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由 Snowflake 交付的

标普全球数据 
 

 

 

 

 
 

 

 

 
 

 



 

 

强强联手：满足交付要求的数据 
我们见证了从打孔卡记录数据到大数据时代的演变。在此期间，我们始终坚守使命，为您提供最先

进的解决方案，满足您的业务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与 Snowflake 公司合作，通过云技术为

您提供精选数据。 

 

您需要利用大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发掘出更多的洞见，让您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占据优势。通

过 Snowflake 数据市场（Data Marketplace） 快速高效地获取数据，包括我们优质的传统数据。 

 

– 借助 Snowflake，您可以直接访问和查询标普全

球并选择第三方数据，从而免除数据本地部署流

程并显著提高您的工作效率。Snowflake 的数据

库架构将存储和计算分离，这使得查询更加高效

便捷；为您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时间。 

– 与传统的内部数据库或非 Snowflake 云解决方案

相比，Snowflake 可提供无限的并发性和无穷的

可扩展性。支持亚马逊云服务 (AWS)、微软云计算

服务 (AZURE) 和谷歌云的 Snowflake 可让您轻松

使用所选的云提供商。 

– 由于可从几乎任何地方进行云端访问，您无需管

理昂贵的数据仓库，大大简化您的数据和交付需

求。 

– Snowflake 支持 ANSI SQL，可让您在无需任何转

换的情况下从 Snowflake 数据市场直接查询数据

并支持大多数常见操作。 

 

凭借 Snowflake 渠道的标普全球数据，您可以： 

– 缩短获取洞见时间：更快地获取数据，以加速

分析并做出更及时的决策 

– 免除数据转换：无需在使用前提取和转换数

据，您可以减少与数据分析相关的时间、精力

和成本 

– 提高运营效率：随时随地可查询的数据使您能

够简化数据分析操作，以更快速度从数据中获

取价值 

– 简化工作流程：直接将数据集成到您现有的视

图和工作流程中，轻松访问 80 多家第三方供

应商，如 Tableau 和 Alteryx 等  



 

 

Snowflake 支持的数据集 
 

 

数据类型 数据集 覆盖范围 交付频率 覆盖历史 

财务 S&P Capital IQ 基础财务数据 全球 15 万多家公司，包括 95,000 多家活

跃和非活跃上市公司 

日内 1985 年 

财务 Compustat® 基础财务数据 全球 10 万多家公司 日内 1950 年 

财务 SNL基础财务数据 全球 17,500 多家现存和历史公司 每日 1990 年 

另类 SNL 银行监管数据 16,000 家运营公司和超过 45,000 家活跃

和历史实体 

每日 1990 年 

另类 SNL 房地产数据 全球 20 万房地产 每日 1995 年 

另类 SNL 银行网点数据 10 万金融资产 每日 2001 年 

另类 SNL 保险法定数据 100+ 组织、实体和州一级的财产和意外伤

害保险及人寿健康保险的法定财务数据 

每日 1996 年 

另类 机读数据 超过 10,600 家企业 近实时数据 2004 年 

另类 SCRIPTS Asia 会议文本记录

数据 

超过 700 家企业 日内 2018 年 

另类 文本分析数据 超过 10,600 家企业 每日 2008 年 

另类 机读申报文稿数据 3,5000 家活跃和非活跃公司 日内 2006 年 

另类 事件数据 超过 390 万次事件 日内 1992 年 

另类 Trucost 环境数据 99 个非重复国家/地区的 15,000 多家公司 每日 2002 年 

另类 标普全球 ESG 评分数据 7,500 家公司 每日 2013 年 

预估 S&P Capital IQ 盈利预估数据 全球 10,000 多家公司 近实时数据 1996 年 

交叉参考服务 企业实体识别码映射 超过 980 万家实体 每日 1950 年 

交叉参考服务 全球投资工具识别码映

射 

超过 5700 万款投资工具 日内 1968 年 

行业分类 GICS® Direct数据 超过 47000 种公司分类 

超过 61000 款全球证券 

每日 仅限现有和活跃

公司 

行业分类 GICS® 历史数据 超过 88,000 家企业 每日 1985 年 

股权 股权数据 超过 90,000 家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机构

投资公司、共同基金公司和内部人士/个人 

所有者 

每日 2004 年 

定性数据 重大事件 超过 20,000 个新闻源 每日 2001 年 

定性数据 高级管理人员 超过 320 万高管人士的数据 每日 1992 年 

定性数据 公司关系 超过 3,200 个公司关系 每日 2000 年 

定性数据 交易 约 200 万笔交易 每日 1950 年 

定性数据 业务关系 超过 520,000 家有业务关系的公司 每日 2004 年 

选股和风险模型 阿尔法因子库 全球覆盖超过 40,000 种证券 每日 1987 年 

 

访问 marketplace.spglobal.com 探索我们的所有数据集和更多内容。 

https://www.marketplace.spglobal.com/


 

 

关于标普全球市场财智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将金融和行业数据、研究和新闻整合到各类工具中，帮

助跟踪绩效、产生超额收益、确定投资理念、了解竞争和行业动态、执行

估值以及评估风险。 

 

 

关于 Snowflake 

成千上万的客户部署了 Snowflake 云数据平台，以便从其海量数据中获得

所有业务用户的洞见。Snowflake 为企业组织配备了单一集成平台，可提

供针对任何云服务构建的唯一数据仓库；对其整个数据网络进行即时、安

全和受监管的访问；以及支持许多其他类型数据工作负载的核心架构，例

如开发现代数据应用程序。 

联系我们 
 

美洲地区 

+1-877-863-1306 

 

欧洲、中东和非洲 

+44-(0)-20-7176-1234 

 

亚太地区 

+852-2533-3565 

 

 

 

 

 

 

 

 

 

 

 

 

 

 

 

 

 

 

 

 

 

 

 

 

 

 

 

 

 

 

 

 

 

 
截至 2020 年 9 月的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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