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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メディアウェブサイト一覧 

 

 本資料は、世界の華語メディアのウェブサイトの基本情報とそのＵＲＬを掲載したもの

です。中国研究者の便宜に供するものとして、北海道大学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

究院付属東アジアメディア研究センターで作成しました。なお、本資料の制作は、以下の研

究プロジェクトの一環として行いました。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術振興会『課題設定による先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推進事情』（領

域開拓プログラム）「新たな華語情報環境のもとでの中国研究が示唆する次世代型地域研究」

（研究代表者：明治大学法学部教授・鈴木賢） 

 

 

 

华语媒体一览 

 

  本资料登载了关于世界华语媒体网站的基本信息和链接。由北海道大学传媒研究院附属东

亚媒体研究中心制作。目的是给研究中国的各位人士提供便利。 

  本资料的制作也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项目（研究代表：明治大学法学部教授・铃木贤）的

一环。 

 

 

 

亚洲 

 

阿联酋 

迪拜中华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迪拜中华网 阿联酋 综合 中 

网址：http://www.dibaichina.com/ 

主要栏目：论坛、新闻、商城、生活、社区、新帖、华文迪拜、如意金卡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阿联酋迪拜华人网，简称新迪拜华人网，创立于 1999 年。作为一家面对海外华人的门户社

区，迪拜华人网一直以服务广大中东华人及大中华地区有志于向中东发展的人士。迪拜华人

网赢得了迪拜华人圈的高度认可，已经发展成为迪拜华人交流互动、了解阿联酋各类信息的

主流网络社区，也是大陆商旅人士了解阿联酋乃至中东的首选窗口。网站 LOGO 背景为橙

黄色，代表浩瀚的沙漠，主体为有着“沙漠之舟”称号的骆驼，意为探索、承载和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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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整体形象寓意着一只坚忍不拔的骆驼，服务于大中华区和中东华人，传承千年商旅

道，延伸财富新思路。 

网站注册用户过 2 万，是迪拜华人社群中最受推崇的社区品牌；与中国驻迪拜总领馆合作开

设使领馆专区，成为官方信息的指定传播渠道； 

网站传播迪拜本土商讯，新鲜、及时、实用，贴近用户需要，成为商旅人士首选媒介；阿联

酋迪拜华人网是隶属于阿拉伯·亚洲商务卫视的全资品牌。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是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 

 

新迪拜门户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新迪拜 阿联酋 生活 中 

网址：http://www.xindubai.com/ 

主要栏目：资讯、社区、商城、视频、电话、直播、微博、微商、APP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的综合生活社区——新迪拜网（www.xindubai.com），以全阿联酋

年龄段之高覆盖率、二十四小时全天 候无障碍之自由交流，通过个人、兴趣小组、社区、

网上城市的概念，为阿联酋华人提供新鲜的资讯和沟通交流的平台。它从 现代人真正的网

络需求出发，为阿联酋华人提供最为关心的全方位资讯，鼓励和支持阿联酋华人各种兴趣爱

好，展示阿联酋华人 新鲜个性生活等，并提供个人及商业用户主动营销等服务 

新迪拜网的愿景——提升阿联酋华人生活幸福指数！新迪拜网将依托《迪拜各大报社，媒体，

网络平台》1+N 强大的媒体平台，利用 SNS、微博、团购等系列的互联网新技术和新产品，

提供最全面的阿联酋生活消费资讯，打造一站新迪拜网上生活社区，网站前期将重点打造新

闻、财经、美食、旅游、生活信息等特色频道。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是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 

 

菲律宾 

菲律宾商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菲律宾商报 菲律宾 新闻 中（简繁） 

网址：http://www.shangbao.com.ph/ 

主要栏目：菲国、华人、国际、经济、投资、中国、侨务、留学、旅游 



3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菲律宾商报是由菲律宾华侨共同出资合办的综合性报纸，主要设有菲国要闻、华人新闻、国

际时讯、时事评论等栏目，旨在促进菲国华人华侨积极参加菲国经济从建，是团结菲国华侨

的良好载体。菲律宾商报一贯以菲华社会利益为依归，紧跟世界潮流，在菲国华人华侨中颇

受欢迎。 

菲律宾商报是菲律宾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刊，创刊于 1919 年。菲律宾商报提供菲律宾华人

社会及国内外新闻及评论，为菲律宾较有权威性华文报刊。网站的内容板块有菲国、华人、

国际、经济、投资、中国、侨务、留学、旅游等。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韩国 

中央日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中央日报 韩国 综合 中文（简体·繁体）英·日·韩 

网址：http://chinese.joins.com/gb/ 

主要栏目：财经新闻、新闻中心、韩流·时尚、留学韩国、体育围棋、游在韩国、图片视频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中央媒体网络（JMnet）是代表韩国的一个综合传媒集团。它以报纸为主，并通过时事报道、

广播、网络等多样化媒体传达着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消息。中央广播方面，则设有以奉献非

虚构纪实性报道的 Q 频道，展现人类历史足迹的历史频道，以及带来最新高尔夫消息的 J 高

尔夫频道。因特网上 24 小时不间断的 joins.com 第一时间提供国内外新闻。《中央月刊》、

《经济学家》、《中央女性》、《CECI》等杂志则担负着提升各位读者的知识和品味之责。 

凭借准确的信息和正确的评论，中央日报在韩国是拥护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引导韩国社会

进步的报章。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中央日报 1965 年创刊以来一贯追求的目标。中央日报

1974 年在洛杉矶设立了美洲分部，使用“The Korea Daily”的名称发行美洲版报纸至今。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是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中央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 

其他：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韩国中央传媒集团、人民网 

 

朝鲜日报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朝鲜日报网 韩国 生活 中·英·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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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cnnews.chosun.com/ 

主要栏目：新闻、评论、韩星、消费时尚、韩范生活、医疗整形、趣味韩语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朝鲜日报》创刊于 1920 年 3 月 5 日，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朝

鲜日报》代表韩民族的心声并带头发起国民教育运动。韩国政府成立以后，在国家经济发展、

政治民主化、环保、信息化等领域积极发挥了主流媒体的作用。目前，《朝鲜日报》的日发

行量居韩国报社之首，社会影响力也最大。《朝鲜日报》是韩国政治界领导人、经济界人士、

知识分子以及中产阶级的必读报纸。 

《朝鲜日报》于 1995 年在韩国媒体中率先开通了网站(www.chosun.com)。《朝鲜日报》还面

向智能手机用户提供移动新闻服务。《朝鲜日报》2011 年成立综合电视频道“TV 朝鲜”，播

放新闻、电视剧、纪录片和娱乐节目等。朝鲜日报传媒集团已经成长为集报纸、杂志、网络、

移动、电视于一体的全方位媒体。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朝鲜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 

 

东亚日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东亚日报 韩国 综合 中（简繁）·英·日·韩 

网址：http://chinese.donga.com/gb/ 

主要栏目：新闻纵览、经济、社会、政治、国际、体育、社论、专栏、文化、娱乐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东亚日报》是由韩国的言论人金性洙、宋镇禹创刊于 1920 年 4 月 1 日。总部位于首尔特

别市锺路区。日发行量 2,068,647 份（韩国发行公信会统计，2003 年 10 月－12 月）。东亚日

报现与《中央日报》竞争发行量第 2 位。 

韩国《东亚日报》是韩国创刊最早的报纸之一，该报常规版面为每天 24 版，版式与日本报

纸风格接近，图文并茂，笔锋犀利，较多地反映了韩国在野人士和知识界的呼声。《东亚日

报》设立者与创刊人士们提倡“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主义”。这 3 大精神继承下

来《东亚日报》的核心价值。在韩国全境设有支社或支局，在日本、美国等地设有支社或普

及所。与《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并为“韩国三大报纸”。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东亚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韩国联合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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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韩国联合通讯社 韩国 新闻 中（简繁）·英·日·韩·西班牙·法·阿拉伯 

网址：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 

主要栏目：滚动、国际、国内、娱乐、图片、视频、专题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韩国联合通讯社，又译瀛海通讯社，简称韩联社、YNA，是韩国的官方通讯社，也是韩国最

大的通讯社。韩联社的总部在首尔，为韩国的报纸、广播、电视和其他媒体提供新闻。韩联

社建立于 1980 年 12 月 19 日，前身是原合同新闻社（Hapdong News Agency）和东方社（Orient 

Press）。韩联社与 65 家非朝鲜半岛的通讯社签订了新闻交换协定；2002 年与朝鲜中央通讯

社签订了新闻交换协定。韩联社在其网站上以朝鲜语、汉语、英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

伯语和法语提供免费获取的新闻摘要。韩联社与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路透社、德国新

闻社等西方主要通讯社和俄罗斯、东欧、中国、日本、中东地区的世界 78 家通讯社签订了

新闻交流合作协定。2002 年 12 月，韩联社还与朝鲜中央通讯社（KCNA）签订新闻交流合

作协定，为增进韩朝之间的理解做出了贡献。 

韩国联合通讯社简称韩联社，是韩国的官方通讯社，创建于 1981 年，发挥着韩国与世界间

的桥梁作用，通过“韩国的眼睛”将世界各地的现场消息迅速发回国内，同时还担负着将国

内新闻播发给海外的窗口作用。韩联社总部设在首尔，在全国 13 个地区设有分社，在北京、

华盛顿、巴黎、莫斯科、东京等全球 39 个主要地区派有 60 余名特派记者。韩联社全年 365

天 24 小时不间断地提供内容充实的新闻服务。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有 

韩联社：共同社、马新社，股市、汇率 

 

柬埔寨 

柬埔寨星洲日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柬埔寨星洲日报 柬埔寨 综合 中文（简体·繁体） 

网址：http://www.camsinchew.com/ 

主要栏目：新闻 | 专题 | 华社 爱心助学活动、旅游特刊、2013 財经和產业特辑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柬埔寨星洲日报》于 2000 年 11 月 8 日在首都金边市创刊，实现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业集

团跨出区域的决心和发扬服务东南亚华人的理想。 自创刊以来，《柬埔寨星洲日报》秉承服

务华人社区的精神，为柬埔寨华社提供快捷、客观和中立的新闻与评论。  

《柬埔寨星洲日报》是全柬第一份彩色中文日报，正逐步的将发行网扩大至全柬各省各大城



6 
 

市，内容主要有：国内外新闻、财经、体育、娱乐、保健、宗教、休闲、生活、旅游和科技

新知。《柬埔寨星洲日报》也积极参与当地的华教工作，首开先例，成立了学生记者队，鼓

励华校学生创作，也为学生记者们提供采访方面的培训，培养新闻业人材。为柬埔寨销路最

广的中文报。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柬埔寨星洲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华商日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华商日报 柬埔寨 综合 中文（简体·繁体） 

网址：http://www.jpzhs.com/portal.php 

主要栏目：新闻、华校园地、法律法规、华商微信平台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柬埔寨《华商日报》创刊于 1993 年 12 月 17 日，是柬埔寨经历了 20 多年战乱后的第一家华

文日报。创办人方侨生先生办报的宗旨是：“发扬华人文化，促进工商交流”，“全心全意为

华社服务”，为柬埔寨 50 万华人服务。 

《华商日报》不但成为本地唯一坚持下来的华文报，而且成为本地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日

发行量约为 1 万份左右。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是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华商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有 

 

金边晚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金边晚报 柬埔寨 新闻 中文（简体·繁体） 

网址：http://www.jinbianwanbao.com/ 

主要栏目：网站首页| 时政要闻| 综合新闻| 旅游天地| 编读往来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金边传媒网（www.jinbianwanbao.com）是由柬埔寨中国商会主办、金边晚报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的柬埔寨中文新闻网站。金边传媒网和金边晚报是金边晚报传媒有限公司旗下两大中文媒

体。 

金边传媒网目前开设有新闻、文化、教育、体育、财经、旅游、健康、图片等频道，10 多个

一级栏目，数十个二级子栏目。金边传媒网的职责是：充分运用互联网传媒手段和《金边晚

报》新闻资源，以其权威、全面、快捷、亲切的特点，介绍柬埔寨在政治、经济、文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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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方面情况，为世界了解柬埔寨、特别是中国企业了解柬埔寨铺设一条高速、快捷的信息

通道。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是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金边晚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柬华日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柬华日报 柬埔寨 综合 中文（简体·繁体） 

网址：http://www.jianhuadaily.com/ 

主要栏目：首页新闻、专辑、图片中心、华社团体、电子刊物、资料库、网址导航、联系我

们、招聘、报纸广告价格表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2000 年 8 月柬埔寨华侨华人理事会总会机关报《柬华日报》正式创刊发行。创办前柬埔寨

已有 3 家华文报纸是《华商日报》、《新时代日报》和《大众日报》。 

该报的办报纲领是：推动柬华社团之间、华侨华人与当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合作，和睦共

处；帮助华胞掌握和遵守柬埔寨王国的一切法令；弘扬中华文化；坚持客观公正，庄重稳健，

认真负责的立场；关注华文教育动态，推动华文与柬文双语教学。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星级）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柬华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有 

马来西亚 

星洲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星洲网 马来西亚 综合 繁体中文 

网址：http://www.sinchew.com.my/ 

主要栏目：新闻地方 | 观点 | 财经 | 娱乐 | 体育 | 影音 | 活动 | 分类 | 生活志 | 文库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星洲日报创刊于 1929 年，经历过英国殖民地时代、抗日时期、独立运动，直至建国之后的

今天。每天有超过 140 万的马来西亚人阅读《星洲日报》，使《星洲日报》不仅成为东南亚

发行量最高的华文报章，也是中港台以外最大的华文日报。2004 年 10 月，《星洲日报》连

同《光明日报》、《亚洲眼》、《星洲网站》及其它 3 份教育周刊《学海》、《星星》及《小星星》

正式组成星洲媒体集团，并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主要交易板上市。 

星洲互动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4 月 21 日成立，随后配合世界华文媒体集团成立，于 2009 年

8 月 1 日与南洋在线有限公司合并成世华多媒体有限公司 。星洲网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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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集团─星洲媒体的主要新闻门户网站，合作伙伴遍布亚洲（东南亚和中港台）与北美洲

各地。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星洲日报，光明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光明日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光明日报 马来西亚 综合 中文（简体与繁体） 

网址：http://www.guangming.com.my/ 

主要栏目：即时、要闻、娱乐、体育、专题、评论、专栏、地方、良医、副刊、温情救济、

吃东西、商讯、分类广告、北马新闻、羊年年刊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光明日报》创刊于 1987 年 12 月 18 日。1986 年，在马来半岛北部发行的《星槟日报》因

财务危机被迫停刊。一群新闻工作者和热心华商，怀着继承《星槟日报》为半岛北部华人社

区提供服务的理想创办了《光明日报》。 1992 年 11 月，张晓卿收购了《光明日报》，从此

《光明日报》和《星洲日报》联手合作，为各阶层华人服务。1994 年，《光明日报》开始在

吉隆坡印刷出版不同的版本，从地方报蜕变为全国性报章。 

走彩色化、图像化、杂志化路线的《光明日报》，成为北部社区首屈一指的华文报。光明日

报以为老百姓说话为办报宗旨，并注重社会服务。光明日报秉持提供最新信息的目标，继续

探讨新的概念、方向和策略。它设立了网站，重要新闻和专题文章即日上网。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光明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 

 

国际时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国际时报 马来西亚 新闻 中文 

网址：http://www.intimes.com.my/ 

主要栏目：新闻、副刊、大声公、评论、生活的事、集团动态、特稿选辑、风下副刊、今日

主角、查询旧档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国际时报》是马来西亚砂拉越的地方性中文报章，也是当地第一份网上中文报章。为当地

黄文彬集团旗下报章。此报章与“砂拉越晚报”为姐妹报。社长为黄国忠先生。《国际时报》

创立于 1966 年，报庆落于每年的 10 月 1 日，同中国国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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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时报》已经发展成为属下拥有五间公司的《黄文彬报业机构》 ，并开创了砂拉越华

文报采用电子出版系统的先河，率先等上互联网。《国际时报》的新闻路线是据实报导、反

对暴力和色情、不哗众取宠、不随波逐流。《国际时报》的内容注重社会、文化、知识和历

史。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星级评价） 否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国际时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其他：日历、天气、查询旧版、订阅 

 

中国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中国报 马来西亚 综合 中文（简体·繁体） 

网址：http://www.chinapress.com.my/ 

主要栏目：官方、社会、地方、国际、财经、娱乐、体育、波王、评论、图辑、副刊、专题、

开卷小栈、5 心车队、征聘、市场脉搏、分类广场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中国报（Chinapress Sdn Bhd）是马来西亚中文报章之一，总部位于吉隆坡孟沙。公司成立于

1946 年 2 月 1 日，由前财政部部长敦李孝式为首的筹组委员会，发起创刊。《中国报》今成

为马来西亚第二大的华文日报，更在国家的行政中心吉隆坡、八打灵再也地区，高居所有华

文报的榜首。《中国报》的彩色呈献，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国内其他华文日报群起倣效，

纷纷以彩色印刷。 

因为《中国报》图文并茂的报导，常令读者有人在现场的感觉。《中国报》不论特派员到当

地作实地观察或通过先进系统远地追访，都务求做到最正确、最真实的全力出击。而国内外

著名人物接受《中国报》专访者，更多不胜举。2000 年 4 月 16 日，《中国报》正式推出电

子报网站。2004 年，《中国报》电子报网站在大马 10 大网站排行榜中，荣膺最受欢迎的中

文电子报。2004 年 11 月 19 日，《中国报》与当地电视台 Channel 9 合作，制作《新视界》

电视杂志。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中国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有 

 

南洋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南洋网 马来西亚 财经 中文 

网址：http://nanyang.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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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栏目：财经、股市、全国、国际、地方、言论、体育、副刊、娱乐、特辑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南洋商报》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之一，提供国内、国际、经济、娱乐、体育

等新闻以及其他综合信息，《南洋商报》由新加坡殷商陈嘉庚于 1923 年 9 月 6 日在新加坡创

刊，1962 年 8 月起该报马来亚版在吉隆坡编印，1965 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家，南洋商报

亦一分为二。1983 年新加坡《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 

2006 年 10 月 06 日《南洋商报》改版，以崭新面貌面对读者，面对市场，它采用的“双封

面头版”，在马来西亚报界开创了先河。彻底革新的《南洋商报》以“透彻、在线、互动”

为主旨：透彻是指无论是社会、政治、财经、教育、体育或娱乐新闻与专题，都要做到深入

透彻的采访和报道；在线是指《南洋商报》要与该报网站“南洋在线”以及短讯新闻密切配

合，网络与报纸既相互竞争，又相辅相成；互动是指该报将举办各种活动，加强与读者的交

流和对话，多倾听读者的心声。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南洋商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有 

其他：股市行情、商展日程 

 

联合日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联合日报 马来西亚 综合 中文 

网址：http://www.eunited.com.my/ 

主要栏目：今日总览、新闻、言论、财经、体育、娱乐、副刊、本报活动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联合日报是东马的一分中文报纸，前身是美里日报和中华日报，两报于 2004 年 1 月 1 日合

并，目前仅在砂拉越与汶莱发行。其特色是着重在砂拉越西部地区古晋、三马拉汉、斯里阿

曼等地的地方新闻。为东马北砂与文莱国最大华文报。 

《联合日报》全面采用计算机化操作，与世界先进中文报业同步迈进。内容除了地方消息的

报道之外，也集东西马、国际、体育、财经、娱乐副刊等于一体。1997 年 11 月 15 日，该报

连同诗巫的《马来西亚日报》、沙巴的《亚洲时报》，与西马的《南洋商报》签署历史件的协

议，开创大马中文报业新闻合作交流的先河。上述报业集团携手合作，通过亘联网亘相支持，

开启新闻交流、信息合作的新页，自此推出“南洋精编版”，集东西马、国际、体育、财经

等新闻于一体。2004 年 8 月 7 日，该报与香港《文汇报》签署合作协议，后者每日制作专

版报道中国、香港、台湾、及至世界各国的动态。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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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联合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有 

 

诗华资讯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诗华资讯 马来西亚 综合 中文 

网址：http://www.news.seehua.com/ 

主要栏目：砂拉越、沙巴、西马、汶莱、国际、体育、娱乐、科技、健康、新奇、财经、评

论、综合、微影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诗华日报》，1952 年创刊，东马第一大报。诗华报业为马来西亚商业巨擘启德行集团 10 大

业务的其中一个领域。马来西亚因地理因素，分为东马，西马，诗华报业在东马 5 大城市古

晋、诗巫、美里、亚庇及拿笃各设有印刷厂，同步发行，占尽领先优势，员工千余人，销售

网遍布东马各大小城镇以及汶莱，为销量最广报纸。其中《诗华日报》及《东方日报》为大

马国内全年无休，天天出版之中文报。 

《诗华日报》，马来西亚的一家历史较久的华文综合性报纸，现在每日发行 12 大张共 48 版，

涵盖政治、经济、论坛、体育、影视、副刊等，总社设在诗巫，在斗湖、美里、古晋、亚庇

有分社，是东马较具影响力的华文报纸。根据马来西亚 ABC（马来西亚刊物稽查局）统计，

每日报份净销量为东马之冠。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诗华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有 

其他：股市行情、新闻存档 

 

当今大马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当今大马 马来西亚 新闻 英·马来·中·淡米尔文 

网址：http://www.malaysiakini.com/cn 

主要栏目：编辑推荐、最新要闻、专栏评论、KiniTV、当今财经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当今大马》网站 1999 年 11 月上线，在 2005 年 7 月推出中文版，随着淡米尔文版在 2008

年 2 下旬启动后，它已经蜕变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家英文、马来文、中文和淡米尔文四语兼容

的独立网络媒体。 

《当今大马》是马来西亚著名的网络媒体，深度报导有影响力的新闻和论点，并荣获多项国

际新闻自由奖项，它已经成为马来西亚主要的独立新闻来源。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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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订阅 是 有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有 

 

东方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东方网 马来西亚 综合 中文 

网址：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 

主要栏目：国内、财经、社会、地方、国际、体育、娱乐、专题、评论、生活、趣闻、图辑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眼中，《东方日报》是一份敢报导真相、独立、中立的中文日报；让公

众看到新闻事件真相，真正的人民喉舌。 《东方日报》创刊于 2002 年 9 月 29 日，总社坐

落在首都吉隆坡，定位为中上阶层的优质报纸，重视传达知识、带动社会进步。凭着敢开新

风的精神，《东方日报》在 2007 年 7 月 1 日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家以小开版（compact-size）

出版的中文日报。 

这份报纸除了深度新闻报导与评论无畏无私，同时讲究图、文编排，内容易读、易懂。其他

丰富内容还包括财经、国际、体育消息，以及生活资讯方面的娱乐与时尚动态等。《东方日

报》进一步开拓了电子新闻空间，新产品例如手机短讯新闻、整版电子报和《东方网》，都

是跨越时空，扩展了《东方日报》与全球各地读者的接触层面。 《东方日报》也积极涉足

文化、教育与工商方面的社会活动，并在创意广告与行销策略的配合之下，创造了各界重视

的品牌。《东方日报》已深入群众，广为知识份子及工商界所推崇。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有（东方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有 

 

缅甸 

缅华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缅华网 缅甸 综合 中文 

网址：http://www.mhwmm.com/Ch/ 

主要栏目：综合资讯、缅甸要闻、师生园地、历史回眸、华文教育、缅华文苑、散文诗集、

医药保健、饮食烹调、生活常识、智语共享、民俗旅游、缅华图集、缅华企业、缅华侨团、

趣味科学、美术摄影、论文法律、同侨专栏、缅华论坛、我们的故事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缅华互助会于 2007 年 8 月迎来成立 60 周年华诞。并以此为契机，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方

式服务缅华社会。同年 11 月 11 目，缅华第一个华文网站——《缅华网》正式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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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真实反映缅华新动向，服务缅华社会，加强与世界各地缅甸同侨联系，增进友谊，促

进缅中友好关系。用现代化科技，把缅华社会和世界各地华人社会零距离联系起来，让世界

各地缅华同侨能及时地了解到缅华社会最新动态，使缅华社会和世界各地华人社会息息相

连。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有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日本 

日本新华侨报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日本新华侨报网 日本 新闻 中文·日文 

网址：http://www.jnocnews.jp/ 

主要栏目：日本新闻、日本华人新闻、赴日旅游、在日购房 

更新频率：每天更新 

《日本新华侨报》创办于 1999 年新春，报纸坚持以中日关系为中心，以服务华人华侨为重

点的方针，致力解读中日关系最新趋向，热诚报道华人社会热点问题。 

《日本新华侨报》不仅在日本的华人社会中拥有可观的读者群，更因其内容时常为中国大

陆、港澳台、东南亚诸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异域华文媒体转载而影响日益扩大，

《日本新华侨报》已经成为一份被国内门户网站转载率最高的海外华文媒体。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新华侨报电子版）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 

其他功能：创业就业平台，知日作家平台，蒋丰专栏，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文导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中文导报 日本 新闻·旅游 中文 

网址：http://www.chubun.com/ 

主要栏目：导报、新闻、专题、图片、搜索、华人圈 

更新频率：每天更新 

《中文导报》是服务于日本华人及全球华人的中文媒体，是在日华人社会中受推崇的媒体品

牌。 

中文导报网设立以来依托中文导报的综合优势，从小到大、从弱到强。2006 年 10 月中文导

报网再次改版，内容集新闻信息、服务信息与电子商务为一体。中文导报网从单一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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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多方位拓展，又取得跨越式发展。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中文导报电子版）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 

其他功能：投票 

 

中日新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中日新报 日本 综合 中文·日文 

网址：http://www.chu-nichishinpou.com/ 

主要栏目：第一现场、滚动新闻、本报独家、世界传媒、中日视频、中日名流、华人世界、

赴日留学、留学风采、远芳文学网、关西外语学校 

更新频率：每周更新 

《中日新报》(周刊)1992 年 4 月 12 日创刊，发行量 18 万份，为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

一，每周一出版发行。创刊宗旨: 为中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牵线搭桥。主要对象：进出

中国的日系企业、日本经团连、商工会议所、日中友协、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日华人、华

侨、留学人员以及全日本 50 多所设立孔子学院的大学以及近 20 万学习中文的日本人大学

生。 

报道宗旨: 公正、客观、迅速、高格调。《中日新报》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方针，积极支

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政策。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是 否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中日新报电子版）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手机版） 

 

日本新闻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日本新闻网 日本 综合 中文 

网址：http://www.ribenxinwen.com/ 

主要栏目：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娱乐、旅游、中国报道、对中投资、日本风情、亚洲

通讯社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亚洲通讯社主办。亚洲通讯社是一家传播日本与中国经济信息为主的传媒，亚洲通讯社为日

本、中国、新加坡和港台地区的 20 多家媒体提供新闻稿。主办有日本唯一的一份日文版的

中国产业经济信息情报专门报纸——“中国经济新闻”，《中国经济新闻》是亚洲通讯社在日

本发行的日文报纸，创办于 2001 年，是目前日本唯一的一份专业报道中国经济的专业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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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闻》的读者中日本企业占 80%，其余的为日本政府机关，经济研究机构、大学

等。 

日本新闻网是亚洲通讯社主办的一个中文新闻网站，专业报道日本最新的消息。该网站最初

创办于 2000 年，后受 IT 泡沫经济的冲击而停办。2008 年 10 月，日本新闻网恢复重建，秉

承“公正、中立”的报道原则，向全球华人报道日本每天发生的重要新闻。日本新闻网以成

为日本社会对华宣传窗口为己任，同时也希望成为中国人了解日本社会的重要信息渠道。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是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朝日新闻中文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朝日新闻中文网 日本 综合 日韩中（繁简）英 

网址：http://asahichinese.com/ 

主要栏目：旅游、CoolJapan、社会、政治、中国・港澳台、经济·科技、观点、国际、专集

・连载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朝日新闻》是日本的全国性报纸之一，由朝日新闻社发行。1879 年 1 月 25 日在大阪创刊，

创办人是木村滕、村山龙平。草创时期为插图小报，以“不偏不党”为办报方针。1930 年前

后，与《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在东京形成三报第一次鼎立竞争的局面。1940 年 9 月 1 日

在各地出版的报纸统一名称为《朝日新闻》。2008 年，每日日报发行量超过 770 万份，为日

本国内日报发行量第二名（第一名为《读卖新闻》）。 

读者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一向被称为“高雅而不俗”的报纸。一向强调时效，不断应用新

技术、新设备。在内容方面，除了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以外，《朝日新闻》还关注一系列人

类在要面临的问题。朝日新闻中文网是日本朝日新闻社于 2012 年 4 月开设的中文版新闻网

站。本站将随时刊载每日于日本国内发行的《朝日新闻》、朝日新闻官方网站以及应用程序

“朝日新闻 DIGITAL”内新闻报道的中译版本。此外，由朝日新闻社发行的中文电子杂志

《新鲜日本》内的报道也将在当期杂志发行后随时刊载于本站。本网站由朝日新闻国际编辑

部负责运营。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是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朝日新闻，新鲜日本）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 

 

日经中文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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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中文网 日本 综合 日中（繁简）英 

网址：http://cn.nikkei.com/ 

主要栏目：日经精选、中国、政经观察、产业聚焦、新产品、穿梭日本、专栏/观点、职场/

深造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日本经济新闻》自 1876 年以《中外物价新报》的名称创刊以来，秉承独立自主的精神，

发展成为以经济报道为中心的新闻机构。在“公平公正”的报道方针下，《日本经济新闻》始

终保持冷静、客观的报道，尊重民主主义，重视市场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日经中文网》是《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中文新闻网站，旨在向中国和中华圈的商业管

理人员、企业决策者提供全球、日本以及中国的重要财经新闻及深度分析。在中国和日本经

济一体化进程加深的背景下，《日经中文网》还将积极介绍日本企业在中国的业务发展，以

及活跃在日本和世界舞台上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务人士的活动。还面向关注当今日本的年轻读

者和学习日语的商务人士、学生，介绍日本最新流行趋势、新产品以及被称作亚文化领域的

“Cool Japan（酷日本）”信息。网站提供的信息除《日本经济新闻》、《日经产业新闻》、《MJ

（日经流通新闻）》等日经集团媒体的精华外，还有专为中文读者的原创信息与分析。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否（投票）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日本经济新闻）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 

 

共同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共同网 日本 综合 日韩中（繁简）英 

网址：http://china.kyodonews.jp/ 

主要栏目：全球纵横、日中关系、日本政治、金融财经、科技环保、社会生活、文体娱乐、

经济短讯、其他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共同通讯社（以下简称共同社）是代表日本的国际性通讯社。共同社独立于政府，致力于为

社会服务。担负着传媒中枢重任的共同社以"促进世界和平、确保民主、实现人类幸福"为原

则，从 1945 年建社以来，积极开展着各项新闻报道活动。共同社还将日本国内的最新动态

提供给世界上其他新闻机构，同时将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新闻通过网络联机系统提供给日

本全国各报社、NHK 等的新闻机构。 

共同社作为"立足于亚洲的国际通讯社"，在原有的日语和英语服务基础上，于 2001 年设立

了日本媒体中唯一一家综合性中文新闻网站"共同网"，并在建社 60 周年之际的 2005 年正式

成立了中文新闻部门，扩大了中文信息服务。共同网在向媒体和机构提供会员增值服务的同

时，也将部分新闻向广大读者公开，以期增进华人读者对日本社会的了解。中文信息服务以

报道日本国内新动向、中日关系新进展和亚洲局势新热点为主要内容，提供共同社快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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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新闻及资深记者撰写的时事评析，为广大媒体和个人读者第一时间提供最新资讯。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是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其他：新闻订制、热门排行、日中对译、日程预告、首相一天、市场行情、天气、新品上市 

 

现代中国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现代中国网 日本 综合 中文 

网址：http://www.xiandaichina.com.cn/ 

主要栏目：图片新闻、新闻头条、国内快讯、日本产经、视频直击、活动关注、本报时评、

使馆消息、签证法务、电子报纸、日本代购、地产资讯、地产投资、商机案例、旅游日本、

留学日本、高谈阔论、中新特稿、发布供求、华企风采、企业联盟、官方微博、官方脸谱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现代中国报》创办于 2010 年 10 月，报纸坚持以中日新闻，娱乐生活为中心，汇集日中及

全球资讯，为读者及时了解天下时事，丰富娱乐生活建造平台。每期推出日本旅游特辑是本

报特色之一，重在使在日华人更加了解日本社会及生活信息。 

现代中国网是依托《现代中国报》强大信息资源的中文综合门户网站，被誉为最大的在日华

人生活信息网站。它的内容包括了日本特辑、本报报道、侨团信息、日本生活、时事聚焦、

日本前沿等六大版块。现代中国网坚持“中正持平”的立场和角度，立足“华人的角度”，

力求客观、真实、深刻地报道新闻、还原事实真相。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否 否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有（现代中国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有 

 

NHK 环球中文广播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NHK 环球中文广播网 日本 新闻 日韩中（繁简）英 

网址：https://www3.nhk.or.jp/nhkworld/zh/ 

主要栏目：新闻、视频节目、广播和播客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NHK 是日本唯一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其广播节目开播于 1925 年。为了在不被政府和民间

团体的意志所左右的情况下进行公正的广播，并为最优先考虑听众和观众的意见，NHK 以

拥有电视机的各户家庭所负担的收视费为财源。NHK 环球广播网是 NHK 的对外广播电视

服务，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向世界提供新闻和各种信息。18 种语言均设有网站，提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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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和各种节目。网站内容包括视频新闻、音频新闻、新闻文字稿、手机新闻网页、日语讲座

等各类服务（各语言网站内容有所不同） 

NHK 环球广播网的目的：迅速准确地向世界各国人士播报日本国内外新闻；充分发挥 NHK

设在世界各地记者站的优势，从不同角度介绍亚洲和世界；在发生重大事件、事故、自然灾

害时，发挥生命线的作用；迅速准确地介绍日本的生活和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动向、科学和

产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日本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为日本与世界各国加深相互理

解和友好交流做出贡献。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否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NHK）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手机） 

 

 

 

泰国 

泰国风杂志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泰国风杂志 泰国 综合 中文 

网址：http://thaiwind.net/ 

主要栏目：泰中企业家高峰论坛 ┃ 封面人物 ┃ 泰国扫描 ┃ 时事纵横 ┃ 大商道 ┃ 神

奇的泰国 ┃ 专题报道 ┃ 文学专区 

更新频率：每月更新 

《泰国风》杂志 1996 年 12 月份在泰国创刊，2011 年正式更名为泰国风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是泰国一本彩色华文杂志，也是目前泰国及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文期刊之一。《泰国

风》发行管道：泰国及东南亚各国、八家国际航空公司班机读物、中国特许发行。 

 《泰国风》杂志以报道泰国和东南亚地区的经贸活动、工商信息、华商生活、旅游风情、

生活时尚为主，内容涉及工商、金融、房地产、旅游、娱乐、保健、服装、饮食等多个与人

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是一本融信息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轻松愉快的综合性杂志。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泰国风）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泰华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泰华网 泰国 综合 中文·泰文 

网址：http://www.thaic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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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栏目：泰华新闻、泰华 TV、同乡会、商会公会、文化交流、文化中心、佛音佛缘、广

告服务、慈善公益、华文教育、专题报道、宗亲会、华文媒体、是乐公园、中医中药、光辉

历程、商务服务 

更新频率：每月更新 

泰国华人网（泰华网）是网络技术支持（泰国）有限公司制作开发的面向泰国华侨、华人、

华裔的门户网站。 

 《泰华网》的宗旨是立足泰国，面向世界，面向全世界的中国人和华侨、华人、华裔，全

面提供泰国华人社会的动态信息，包括泰国侨团、著名侨领、著名企业家、各界名人和泰国

华教、华医、华报的历史和现状。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微信） 

 

泰国世界日报新闻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泰国世界日报新闻 泰国 交流 中文繁体 

网址：http://www.udnbkk.com/ 

主要栏目：泰华新闻、泰华 TV、同乡会、商会公会、文化交流、文化中心、佛音佛缘、广

告服务、慈善公益、华文教育、专题报道、宗亲会、华文媒体、是乐公园、中医中药、光辉

历程、商务服务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泰国世界日报》是一家位于泰国曼谷的中文报，创立于 1955 年，以支持政府、促进经济、

和谐社会为目标，主要提供泰国旅游、政治、财经、商务、社会等方面的新闻，言论一般持

中立态度。注册发行人是世界报业有限公司，自 1986 年起成为台湾联合报的子公司。《泰国

世界日报》是泰国发行量最大，最广的报纸。 该报现在最大的读者来源是旅泰中国大陆和

台湾籍新移民。除了报纸之外，每年出版《泰缅企业名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今

日中国》特刊，和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的《今日台湾》特刊。该报也是唯一一份在特定便

利店有售的中文报。 

泰国世界日报新闻网是一家提供繁体中文的泰国信息网站，在该网站上可以阅读泰国世界日

报纸质版新闻的精华部分。除了新闻，泰国世界日报新闻网还有论坛、企业招聘等板块，方

便在泰的华人用户更及时更便捷的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否（表情）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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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网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联合早报网 新加坡 综合 中文 

网址：http://www.zaobao.com.sg 

主要栏目：新闻、即时、财经、观点、文萃、专题、东南亚、早尚、生活、社会、文化、消

费、视界、排行、商讯、其他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联合早报》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出版，属新加坡主要华文综合性日报，前身是 1923 年

创刊的《南洋商报》和 1929 年创刊的《星洲日报》；1983 年两报合并，合并后共同出版《南

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联合早报》的平日发行量约为 20 万份，除新加坡

发行之外，也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文莱等地少量发行，在中国大陆是唯一获准在中国大城市

发行的海外华文报纸。1995 年《联合早报》开始上网，依托新加坡旗舰华文报《联合早报》

的庞大新闻资源，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香港、台北、东京都派驻特派员，为在中国

驻点最多的国际媒体。目前联合早报网形成了网站、手机应用、平板电脑应用以及中英双语

传播的面簿（FB）、推特、微博、微信等多元媒体终端平台。 

联合早报网一贯“客观、专业、严肃、深刻”的评析，形成独有的报道和评论特色，吸引了

中国大量外向型的高素质读者，他们以国家机关主管和政府高级官员、企业高层领导、学者

专家以及专业人士为主。早报网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以“第三者”的中立角度，成为中国与

世界互通的一扇窗口，为中国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洞察先机，开阔视野。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注册 14 天免费 是 是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早报电子版）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 

其他功能：投票、排行 

 

我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我报 新加坡 社会生活 英文·中文 

网址：http://mypaper.sg 

主要栏目：新闻、观点、生活、娱乐、特辑 

更新频率：每天更新 

《我报》创刊于 2006 年 6 月 1 日，是新加坡首份免费报纸，创刊时仅有中文版，每日发行

量约为十万份，发行日为星期二至星期六。2008 年 1 月 8 日，《我报》改版为中文、英文双

语报纸，成为新加坡首份双语报纸。出版日也改为星期一至星期五。 新版《我报》采用双

封面设计，版数从原来的 24 版增加到 48 版。 

《我报》是一份紧凑版式的全彩小型报，中文版与英文版订装在一起，共有前后两个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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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的阅读顺序为从左至右，中文版的阅读顺序则为从右至左。《我报》会在中文版报道

的下方摘出难词，并附上英文解释，在英文版报道的下方也会摘出难词，附上中文解释，以

此来方便那些不太精通中文或英文的读者。《我报》的中文版报道和英文版报道各占一半，

内容互补而不重复。英文版主要介绍新闻资讯，中文版则沿袭《我报》原有的风格，着重报

道生活与时尚资讯和民生课题。世界新闻主要以东西方区分，中文版侧重报道华人世界和东

北亚地区的新闻，英文版则以国际重大新闻为主。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我报电子版）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是 

 

时代财智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时代财智 新加坡 财经 中文 

网址：http://www.fortunetimes.sg 

主要栏目：封面、区域、国际、财经、投资、商业、财路、品牌、风尚、专题、专栏、网上

商店 

更新频率：每天更新 

《时代财智》是一份成长于新加坡本土的华文财经杂志，它于 2004 年 3 月在新加坡出版，

也是新加坡唯一一份财经华文杂志。杂志由 Fortune Times Pte Ltd 公司出版，主要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尼发行。《时代财智》立足于新加坡，内容集中报道以财经为主的股市、房产

和就业等话题。在国际化视野背景下，杂志力争为读者提供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新加坡、东南

亚和大中华地区的财经视野。 

《时代财智》的主要读者为商专人士、企业高管、中小企业业主、上市公司和中国企业家。

伴随中国的经济崛起，杂志也吸引了大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读者群。《时代财智》杂志也是

新中两国企业展示企业形象，谋求国内外合作的理想平台。杂志社于 2007 年 11 月首次在

新加坡成功举办“龙筹崛起”论坛和“2007 时代大奖”，产生了“成长最快的新加坡上市中

国公司”等评选类别。这是中国境外第一次针对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专业的评选活动。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是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是（时代财智）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其他功能：投票、排行、网上杂志订阅 

 

印度尼西亚 

印尼星洲日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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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星洲日报 印度尼西亚 新闻 中文（简体·繁体） 

网址：http://indonesia.sinchew.com.my/ 

主要栏目：国内、华社、言论、活动、副刊、专题 

更新频率：每天更新 

印尼日报是一家拥有超过 40 年悠久历史的报纸。在苏哈多掌权期间，它是唯一获准在印尼

出版的中文报。今天，这家报纸是由 MAHAKA MEDIA 联号公司 PT Emas Dua Ribu 所经

营。 2007 年 1 月 17 日，印尼日报易名为《印尼星洲日报》，编辑内容由星洲媒体集团管理。

在雅加达地区，印尼星洲日报的读者人数超过 10 万人。 

《印尼星洲日报》坚决与任何政治立场和政治联系划清界线，自我定位为社会公器。除了星

洲媒体集团，马来西亚星洲媒体集团主席丹斯里张晓卿目前还拥有香港《明报》、纽约《明

报》、 洛杉矶《明报》、温哥华《明报》和多伦多《明报》、《明报月刊》、《亚洲周刊》，以及

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杂志的万华媒体集团。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有（印尼星洲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无 

 

印度尼西亚商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印度尼西亚商报 印度尼西亚 综合 中文 

网址：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 

主要栏目：重要新闻、印尼新闻、中港台新闻、国际新闻、社论、华社新闻、一周前新闻、

东盟新闻、体育、科技、印尼旅游景点  

更新频率：每天更新 

《印度尼西亚商报》是印度尼西亚最权威的中文商业财经日报，也是印尼改革时代的首家华

语报刊，于 2000 年 4 月 17 日创刊，总部设在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商报面向印度尼西亚雅加

达地区出版的。印度尼西亚商报主要报道印尼金融和商业新闻。对开六张十二版，第一和第

十二版为彩色，采用简体字印刷。 

《印度尼西亚商报》是印度尼西亚最具权威的商业财经华文日报，该报刊立足于满足本国华

裔读者群，以信息精准、快速、可靠著称。2000 年，印度尼西亚商报以华文报章姿态出现，

是 1998 年印尼新秩序政府崩溃进入改革时代后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印度尼西亚商报也

为国际通讯社提供新闻内容，包括：Japan-based NewsNet Asia、道琼斯公司、路透社报道、

ISI 新兴市场、中国新华社和彭博资讯。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有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有（印度尼西亚商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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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票行情、汇率换算 

 

 

国际日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国际日报 印度尼西亚 综合 中文 

网址：http://www.guojiribao.com/ 

主要栏目：环球报道、环球财经、环球贸易、环球科技、环球教育、环球会展、环球商机、

环球地产、环球风情、环球体育、环球演艺  

更新频率：每天更新 

以《国际日报》为母报的国际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拥有 12 报 2 刊。《国际日报》由台湾同胞

于 1981 年创办，于 1993 年被着名爱国侨领、美国熊氏集团董事长熊德龙斥钜资收购。迈进

21 世纪后，《国际日报》分别在美国洛杉矶和印尼雅加达设立了总部基地，在世界多个国家

和地区设有印刷发行站点，每天以 52-80 个版面的篇幅报道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动

态，日发行量达 60 余万份以上。《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美洲版随该报同步发

行。 

经过十馀年的发展，国际日报集团已发展成为在海外地区卓有声誉及影响力的大型报业集

团，旗下《国际日报》及《中南快报》、《华声报》、《橙县早报》、《棉兰早报》、《坤甸日报》、

《泗水晨报》、《万隆早报》、《印尼日报》、《国民日报》、《今日商报》、《国际周刊》、《生活周

刊》等 12 报 2 刊遍及北美洲、东南亚、港澳台及澳洲、欧亚地区，在世界华侨、华人和关

注中国经济、社会的各国政界、商界、学者、民间人士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否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有（国际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千岛日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千岛日报 印度尼西亚 综合 中文 

网址：http://www.qiandaoribao.com/ 

主要栏目：言论、评论、国内、经济、东爪哇、华社、印中友好、体育、文娱、副刊、校园、

侨讯、特稿、游记、通告、图库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千岛日报》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中文报刊，自 2000 年 10 月 10 日创刊以来，始终秉持“争

取和维护华人正当权益，促进各族和谐共处，共创国家社会繁荣”的宗旨，深受华人读者的

青睐。《千岛日报》销行印尼全国，以印尼东部 地区为主，并有寄至港、澳、中国大陆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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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是广大印尼华人读者。为目前印尼国内销行量较多、销行地区较广泛、影响面较大

的华文报刊之一。香港凤凰台杨锦麟先生主持的《有报天天读》栏目，不时介绍《千岛日报》

重大新闻标题和“时评”撰文，足见《千岛日报》的分量。 

《千岛日报》创刊于 2000 年 10 月 10 日，办报宗旨是：争取和维护华人正当权益，促进各

族和谐共处，共创国家社会的繁荣。报纸刊头上以“千岛安祥，人民幸福”八字涵盖此宗旨。

2010 年 2 月 1 日，《千岛日报》与时俱进，开设网站，每日更新当日出版的重要信息，方便

海内外华文读者点击阅读，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有（千岛日报）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越南 

越南共产党电子报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越南共产党电子报 越南 综合 中文、英语、法语、越文 

网址：http://cn.dangcongsan.vn/ 

主要栏目：新闻、高层动态、对外、经济、社会、文化- 体育、旅游、科学- 教育、事件和

评论、越中关系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越南共产党电子报网站是向全世界宣传越南共产党大致方针和介绍越南革新开放成就的重

要窗口。越南共产党电子报（前身为越南共产党报网）是值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之际，得到第八届政治部常务认可，于 2001 年 4 月正式开通的。2003 年 6 月 21 日，根据

第九届中央书记处的 2003 年 6 月 2 日的 TW/TB-111 通报，新版越南共产党电子报正式开

通。 

经过认真细致的准备，报纸开通中文版，充分体现了越南共产党重视对华宣传，珍视中越两

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全面合作关系，必将有利于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进一步了解

与信任，为中越关系深入发展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全面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确定的“长

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 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

伴”四好精神作出应有的贡献。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否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越南通讯社中文版 

中文名 国家 类别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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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通讯社中文版 越南 综合 中文、英语、法语、越文、西班牙语 

网址：http://cn.vietnamplus.vn/ 

主要栏目：政治-外交|国际|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科技|生活|环保|旅游 

更新频率：即时更新 

越南通讯社始建于 1945 年 9 月 2 日，1976 年越南全国统一后与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合并。

作为国家通讯社，越通社是越南官方消息来源，负责对外发布越南党和政府的信息和文件。

它发布的消息涵盖各行各业，向世界传达越南的真实面貌，并将世界其他国家的信息传达给

越南国内的读者。越南通讯社被国家授予：金星勋章，胡志明勋章，一等独立勋章，一等抗

战勋章，一等祖国铜城勋章，一等解放勋章以及国内外高贵勋章和奖章。 

越通社共设有 64 个国内分局以及 26 个国外分局。其国内新闻部、国际新闻部、经济新闻部

以及对外信息部向读者提供涵盖各个领域的新闻信息。这一独特优势使得越通社成为读者获

取越南国内新闻以及国际新闻的主流渠道。越通社创办的网站已经成为越南最受欢迎的网站

之一。它还是越南国内第一家，同时也是唯一一家以越南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四种语

言对外发布新闻的官方网站。 

是否收费 是否提供用户注册 是否有评论功能 可否有检索功能 

免费 否 有 有 

是否与传统媒体绑定 否 是否与社交媒体绑定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