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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华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权 威 信 息     创 造 价 值 

   ——道琼斯全球资讯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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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在线简介 

成立时间：2001年5月 

股    东：香港星岛新闻集团 

          中国经济信息网 

服务理念：专业化、个性化 

          立足国内、放眼国际 

          提供最具价值信息资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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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在线的战略联盟 

    星岛新闻集团 

    新华社 

    中国经济信息网 

    道琼斯通讯社 

    宏观经济研究院 

http://www.xinhuaonline.com/dow.htm
http://www.amr.gov.cn/


www.xinhuaonline.com 

超过72年办报历史、发行全球的中文报章——《星岛日报
》；英文财经报章《英文虎报》、《头条日报》、《快
线周报》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杂志：《超级睇楼王》
、《东周刊》、《东Touch》、《PCM 电脑广场》、
《JET》、《Caz Buyer 车买家》 
 
前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曾任星岛新闻集团董事长达八年 

    星岛新闻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出版与传媒为业务的企业。
业务亦包括人力资本管理，宽频
内容与服务等，出版多份收费与
免费报章、杂志、图书及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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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在线的服务已获得多家权威机构认可 

•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 中国证监会及其全国分支机构； 

• 中国保监会及其全国分支机构； 

•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中金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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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在线致力于为高校提供服务 

新华在线早在2002年初就开始调研高校市场 

2002年9月成立高校项目组，研发产品组合 

目前已经为近300所高校提供数据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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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领域中的主要客户 

 

 

综合类院校：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人民大学等 

 

财经类院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湖北经济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等 

 

理工类院校：武汉理工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等 

 

联采院校：北京市属、湖南省、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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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公司简介 
 

------新华在线是其大陆区独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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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Charles 

Dow先生、Edward 

Jones先生和Charles 

Bergstresser先生成
立了道琼斯公司。 

1889年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创刊 

1896年 创立了道琼斯工业指数
（DJIA） 

1897年 道琼斯新闻服务 

1902 Clarence Barron购买道琼斯
公司 

Accuracy Breadth Speed Integrity Flexibility Exclusivity Clarity Depth 

Global Reach 

Delivery Options 

News Services 

News Coverage 

Web Services 

Benefits 

Overview 

Organisation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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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区域的覆盖情况 

 保证全球经济信息24小时不间断报道，跨时区报道工作的顺利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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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生 
（新聞稿﹑新聞發佈會﹑ 

記者的消息來源等） 

 

市場快訊 後續 事件的進一步發展 

快速分析 最終分析 

從事件發生到轉送至讀者眼前 

標題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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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品牌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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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 

有广度 

透彻性 

深度性 

独家性 

灵活性 

公正性 

快速 

代理商 

机构经纪人 

投资研究人员(教师) 

公司财务人员 

资金经理人 

零售经纪人/电子商务经纪人 

销售人员 

商科学生 

为所有的财经专业人士提供服务 

Overview 

用户 

Global Reach 

Delivery Options 

News Services 

News Coverage 

Web Services 

Benefits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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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高等院校量身打造 

 

  ——道琼斯全球财经资讯.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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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IP锁定网上浏览的形式 
日更新量：1600条 
更新频率：实时更新 
检索范围：追溯道琼斯原文信息 
                  可检索刊物： 
                 亚洲华尔街日报、欧洲华尔街日报 
                    远东经济评论、巴伦周刊、财智月刊等 

全文格式：动态 HTML 
下载便捷：随时随地、无限量  
 

“道琼斯全球资讯教育平台” 
                               ------要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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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全球资讯.教育版栏目介绍 

特色专栏：华尔街日报系列精品专栏荟萃 

专题报道：财经大事信息整合 观点评述 

中国经济参考：经济报导、经济数据观察与评论、国内金融市场  

亚太财经:财经要闻、经济数据观察与评论 

美洲财经:财经要闻、经济数据观察与评论 

欧洲财经:财经要闻、经济数据观察与评论 

政治与经济：来自道琼斯通讯社、道琼斯纸媒体的社论文章、特约                

专栏，点击时事热点，分析政治中的经济、经济中的政治 

央行观察：美联储及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变化及取向 

行业聚焦：高科技行业 、能源行业 、金融业 、汽车业、医疗制造               

业及其他行业走向 

经营之道：国际大型公司经营管理、重组并购  

股票市场：全球股市、汇市、债市、商品、货币市场资讯 

外汇市场:  各地汇市  汇市评析  银行间汇率 

商品市场: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金属市场 

债券商场:   债券市场的实时资讯  深度分析评论 

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的实时新闻  分析及评论 

职场专版：公司用人之道、个人谋职就业、职场发展指导 

个人理财：《财智月刊》，提供国外个人理财的最新理念  

生活方式：了解外国人的生活方式 

检索：分为全文检索、高级检索功，能强大而便捷 

订阅:为没有上网条件的用户提供电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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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1、新华在线介绍：我们能够为您提供什么 

2、UNI数据库介绍 

数据库的来源 

数据库的使用 

数据库的特点 

为什么使用“道琼斯财经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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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的特点 数据来源： 

美国道琼斯公司  

   publishes the world's 

most vital business 

and financial news 

and information  

国际化的视角      

 

权威性  

道琼斯财经资讯数据库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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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的特点 

权威性  

独家性  

道琼斯财经资讯数据库的特点 

  独家专访 

  独家报道 

  独家专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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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方式 

专业财经的视角 

深度的分析和评论 

 

UNI的特点 

权威性  

独家性  

专业性  

道琼斯财经资讯数据库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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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的特点 

权威性  

独家性  

专业性  

针对性  

道琼斯财经资讯数据库的特点 

 准确性  

 有广度  

 透彻性  

 深度性  

 独家性  

 灵活性  

 公正性  

快速   

代理商  

 机构经纪人  

 投资顾问  

 公司财务人员  

 资金经理人  

 经纪人  

 销售人员  

 商科学生  

UNI：专门为国内高等
院校量身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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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的特点 

权威性  

独家性  

专业性  

针对性  

互动性  

道琼斯财经资讯数据库的特点 

专题报道：按需生成 

经营之道：时时案例 

双语阅读：精选推荐 

专家资源：随时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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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市场推广 
   ------“英语竞赛”,激发学习兴趣 

 2005年9月第一届财经英语大赛 

全国100所高校,10510名同学参加, 有 80名同学获优秀奖，5名获精英奖 

2006年5月第二届财经英语大赛 

全国127所高校,24890名同学参加,有 86名同学获优秀奖，5名获精英奖 

2007年5月第三届财经英语大赛 

全国154所高校, 32105名同学参加,有 84名同学获优秀奖，5名获精英奖 

2008年5月第四届财经英语大赛 

全国146所高校,29891名同学参加,有 80名同学获优秀奖，5名获精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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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财经新加坡之旅 

颁奖 亚太区总裁培训 

80名同学通过初赛，获得道琼斯总裁签发获奖证书 

5名同学获得优秀奖，到道琼斯新加坡总部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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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财经新加坡之旅 

赠书 新加坡办公室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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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1、新华在线介绍：我们能够为您提供什么 

2、UNI数据库介绍 

数据库的来源 

数据库的特点 

数据库的使用 

为什么使用“道琼斯财经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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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的价值： 

“道琼斯全球资讯教育平台”的作用 
 

为书本的内容提供最鲜活的案例 

天然的专业财经英语教材 

权威的第三方客观立场 

权威资讯和评论，培养分析高度 

全方位立体式观点罗列，培养分析深度 

把握世界经济脉搏，获得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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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全球   服务社会 

—— 道琼斯财经资讯教育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