位，社内学术成果研创力量 42%为中国及地方社科院（共 698 家），可充分运

用社科院在中国经济社会研究领域的地位，获取中国经济社会指数及数据资源、

指数及数据模型和指数智库报告等最新成果，建设权威、专业、可靠的内容资源

平台。 

（2）国内一流高等院校 

高等院校是中国智库的重要建设力量之一，社科文献出版社与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515家国内一流高校长期合作，整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指数及数据相关资源实力雄厚。 

（3）政府及其研究部门 

社科文献出版社与 249家地方政府及其下属研究部门密切交流合作，可有效

拓宽收集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前沿和一手指数及数据资源、信息的渠道。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sublibrary?ID=10780&SiteID=14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sublibrary?ID=10755&Site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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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及其他民间组织 

社科文献出版社与中国财务公司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医药商业协

会等 200 余家行业协会等社会及民间组织充分合作，对行业主题指数及数据资源、

资讯做深度挖掘，有力支持项目建设。 

 

第二部分：社科文献出版社其他数据库产品推介 

列国志数据库（www.lieguozhi.com） 

列国志数据库（www.lieguozhi.com）以“国别区域问题研究资讯平台”为

产品定位，在《列国志》丛书的基础上，多方面整合国别区域问题研究成果、档

案资料、统计数据、学术资讯，是一站式提供有关全球各国及国际区域翔实资料，

聚焦世界发展大势的专业数据库，曾获得“2014 年新闻出版业百强网站”“第六

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优秀品牌”“2015 全国新闻出版业网站系列优秀互联网+

创新项目”等多项荣誉。 

 资源体量 

截至 2018年 12月，数据库资源总量已达 14.8亿字，已收录图书 3200余本，

报告 80000 余篇，资讯 8800条，图片图表 75000 条，视频 15个，覆盖全球 172

个国家、9个国际区域、9个国际组织。 

 内容架构 

列国志数据库包括国家库、国际组织库、世界专题库和特色专题库 4大子库。 

国家库（已设 172 个子库）——已覆盖世界 172个国家，以国家为单位，整

合有关世界各国基本国情与发展现状的基础资料、研究成果和新闻资讯，计划囊

括世界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组织库（已设 9大子库）——以国际组织为单位，整合有关全球各国际

组织历史发展、机构运作、行动领域、国际影响等方面的基础资料、研究成果和

新闻资讯，已涵盖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9个国际

组织。 

世界专题库（下设 8大子库）——以专题的形式，整合世界政治、经济、社

会、历史等专业研究领域的学术资源及相关资讯。下设世界政治库、世界经济库、

http://192.168.0.113:90/sheet/Pauthor_detail1.aspx?MName=%e4%bd%9c%e8%80%85%e6%9f%a5%e8%af%a2&Author_code=1MajXcAUOTgfYmg0JCbVng==&mode=1
http://192.168.0.113:90/sheet/Pauthor_detail1.aspx?MName=%e4%bd%9c%e8%80%85%e6%9f%a5%e8%af%a2&Author_code=FMzsIMC2uGBBsAOuAgqYfQ==&mode=1
http://192.168.0.113:90/sheet/Pauthor_detail1.aspx?MName=%e4%bd%9c%e8%80%85%e6%9f%a5%e8%af%a2&Author_code=FMzsIMC2uGBBsAOuAgqYfQ==&mode=1
http://www.lieguoz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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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库、世界军事库、世界文化库、世界社会库、世界地理库、国际关系库

8大专题子库。 

特色专题库（已设 13大子库）——根据国际热点及学术研究前沿推出独具

特色的专题子库，当前已建设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金砖国家研究、拉美研究、

中亚研究、东北亚研究等 13大专题子库，并将根据全球发展趋势不断推出全新

特色专题库。 

 特色档案汇编 

提供国别区域问题研究所需的历史档案文献，目前已收录《苏联历史档案选

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满铁档案资料汇编》《满铁内密文书》

《满洲交通史稿》《近代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调查及窃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

查资料选译》等 7套珍稀历史文献。 

 产品优势与价值 

产品定位明确、符合需求——深耕国别区域研究领域，内容资源针对性强，

切合相关用户需求。 

作者队伍权威、内容专业——汇集全国一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

的学术成果，充分保障资源的学术性、专业性与权威性。 

资源覆盖全球、类型多样——资源已覆盖全球 172 个国家，并将于 2019 年

覆盖全球所有国家，提供研究专论、年度报告、统计图表、档案资料等多类型资

源。 

内容实时更新、一站提供——重视内容资源的快速更新，除研究报告等学术

资料外，还同时提供国别区域问题领域内的热点新闻、学界研究动态等实用资讯，

实现一站式、高效化的学术科研资源获取。 
 

一带一路数据库（www.ydylcn.com） 

“一带一路”数据库（http://www.ydylcn.com），是国内首个聚焦“一带

一路”倡议的专业学术数据库产品，以为“一带一路”智库研究、决策参考、投

资指南提供智力支撑为出发点，数据库全面覆盖 “一带一路”国别研究系列、

“一带一路”主题研究系列、“一带一路”年度报告系列等 3 大主题出版系列；

收录资源涉及“一带一路”与大国地缘战略、“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合作机制、

http://www.ydyl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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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等当前最热的 9大热点专题内容。 

 资源类型 

图书、报告、图表、资讯 

 资源体量 

*数据截至 2019年 1月 17日 

 产品架构 

“一带一路”数据库以学术成果、媒体资讯、统计数据等内容资源为基础，

下设资讯库、理论库、国家库、省域库、丝路专题库、指数库、史话库、专家库

共 8个类型的专题子库。 

资讯库：提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政策资讯、学术动态、投资信息等

公共资源，追踪热点领域，把握国家政策走向。 

理论库：提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公共信息及最新学术成果。根据当

前研究热点设置战略研究、实践探索、投资指南 3大子栏目。 

国家库：提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概况、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历史

信息。 

省域库：提供“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概况、经济、社会、文化及资源环境的

信息。 

丝路专题库：主要依托学术成果资源，下设交通篇、产业篇、金融篇、生态

篇、外交篇、文化篇六大主题。 

指数库：全面整理“一带一路”相关研究数据，旨在根据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纲领性文件，为研究人员及企业提供权威专业的经济、社会数据。 

史话库：全面汇集“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历史研究资源。 

专家库：全面整理学者资源，力图展示国内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学术分

布图。 

 产品特点 

1.更完备的“一带一路”基础资料库 

内容全面覆盖“一带一路”沿线 60余国及 30个国内相关省域，提供“一带

图书 报告（论文） 图表 资讯 

1933 本 40805篇 9.4万个 16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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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沿线各国国情概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政治环境、

外交、军事等基础信息资料。 

2.更权威的“一带一路”智库成果库 

集聚国内多家智库机构及高校的专家团队，紧跟相关学术热点和学界动态，

提供“一带一路”各层面、各领域、各行业的学术研究成果。 

3.更具指导性的“一带一路”投资指南库 

全面整合出版资源和政府机构公开资源，提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

环境分析、投资政策解读、投资风险评估等投资相关信息。 

 

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www.zltfieldwork.com） 

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乐天教授，基于收集整理的联民村村庄档案资

料和多次实地社会调查数据资料而全力打造的专业学术数据库，运用数字化技术

展现了一个中国普通村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清晰图景及发展变迁

情况。 

数据库从内容、时间、人物、组织、关键词五个维度串联和展示资源，包括

户籍人口、会计档案、生产数据、土地改革资料、家庭档案、口述历史、文献史

料、多媒体、研究成果九大子库。拥有 2 万多张档案扫描图片、100 多个影像资

料、930 多个音频资料、800 多个档案文字说明和数据图表。 

 五大维度 

内容维度：以九大子库作为主要展示维度，方便用户按照研究兴趣找到所需

资源； 

时间维度：以时间轴的方式，按时序、分时期展示，带领用户直达“历史现

场”； 

人物维度：以村落的主体——村民作为主要维度，方便用户了解村落变迁过

程中每个个体的生产生活情况； 

组织维度：以联民村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为主要维度，直观呈现联民村过去

半个多世纪的村落变迁； 

关键词维度：以人民公社、四清运动等历史事件或研究主题作为重点关键词，

展示相关档案资源、关联相关词汇进行检索。 

 

 

http://www.zltfieldwo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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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子库 

户籍人口 

收录 1400 多张档案图片。囊括了联民村所有 8 个小队的 400 多户家庭的家

庭谱系树；1960年代和 1980年代两个时期不同家庭成员和家庭状况的详细介绍，

多达 100 多万字；1954-1988年人口统计表，多达 1400多个原始表格；村民结

婚登记证、户口迁移证明书、立户申请书等证明文件。 

会计档案 

收录了人民公社时期联民大队完整的会计账簿，共 1100多张档案图片。从

社员分户账资料中可以看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联民大队农户真实的家庭

经济状况；联民大队连续 14年的财务公布表共计 105 个；村级和家庭收支账目

等原始图片多达上千张；供销合作社销售货品单、借款凭证、发票等会计凭证数

十张。 

生产数据 

囊括了联民村工农业生产完整资料，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联民大队的生产资

料，共 7400 多张档案图片。包括 12 个生产大队的农工业发展的统计数字；劳动

工分记录是全国目前惟一能看到的一份完整的劳动工分资料，详细记录了一个生

产队 1973-1975 年每一个农民、每一天详细的出工情况。 

土地改革资料 

收录了一份难得的全面反映解放初期农村土地改革情况的资料，共 240 多张

珍稀档案图片。包括土地改革前后联民村农民土地占有情况、土地改革时太平村

土地分配情况、没收地主财产情况以及财产分配的详细记录等。 

家庭档案 

包括村民日记、家庭账簿及其他档案资料，共 5300 多张档案图片。村民日

记涉及大队干部周生康和大队会计贾维清的工作笔记。其中，周生康工作笔记是

全国迄今惟一看到的一个大队主要负责干部一生的工作笔记，时间跨度为 1954

年至 1982 年，字数多达 140万字。家庭账簿主要收录了村民朱秋堂的家庭收支

账目，反映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每天现金收支情况，时间跨度为 1971-1983

年。 

口述历史 

主要收录了 2008-2010年所做的联民村村民访谈，音频 930 多个，内容包括

历史大事件、个人生活史、专题访谈。历史大事件内容主要围绕在联民村一带发

生的关于海宁解放、土改、人民公社、四清、文革等历史大事件展开；个人生活

史内容涉及村民个人故事、家庭故事、社会交往关系；专题访谈内容关于某一个

主题的专门访谈，如“信用社专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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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史料 

包括海宁史料、文艺资料和四清资料，档案图片多达 4100多张。海宁史料

主要收录了《海宁解放前后》《海宁县农村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历史简编（1958

年编）》等海宁历史文献；文艺资料主要收录了《海宁说唱》《革命文艺》等宣

传专刊；四清资料主要收录了四清和文革时期村干部的自我检查材料、村民的大

字报等历史资料。 

多媒体资料 

多媒体资料通过照片和视频的方式立体展现了联民村的人文地理，图片

1200多张，视频 100 多个，容量超过 120G。包括村容村貌和房屋建筑，村民的

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生活，以及婚丧嫁娶等民间习俗等。 

研究成果 

主要收录了张乐天教授的研究成果，包括其参与撰写的《告别理想——人民

公社制度研究》和《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两本书，以及相关学术论文

等。 

 资源类型 

 图片、图表、数据、音频、视频、图书、文章 

 

集刊数据库（www.jikan.com.cn） 

中国集刊网（集刊数据库）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门以学术集刊资源

为基础的专业数据库。全面整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已出版的所有集刊内容资源，

并依托中国集刊年会、中国集刊网全面整合集刊出版资源，建立集资讯、图书、

论文、图片、图表、视频为一体的专业学术资源的运营发布平台和知识服务智库

平台；搭建一个主编、学者、读者、编辑交流、协作、互通、共进的园地，建构

一个展示、推广、规范、促进集刊发展建设的学术基地，面向全球华人学者乃至

华语学术圈，传播和推广中国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 

中国集刊网（集刊数据库）于 2012 年 12 月上线。2016 年，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对中国集刊网（集刊数据库）进行了再次升级调整，此次升级在吸收国

际先进数字出版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完全支持互联网时代的数字传播。 

 集刊源流 

学术集刊，特指除期刊、报纸之外，近年来被国内学界和社会公众广泛接纳

的一类介乎期刊与图书之间的学术成果出版方式。形式上具有相对稳定统一的题

目，以分册形式按照年、半年、季度等周期定期出版，并有年、卷、期标识序号，

计划无限期出版并具有正式书号。内容上以某一专门领域为背景形成，具有连续

性、专业性、主题性，有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共同体。 

http://www.jik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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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资源 

中国集刊网（集刊数据库）共收录集刊、文集共 358 种，其中 CSSCI来源集

刊 32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所、研究室、学者主编的集刊约 62种。截至 2018

年底,951 本集刊、文集约 2万篇文章汇集于此，并将持续、快速增加。未来，

集刊数据库将整合社内外相关学术集刊资源，打造中国最大的学术集刊发布和交

流平台。 

 产品架构 

下设宗教哲学、经济管理、社会政法、文化传媒、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六大

专题子库，内容涵盖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

语言学、文学等多个学科。 

 研创团队 

集刊数据库收录的集刊作者大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他国内一流研究机

构和高等院校的权威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和观点代表了学术界最高水平的解读

与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数据库（www.jingjinjicn.com） 

为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为主线，围绕三地发展现状、规划发布、发展路径打造专题数据库。内容涉及区

域交通、产业升级、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人口规模、创新发展等核心主题，立

足学术研究热点策划城市群、承载力、协同发展等理论专题，追踪重磅政策推出

城市副中心、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等实际议题，同步汇集长三角、珠三角、长株

潭、粤港澳等城市群相关学术资源支持比较研究。 

 内容资源 

全面收录京津冀三地主题资源，涵盖图书、报告、数据、资讯等资源类型，

是汇集京津冀三地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发展数据、政策文件、前沿资讯的基础

资料库，也是整合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一线专家观点的学术成果库。 

 

 产品架构 

下设资讯库、热点聚焦、协同发展现状、协同发展布局、协同发展路径、专

题研究、他山之石、指数库、专家库九大子库。 

资讯库：实时推送三地协同发展领域动态时讯，整合领导人论述、专家观点

等前沿资讯，记录协同发展进程中的大事要闻。 

热点聚焦：关注协同发展热点事件，整合学术资源解读发展走向。 

http://www.jingjinji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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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现状：重点剖析三地现状，汇总相关学术研究资源、调研资料及数

据。 

协同发展布局：宏观展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整体布局，分析国家战略推进情况。 

协同发展路径：立足《纲要》集中探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

产业升级转移、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破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控制北京人口”

等核心问题。 

专题研究：关注城市群研究、承载力研究、协同创新研究、协同发展指数研

究等理论专题，追踪城市副中心、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等实际议题，根据三地发

展形势不断开发热点专题。 

他山之石：汇总长三角、珠三角、长株潭、粤港澳等国内城市群发展研究，

从城市群发展规律与特殊性方面入手，为三地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指数库：收录三地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展数据，开发关键数据形成数

据图解，深度解读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 

专家库：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祝尔娟、祝合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陈璐，

河北工业大学张贵等领域一线权威专家，聚焦前沿学术成果。 

 发展规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数据库将继续寻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

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及三地社科院系统深度合作，不断整合京津冀三地

研究相关优质学术资源，扩大产品体量。 

同时，数据库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道路上的新问题，不断研创特色专题，为

领域学者学术研究、政府机构制定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并深度开发数据资源，持

续推出图解作品，实现数据可视化。 

 

中国减贫数据库（www.jianpincn.com） 

中国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成功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

的减贫道路。然而，中国仍是一个贫困问题客观存在且较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

减贫工作任重道远。对减贫研究的全面开展，既有助于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重要抓手。 

为解决减贫研究成果零散、缺乏理论体系，资料和数据陈旧，以及政府决策

支持力量薄弱等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整

合国内外高端智库、政府机构及科研机构减贫研究成果，总结中国与世界减贫轨

迹与发展历程，策划推出面向全球的中国减贫研究数据库，打造权威专业的减贫

http://www.jianpincn.com/


12 
 

学术成果聚合、发布与知识服务平台。 

 

减贫与发展主题专业资源 

中国贫困地图 

学科研究趋势可视化展示 

贫困档案与学术成果并存 

 

覆盖领域 

作为减贫研究的学术成果库和基础资料库，所收录内容从减贫理论到减贫案

例，从贫困成因到减贫路径，从减贫档案到研究文献，从国内减贫研究到国外智

库观点，从最新研究成果到文献索引，从扶贫政策到减贫数据，涵盖减贫研究的

方方面面。目前，累计收录图书 1621 本，报告 3.52万篇，资讯 3万条，图片图

表 10万张，视频 316部，学术资源总字数达到 5.89亿字，全部资源实现动态更

新。 

 

资源类型 

图书报告（论文）图表资讯视频 

 

产品架构 

 三大子库 

学术研究库（下设 7个二级子库） 

集中展现中国减贫研究理论、减贫减贫工作路径、国外智库减贫研究、国际

减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及减贫文献资料索引等学术成果。 

二级子库：减贫理论、减贫路径、国外智库看减贫、国际减贫、减贫文献索

引、热点聚焦、精准脱贫考核评估 

政策资讯（下设 4 个二级子库） 

展示中国政府发布的减贫政策文件、开展的减贫工作会议、强调的减贫工作

重点以及专家学者对减贫工作的评论及观点。 

二级子库：政策文件、减贫资讯、减贫会议、专家观点 

减贫档案库（下设 850 个二级子库） 

详细梳理我国 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及 14

个连片特困区的基本情况、贫困概况、贫困成因、扶贫规划、减贫措施，收录国

内减贫案例、减贫数据和减贫有关组织机构信息等。 

二级子库: 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档案、14个连片特困区档案、

灾荒与扶贫、减贫案例、减贫数据、国内外减贫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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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版块 

 

中国贫困地图 

减贫文献索引 

国外智库看减贫 

热点聚焦 

…… 

 

 获得荣誉 

 

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www.tongxianghuicn.com） 

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 

1949 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学生以及文教界人士等约 120

万人到台湾并定居下来。赴台人员为了联络乡谊、互相济助，成立了 300余个同

乡会组织。同乡会组织多附有文献社，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出版刊物，借刊物

发行达到维系同乡感情、保存故乡文献、抒发思念故土感情、宣传会务等目的。

出版周期上多为季刊或年刊，也有月刊或双月刊，很多刊物截至今日仍在继续出

版，还出现了一些大陆来稿。 

这些文献包含赴台人员撰写的人物回忆、纪念文集、历史掌故、家乡礼俗、

艺文时评和学术论文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具有较高史料

价值和文献价值，也是两岸文化同根、一个中国的明证。 

 

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 

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将上述同乡会文献资源悉数收录，以省份为基本

单位建设子库，并从期刊、主题、人物、专题 4个维度，对同乡会文献资源进行

总体展示和分类展示。 

 内容资源 

共收录同乡会文献资源 100余种，10000多期，约 6 亿字。 

 18个省域子库 

湖北、陕西、福建、山东、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广西、东北、山西、

河北、贵州、河南、甘肃、江西、四川、云南子库。 

 四大板块 

期刊板块：以省份为基本单位展示台湾大陆同乡会期刊资源，支持按年份或

卷期查看。 

http://www.tongxianghui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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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板块：分为海峡形势、战争实录、两岸交流、学术专栏、文学艺术、故

土回忆、史料谱乘、人物春秋、经教卫文、文献动态 10 个主题。 

人物板块：分为文化名人、地方乡贤、军事将帅、革命先驱、抗战英烈、政

界千秋、商业巨擘、科技精英、杰出侨胞、国际友人、古代先贤 11个类型。 

专题板块：结合资源的学术价值、内容特色和规模情况，已策划“在台方志

资料专题”“海峡两岸交流专题”“辛亥革命史料专题”“抗战专题”，未来会

持续推出新的特色专题。 

 特色功能 

全文检索：精准快速全库和跨库检索，支持多控制条件下的全文匹配检索； 

关联阅读：人物与文章相互关联，提供链接相互查看； 

版式可调：横排版与竖排版两种阅读方式自由选择； 

繁简互检：搜索项支持繁简体转换，在线阅读支持繁简体切换； 

自动引用：复制内容后，系统自动生成带详细引文出处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