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办于1995年，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英文网
站，现已成为国家级综合性媒体网站和中国最具
影响力的英文门户网站，集新闻、资讯、服务、
舆情、社区、学习于一体，在七个网站集群下开
设包括美国子网、欧洲子网、亚太子网在内的30
多个子网站、300多个频道，日均页面访问量超
过3100万次，其中60%来自海外，以欧美的中高
端读者为主。

连接中国，连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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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确定为
国家重点新闻网站

发展历程

一、网站历史

中国日报电子版诞生，
它是中国第一家全国
性报纸电子版（远程
拨号专线服务）

中国日报网络版诞
生，全国性报纸上
网中国第一家

1994年5月

1995年12月

2000年



二、今天的中国日报网

网站日均访问量：

2000年（35万）

2002年（385万）

2008年（800万）

2009年（1000万）

2010年（2000万）

2012年（3100万）

境外访问量居国内各网站之首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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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日访问量：800,000

日均独立用户数：960,000

论坛注册用户数：500,000

日信息更新量：20000条

技术基础设施：

400台服务器（300台PC，30台Sun）
300兆访问带宽
香港镜像站点一个
全球CDN推送

发展历程



讲中国真实故事 报世界重大事件
依托强大的中国日报媒体资源，遵循及时、
准确、丰富、权威的编辑方针，英语新闻
为读者提供大量新闻资讯和深度报道，是
海内外读者赖以了解中国的窗口。网络电
视直播和多媒体音画集以直观生动的传播
形式服务读者。

下设栏目
Sub-sites:
中国China   经济中国BizChina
北京Metro Beijing  世界World   观点
Opinion   地方Regional   体育Sports
娱乐Entertainment    文化Culture   
生活life    论坛Forum  视频Video   
图片Photo   电子商务平台E-shop

两大版块 Two Major Sections

英文资讯网

丰富的内容



角度 深度 速度
汇聚环球风云变幻，展现各国别样风情。
带您第一时间领略环球精彩内容。
独家策划、深度采访、专家剖析，使您清
晰把握全球动态；特约顾问团、海内外专
家、知名评论人，为您权威解读新闻事件
的脉络。
我们读世界，网民读我们。中国日报网为

您打造中国人的国际视野平台。

下设栏目：
Sub-sites:
国际、评论、论坛、中国、军事、财经、图片
专题、娱乐、时尚、女人、房产、汽车、旅游
外交讲坛、环球对话、国际博览

两大版块 Two Major Sections

中文资讯网

丰富的内容



亚洲最大的英文论坛

中国日报网论坛是国内注册用户数量最多的综合性英文论
坛，它面向海外网民和广大英语学习爱好者，为网民提供
了一个交流和学习的空间。通过英文论坛网民可获取时
政、经济、生活、娱乐和英语学习等全方位资讯。是信息
共享、情感沟通的平台，是海外网民了解中国的窗口。

Special Services

特色频道

丰富的内容

英语点津频道

英语点津从听、说、读、写各方面入手，
依托于视听英语(看电影、听歌曲、听中国
日报)、新闻英语、专栏作家、新词新译和
翻译论坛等主要栏目，打造一个立体的英
语学习环境。学以致用，英语点津推出的
“四季翻译擂台赛”、“净脸行动”及
“翻译论坛”都是实践英语的大平台。



Special Services

特色频道

高端访谈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 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

外交讲坛

“聚焦全球时事，解读

中国外交”，外交讲坛
力求为公众揭开中国外
交的神秘面纱，成为普
通民众了解外交事务的
民间网络互动平台。

丰富的内容

2006年启动，内容涉
及中外民间交流以及
国际政要的访谈。是
国际政要就当前全球
焦点问题进行深度解
读的高品质论坛。



Other Multi-media Platform

其他多媒体平台

中国日报双语手机报
于2008年推出，是中国第一份中英文双语手机报，包括中国移动版、
中国电信音频版、中国联通照排版等多个版本。

中国日报双语听天下客户端
于2010年在中国移动手机软件平台推出，针对在华外国人、国内高端
读者、大中专学生等用户，提供原汁原味的双语精彩音频资讯。

中国日报电邮报
于2007年推出，每天直发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万名政商界和智库高
端人士。

丰富的内容

中国日报iPad、iPhone客户端

分别于2009年9月、2010年4月登陆全球最大的在线软件店—苹果App 
Store，在全球已有50余万用户。中国日报是中国第一家在苹果产品
平台上推出资讯服务的国家级平面媒体，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
报》《今日美国》和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在该平台上竞相争辉。

中国日报还拥有适用于Android、Blackberry、Symbian等移动平台的
客户端，并进入Kindle等主流电子阅读器平台。



Brand event of China Daily

品牌活动

由中国日报网于2006年创办的每年一届、
以环保为主题的国际性赛事，获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环保机
构与漫画机构的支持，得到了许多国家大
学生的积极响应。

世界大学生环保漫画〃插画大赛

丰富的内容



强大的资源

借助外力进入西方主流社会

路透社、法新社、FT.com、Infobank、Dowjones、亚洲新闻联盟、Last minutes news、
Informest、UMI、AIR



强大的资源

外籍驻华大使合作深度对话专题

美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巴西
墨西哥 欧盟 巴基斯坦



发挥优势推动地方外宣：

截止2012年1月，已建设完成近60个地方英文频道，覆盖全国23个省，
并且地方英文频道数量仍在增加中。

强大的资源



国内媒体全方位合作

与国内80多家纸媒合作

《南方都市报》、《半岛都市报》、《羊城晚报》、《解放日报》、

《现代快报》、《春城晚报》、《钱江晚报》、《现代快报》、《楚天金
报》...

强大的资源



国内媒体全方位合作

新浪、搜狐、网易、腾讯……

强大的资源



我们的读者

我们的读者遍布全球！

访问者国籍分布： 中国人 37%   外国人63%

访问者居住地：北美 41%  中国44% 欧洲6%  大洋洲2%  

港澳台2%  其他5%



我们的读者有决策力！

访问者学历状况 大学本科 32%  研究生61%  其他7%

访问者职业分布 商务人士26%  学生15%  IT 4%               
教师11%   官员8%  新闻3%  

我们的读者有购买力！

访问者月收入状况（USD）

<500 25%     500-999 10%  1000-2999 21%      
3000-6999  26%    >6999 18%

访问者职位分布 学生6%  职员38%  部门经理 22%                                                  
决策层23%   其他11%  

我们的读者



网络广告报价

 英文版

 中文版

 英语点津网

 分类广告  CPM报价  软文发布

 视频访谈

 文字链



广告形式 广告位置 尺寸 价格（万/天）

A 横幅 英文首页头区 435*50 8

B 图标 英文首页首屏 150*150 5

C 横幅 英文首页首屏 310*90 4

D 图标 英文首页第二屏 150*60 3

E 画中画 英文首页第二屏 310*250 5

F 图标 英文首页第三屏 150*150 2

G 横幅 英文首页第三屏 310*90 2

英文版首页

*A位置为全站英文页面通发

*广告图片格式：jpg、gif、swf，大小：<20k



英文版频道页

广告形式 广告位置 尺寸 价格(万/天）

A 横幅 英文频道首页头区 435*50 8

B 画中画 英文频道首页首屏 310*250 3

C 图标 英文频道首页第二屏 150*150 2

*A位置为全站英文页面通发

*广告图片格式：jpg、gif、swf，大小：<20k



英文版内容页

*A位置为全站英文页面通发

*广告图片格式：jpg、gif、swf，大小：<20k

广告形式 广告位置 尺寸 价格（万/天）

A 横幅 英文首页头区 435*50 8

B1 横幅 英文内容页首屏 600*80 5

B2 横幅 英文内容页首屏 600*80 4

C1、C2 画中画 英文内容页首屏 310*250 5

D 画中画 英文首页第二屏 310*250 4



中文版首页

广告形式 广告位置 尺寸 价格（万/天）

A 画中画 中文首页首屏 220*150 4

B 通栏 中文首页 960*100 3

*广告图片格式：jpg、gif、swf，大小：<20k



中文版频道页

广告形式 广告位置 尺寸 价格（万/天）

A 横幅 中文频道首页首屏 310*90 3

B 横幅 中文频道首页首屏 310*90 3

C 通栏 中文频道首页 960*100 4

D 横幅 中文频道首页 310*90 1.5

E 横幅 中文频道首页 310*90 1.5

*广告图片格式：jpg、gif、swf，大小：<20k



中文版内容页

广告形式 广告位置 尺寸 价格（万/天）

A 横幅 中文内容页首屏 630*90 4

B 画中画 中文内容页首屏 300*250 4

C 画中画 中文内容页首屏 300*250 4

*广告图片格式：jpg、gif、swf，大小：<20k



英语点津网首页

广告形式 广告位置 尺寸 价格（万/天）

A 横幅 英语点津首页首屏 287*70 3

B 横幅 英语点津首页首屏 680*80 1.5

*广告图片格式：jpg、gif、swf，大小：<20k



英语点津网频道页

广告形式 广告位置 尺寸 价格（万/天）

A 画中画 英语点津频道首屏 200*200 2

B 画中画 英语点津频道首屏 200*200 2

*广告图片格式：jpg、gif、swf，大小：<20k



英语点津网内容页

广告形式 广告位置 尺寸 价格（万/天）

A 横幅 英语点津内容首屏 630*90 3

B 画中画 英语点津内容首屏 200*200 3

C 画中画 英语点津内容页 200*200 1

*广告图片格式：jpg、gif、swf，大小：<20k



分类广告—酒店在线
位置尺寸 时间 单价 总价

A\C
264*100

13周
（3个月）

RMB1500/day RMB136500

26周
（6个月）

RMB1500/day RMB259350

39周
（9个月）

RMB1500/day RMB368550

52周（1年） RMB1500/day RMB464100

尺寸 时间 单价 总价

B\D
538*80 

13周
（3个月）

RMB2000/day RMB182000

26周
（6个月）

RMB2000/day RMB345800

39周
（9个月）

RMB2000/day RMB491400

52周（1年） RMB2000/day RMB618800



CPM报价、软文发布、视频访谈

英文首页＋频道首页 英文频道首页 中文首页＋频道首页 中文频道首页

10,000/篇 6,000/篇 8,000/篇 4,000/篇

软文发布价格 人民币（元）

视频访谈价格

专题页面＋视频
＋访谈实录+logo（双语）

专题页面＋视频
＋访谈实录+logo（单语）

仅单语种视频访谈
无专题页面

160,000 120,000 100,000

人民币
（元）

英文或中文内容页通发：RMB150/CPM

如需定向地域、时段、内容（频道），则加收20%定向费用



Lufthansa、Shanghai General Motors、IBM、TOTAL、阿里巴巴、BMW、HP、AMD、United 
Airlines、Siemens、OTIS、Motorola、TOYOTA、Oracle、ABB、Accenture……

我们的客户



期待与您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