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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传播行业瞬息万变。随着传统媒体的日渐衰落和以搜索引擎、论坛、博客、微博、社交媒体、微信、移动客户端

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高速发展、高度多元化的

媒体环境中，以传统手段试图与分散在广阔地域、多种媒介渠道、具有高度个性化、社会化特点的目标受众保持

高效的沟通和互动，对于企业来讲变得更加困难，实施成本更加高昂。

与此同时，媒体、消费者、投资者乃至社会大众对于企业信息的需求在日益增强，并希望以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

良好的体验与企业进行更为直接的交流和对话。多媒体技术以及互动技术的发展，促使公关与营销进一步融合，

传统的单向的信息传播演变为以展现次数  (impression)  、点击率  (click  rate)  、转化率  (conversion  rate)  

等数据为基础的双向、动态传播。这对于各类企业和机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市场中建立品牌影响力、提高

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任度从而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通社  (PR  Newswire)  作为全球最大的商业新闻通讯社，一直致力于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传播理念，

帮助客户获取最大化的传播效果。作为唯一在中国大陆设有 24 小时支持服务团队的全球企业新闻稿发布机构，

我们也将通过专业可靠的本地化服务，帮助客户随时随地与全球范围内的媒体和目标受众进行顺畅的沟通和互动。

感谢您对美通社的关注，期待我们的合作为您的品牌创造辉煌。

Ninan Chacko
美通社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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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社—60 年引领企业传播发展潮流

1900

1906 年， 被 称 为 现 代 公
关之父的 Ivy Lee 在美国宾

夕法尼亚铁路事故中发出

了传播史上第一篇企业新

闻稿，并积极倡导对媒体

和公众说真话的工作信条。

但是当时的企业将新闻稿

发给媒体是一件相当耗时

的事情，通信技术不发达，

经常需要大量人力给每家

媒体单独递送。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电传打字机作
为当时一种先进的通信

工具在军事和商业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图为

英国空军在二战中使用

电传打字机进行快速通

讯。）

1954 年 前 二 战 电 报 员 Herbert 
Muschel 在纽约首次采用电传打

字机将当地 12 家主要报纸连接

起来，可将企业以及公关机构

的新闻稿在同一时间发布到媒

体，从而使这一原本需要花费

大量人力的工作变得轻松便捷，

由此开创了企业新闻专线的先

河。( 图为美通社创始人 Herbert 
Muschel)

1970

1971 年，为阿帕网工
作的麻省理工学院博

士 Ray Tomlinson 发出了

第一封电子邮件，并首

次采用 “@” 作为邮箱标

示。

1965 年，世界上第一颗商业通信卫
星 “EarlyBird” 发射成功，标志着人类

进入卫星通信时代。（图为 EarlyBird
发射前的最后准备）

1993 年，欧洲核子研
究组织将 Tim Berners-Lee
发 明 的 基 于 超 文 本 结

构 的 万 维 网 (World Wide 
Web) 向公众免费开放，

标志着互联网时代的开

始。（图为世界上最早

的服务器）。

从 20 世 纪 70 年 代 初 开
始，美通社开始全面采用包
括传真、卫星在内的电子化

传输手段发布企业新闻稿，

并开始为全美的上市公司提

供面向投资者的信息披露和

传播服务。

20 世纪 80 年代美通社通
过收购一系列的地方性新闻

专线，最终建立起了全美最

大的企业信息发布网络，通

过专线直接接入全美绝大部

分的报社和金融机构，并将

企业信息发布存档于热门的

在线数据库。

2000

2000 年 10 月，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推 出 公 平 披 露 条 例

(Regulation FD)，要求上

市公司的重大信息必

须同时披露给所有（包

括潜在）的市场参与

者，从而强化了实时披

露和全媒体覆盖在上

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中

的核心位置。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Yahoo!、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相

继出现，成为人们在互联网浩如烟

海的信息中检索、发现有用信息的

重要工具，彻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

息的方式。

1996 年 美 通 社 开 通 www.
prnewswire.com 网 站， 通 过

互联网直接将企业新闻稿

提供给广大公众。

2001 年，美通社对
外发布了第一篇多媒

体 新 闻 稿 (Multimedia 
News Release) 帮 助 试

金 石 公 司 (Touchstone 
Pictures) 推 广 其 新 片

“珍珠港”。

2002 年，美通社组建
多媒体传播部门，帮助

企业通过创建和发布视

频内容，创造更大的品

牌影响力。与此同时，

随着搜索引擎在网络传

播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美通社推出了完善的企

业信息 SEO 工具，帮

助客户获取更好的传播

效果。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美通社通过收购和研发，相

继推出了一系列的企业传播

服务，包括 ProfNet（采访热

线）、eWatch（全球媒体监测）、

视频新闻发布以及面向上市

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网站服务

等。美通社在这一时期也逐

渐发展成为了欧洲首屈一指

的企业新闻专线。

2005 年 2 月，
三名 PayPal 前任员

工 创 建 Youtube，

帮助用户在互联网

上观看、发布和分

享视频短片，此后

掀起了网络视频特

别是用户生产视频

(UGOV) 的热潮。

   

现
代
信
息
传
播
史
大
事
记

   

美
通
社
发
展
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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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0

2006 至 2008 年 中 国
企业的出口贸易、海外

投资呈快速增长趋势，

对海外品牌传播的需求

也有了大幅提升。

2010 年 Facebook 注 册
人数突破 5 亿，并超越

Google 成为全美访问量

最大网站。同年，中国

网民人数突破 4 亿，且

随着企业对互联网认识

的加深，进入了“电子

商务元年”。

2013 年，2011-2012
年以来，微博作为社交

媒体蓬勃发展。智能手

机大范围普及。2013 年，

微信成为最流行的社交

工具之一。

2013 年，美通社继续增
强新媒体发布，企业新闻

稿可发布至多家门户微

博、 人 人 网、Qzone、

豆瓣、新浪视野等主流社

交媒体平台及移动终端，

覆盖高质量粉丝 / 订户超

过 50 万。同时升级新闻

稿发布报告，增强对平媒、

网媒及新媒体发布效果的

优化展现。

2013 年 4 月， 美 通 社
对中文网站进行多次社交

媒体功能升级，访问者可

轻松将新闻稿内容分享给

其微信、微博、人人网、

豆瓣等社交网络上的好

友，进一步强化了新闻稿

内容与社会化媒体的连

接。

2012 年，美通社推出 CMM
（中国网络与社交媒体监测）

服务，并在 2013 年进行多次

功能升级，帮助企业市场、公

关等品牌传播部门了解企业

自身及竞争对手品牌、产品、

服务的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

舆情信息，量化评估并调整

新闻发布和品牌传播工作。

2012 年 8 月， 美 通
社 多 媒 体 新 闻 稿 发 布 服

务 升 级， 全 面 支 持 在

iPhone、iPad 以 及 大 部

分安卓平台上的各种浏览

器中显示完整的多媒体内

容。并在 2014 年推出针

对手机浏览的新升级

2006 年 9 月 至
次年 9 月，创立
于 2004 年的社交网

站 Facebook 进 入 高

速 发 展 期， 同 年 6
月，博客技术先驱

Evan Williams 创 立

Twitter。

2008 年 4 月美通社在首届中国企
业走出去国家战略论坛上，荣获了

由商务部颁发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国家贡献奖”。

2006 年 2 月，美通
社首次在企业新闻稿

中加入社交媒体分享

功能。

2003 年，美通社进入中国市场
开展业务，成为迄今为止第一

家也是唯一一家在中国大陆提

供 24 小时全球传播服务的全球

性企业新闻稿发布机构，目前已

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厦

门等地建立办事机构，服务近

2,000 家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

在华机构。

2014 年美通社创立 60
周年，新闻稿发布网络

遍及亚太逾 19,000 家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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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社如何向世界传播您的故事

美通社如何向世界 
讲述您的故事

编辑、优化您的以新闻

稿为核心的企业内容

为您做媒体监测，帮您

倾听了解您的网络口碑

和媒体提及情况

帮您搭建与媒体的联系，

提供直接与媒体沟通的

机会，促成采访

为您及时反馈内容发布

结果，并通过社交媒体

扩大内容的影响力

把您的多媒体新闻稿发布

到全球的媒体、投资人、

消费者和普通公众，提高

内容和品牌曝光度

美通社如何向世界传播您的故事
Mapping the reach of your content through PR News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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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社的发布渠道

发布渠道
将您想要发布的内容通过全媒体渠道推送给目标受众

全球受众
 · 170 多个国家

 · 40 种以上的语言

媒体
记者数据库涵盖了来自
300,000 多家媒体的超过
600,000 位新闻记者和编
辑用户

在线渠道
全球可到达 10,000 家以上的
网站、数据库和在线服务平台

PRNEWSWIRE.COM

PRASIA.COM
平均每月有超过 180 万
的访问量

移动端
与超过 180 家新闻移动
客户端合作

多媒体
图片和视频新闻稿发布至各类
数据库和社交网站，如优酷、
新 浪 微 博、DailyMotion 和
YouTube 等

美通社全球新闻稿

发布网络

据统计，多媒体新闻稿相比普通文字
新闻稿，其社交参与度增加 350%。 

社交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通过社交媒体工具与受
众建立起紧密联系，将使您脱颖而出。

移动端的内容分享行为与数量
越来越多

通 过 在 微 博， 微 信， Linkedin， 
Facebook，Twitter 等主流社交媒
体平台的转发，为新闻带来更多的
访问量。

作为专业的新闻稿发布机构，美通社
持续获得搜索关注，并展现卓越的搜
索引擎可见度。

包括在知名网站如雅虎、路透以及重
点行业网站上的可见度。

搜索
我们所有的服务都为了让您与受众距离更
近，让您的内容更易被找到，并以此抓住潜
在商业机会。

来自社交媒体的链接能提
升搜索引擎能见度，让您
的内容更易被分享。

优化您的内容，更加便于搜索

利用社交平台，增加参与
度和关注度

美通社如何向世界传播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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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闻稿发布



   We Tell Your Story to the World    7

美国新闻稿发布

发布渠道推荐一：全美新闻稿发布 (US1)

全美 (US1) 是美通社在美国覆盖最广的新闻稿发布服务，覆盖包括报纸、杂志、新闻专线、广播、

信息披露媒体、数据库、网站、手机终端等多种媒体平台的综合和专业类媒体：

 ·全美 5,000 多家综合媒体

 ·5,400 多家网站、数据库和在线服务商

 ·美通社网站上 130,000 多位来自全球的媒体记者

 ·Yahoo! News 与 Google News 新闻收录

 ·同步发布至 iPhone、Android 终端以及移动手机网站

发布渠道推荐二：重点市场新闻稿发布 (Top Markets)

根据各行业在美国各地区的发展，选择性地到达该行业热点地区的主要媒体，这些地区在该行

业 / 产业具有领先性，我们称之为“重点市场” (Top Markets) 。 我们可以提供如下行业

区域发布：

- 汽车 - 能源     - 冶金        - 科技    

- 娱乐     - 金融服务    - 医疗 / 生物科技

* 点击查看Top Market的媒体详表。

附赠相关媒体反馈报告

 ·发稿两小时后提供网络媒体转载与在线浏览量报告 (Visibility Report)

 ·年度客户更可即时登陆在线会员中心 (Online Member Center) 查看综合发稿网络反馈与对

比数据

 ·提供 2 小时、隔天、5 天、30 天在线浏览量报告总览与提醒邮件

 ·可根据客户需求制作网络截屏报告（需另外收费）
* 附赠相关媒体反馈报告(Visibility Report)

美国是全球媒体中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媒体有高度影响力和辐射作用。发布至美国的新闻稿，

可迅速被主要媒体网站转载，吸引广泛的媒体和消费者关注，不仅提高在美国市场的品牌知名度，

也能带动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同时可以增加企业在搜索引擎上的能见度和被搜索机会，为企

业间接带来投资合作的商机。

* 了解全美发布的行业细分，请浏览 http://www.prnasia.com/services/distribute/us/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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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图片发布

美国图片发布及存档 

 ·可以与美国新闻稿发布结合使用，图片将被发布至多达 2,500 家网站

 ·图片将显示于纽约时代广场户外大屏（至少显示一次）

 ·通过美联社的 AP Photo Express 发送给 1,200 多家美国媒体

 ·在 AP 和 NewsCom 存档

 ·一年内图片随新闻稿不限次发出，在网站显示

 ·时代广场现场高清图片反馈

* 美通社纽约时代广场图片发布实例（土豆网、杭州旅游局） * 新闻稿图片经由美通社发出后，可在 AP 的图片库中存档

美国网络图片发布

可以与美国新闻稿发布结合使用，图片将被发布至多达 2,500 家网站 

美国网络及时代广场图片发布 

 ·可以与美国新闻稿发布结合使用，图片将被发布至多达 2,500 家网站，并显示

于纽约时代广场户外大屏（至少显示一次）

 ·时代广场现场高清图片反馈

调查显示，主流平面媒体和门户网站平均 75% 以上的文字内容配有图片或

图表。对于网络媒体，配图新闻比纯文字新闻的平均点击量约高出 60%-

70%。除纯文本新闻之外，美通社还帮助客户发布图片新闻和图文新闻。

美国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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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媒体新闻稿发布
多媒体新闻稿将文本、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内容展示在一个定制化自适应页面上，具

有定制化界面和丰富的社交媒体分享和互动功能，是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企业信息有

效传播的重要手段。超过半数的欧美企业已开始采用多媒体新闻稿发布企业信息。

 ＊点击下载美通社白皮书：如何用视频吸引受众关注

 ＊ 多媒体新闻稿实例：成都大熊猫基地

病毒式分享： 
可以直接向 Delicious， 
Twitter，Facebook， 
LinkedIn 或者博客 
转贴

讲述您的故事： 
完整的新闻稿内容

视频片段： 
显示高质量视频

照片，插图，logo以
及视频截图：所有图
片均支持转贴，让意
见领袖、博客作者以
及网站编辑等能随时
转载图片

整合社交平台： 
直接在 MNR 页面上显
示 Twitter 或者 
Facebook 的内容

带来更多访问： 
通过链接，给您的网站或者指定页
面带去更多访问；或者通过相关文
档，提供更完整的信息

服务内容

 ·视频：两段视频，每段长度在 5 分钟以内；同时支持 HTML-5 和 Flash

  （兼容台式机、平板电脑及手机）

 ·图片：一个 logo 以及 3 张图片和以及视频截屏。（所有图片内容支持一

键转载）

 ·文字：400 个单词以内的文字稿。（超出 400 个单词后将产生额外费用）

 ·链接：可添加 5 个相关链接。（指向网页的链接或者相关 PDF、Word 

文档等的下载链接）

 ·交互式按钮：通过定制化按钮，让新闻读者直接与信息互动

 ·社交媒体发布：在美通社的 Twitter 帐号上发布简短介绍；并在其他主流

社交媒体上发布链接

 ·SEO：通过美通社的技术、优化，使您的新闻稿通过搜索引擎覆盖更广

的人群

 ·存档时间：一年

 ·新闻稿发布：向全美 5700 多家媒体，数万名记者发布新闻稿内容

 ·户外投放：新闻稿中的一张图片可在时代广场的户外大屏幕显示。（附送

一张时代广场现场拍摄的高清照片）

发布范围

 ·新闻专线和网络发布：向 5,700 多家媒体和 5,400 多家网站推送新闻稿

 ·时代广场图片发布：1 张图片将在纽约时代广场的路透户外大屏显示

 ·社交媒体发布：在美通社的 Twitter 帐号上发布新闻摘要及链接

 ·博客发布：向美通社的合作博客作者发布新闻稿信息

反馈报告

 ·综合报告：包括页面点击信息、点击来源、网络发布链接等详细信息的报

告。发布后 1 天、1 周及 1 月后提供 3 次报告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美国

 ＊ 美通社也提供全球范围的多媒体新闻稿发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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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全球户外视频投放
纽约时代广场视频投放

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代广场投放视频成为包括中

国政府和各类企业进行海外曝光在内的首选。选择

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高清大屏发布视频，每天可以

吸引超过 150 万受众的关注，在全美最吸引眼球的

场所创造全球性的影响力

伦敦皮卡迪利圆环视频投放

伦敦中心地标，旅游区、购物区、中国城、高端酒

店集群环绕在侧，覆盖包括游客、商务人士、政府

官员等各类人群

巴黎四季购物中心组合视频投放

地处欧洲最大的商务区，位于全欧洲最大的购物中

心内，日均人流中覆盖 24% 的高管及 34% 高薪

人群

东京银座线出口视频投放

位于东京银座线新桥站最大出口处，地处东京商业

中心区，毗邻银座和筑地市场

拉斯维加斯米罗迈尔购物中心户外视频投放

覆盖每年 200 多场全球及全美规模展会的展商及

观众

其他视频投放

CNN 机场视频投放：投放全美主要机场，拥有最

广泛的全美商务人士覆盖范围

美国各大航空公司机舱视频投放：最亲切、最少干

扰的视频投放窗口之一，覆盖全美各大航空公司，

直接触及相关游客及商务人士

视频策略投放

通过覆盖全美的室内外显示屏网、电视网络等播放

视频内容，有针对性地覆盖目标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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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加的优势新闻稿发布网络

 ·超过 60,000 名加拿大注册记者

 ·95% 的加拿大主流媒体在使用 CNW( 美通社全资子公

司）的新闻专线服务

 ·媒体发布网络覆盖全加 27 大核心城市

 ·Canada SocialPost 社交网站发布

 ·提供加拿大唯一法语新闻专线服务

 ·图片 / 视频多媒体发布服务

加拿大新闻稿发布

* 美通社发布的企业新闻稿和图片在加拿大主要网站上刊登

* 部分加拿大主流媒体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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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欧洲地区新闻稿发布

部分发布渠道涵盖

泛欧洲：

 ·覆盖范围最广的欧洲新闻稿发布，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荷兰、

俄罗斯等在内的四十个欧洲国家

欧洲金融市场：

 ·覆盖欧洲主要国家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比如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英国

 ·欧洲综合新闻媒体：

 ·覆盖欧洲 20 个主要国家，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

英国等 

西欧重点市场：

 ·覆盖英国、法国、德国的官方通讯社、在线新闻数据库和主要网站，通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西欧主

要媒体广泛传播您的企业新闻稿和企业信息

 ·主要单一欧洲国家的发布

 ＊ 各区域另可提供以下行业媒体发布：科技、医疗健康、金融、娱乐、能源、旅游、交通运输、时尚或体育，详情请咨
询传播顾问

欧洲各国在能源、环保、科技等多个行业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美通社提供最广泛的发布渠道以及

多样化的发布组合，您可以根据所需覆盖的区域与媒体行业选择最佳的欧洲发布方案：

 ·覆盖欧洲各主要国家

 ·与欧洲各国主要的通讯社合作，确保最广泛的当地媒体覆盖

 ·涵盖多个行业的专业出版物，包括财经、IT、医药、能源等

 ·按行业、区域、国家的多种发布组合可供选择

 ·提供新闻稿当地语种的翻译，符合当地媒体的阅读习惯（客户提供英文版新闻稿）

相关媒体反馈报告

 ·以下语种的新闻稿发布后两个小时提供网络媒体

转载报告（Visibility Report）：English (UK), 

French, German, Spanish (Spain), Italian, 

Portuguese (Portugal), Danish, Swedish, 

Dutch, Nowegian, Finnish, LatAm Spanish 

and LatAm Portuguese 

 ·可根据客户需求制作网络截屏报告（需另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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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地区新闻稿发布
 ·通过与当地官方通讯社（DYN, Notimex and O Globo）的合作，可将新闻稿发布至拉美地区的

综合类及行业类新闻媒体。

 ·发布国家主要包括：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波多黎各 乌拉圭 委内瑞拉

巴西

发布效果会覆盖到 PR Newswire Brasil（美通社巴西）和当地著名门户网站 UOL Noticias。

墨西哥

覆 盖 世 界 性 门 户 网 站 Yahoo 的 墨 西 哥 分 站 (Yahoo! Mexico), 和 墨 西 哥 门 户 网 站 CNN 

Expansión。

委内瑞拉

覆盖委内瑞拉唯一的新闻晚报 El Mundo。

 ·提供新闻稿本地语言翻译服务（包括将英文译为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

 ·将在新闻稿发布后 2 小时、隔天、5 天、30 天提供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版本网络媒体转载与在线

浏览量报告（Visibility Report）
 ＊ 美通社发布的企业新闻稿在阿根廷和巴西的主流
媒体网站上刊登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拉美



14    我们向世界传播您的故事

 ·2,300 多家平面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商业和行业期刊类出版物）；

 ·7,000 多家综合及门户、行业垂直网站；

 ·300 多家财经金融领域专业媒体，及多家金融信息终端，包括彭博、雪

球、道琼斯、万得信息等；

 ·140 多家电视和广播电台、通讯社等各类新闻机构；

 ·80 多家外国及港澳台驻华新闻媒体和机构；

 ·近 30 家移动新闻客户端和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网络，移动订户和微

博粉丝总量接近 300 万名，其中微博认证用户粉丝接近 10,000 名，绝

大多数为媒体记者、编辑、主编及行业人士。

行业顶尖的精准媒体发布网络 

——提高新闻稿媒体曝光能见度

中国大陆图文新闻稿发布

针对搜索引擎 SEO 长尾发布优化 

——提高您的搜索引擎能见度

借助强大的新闻发布网络，美通社发出的每一篇稿件，都会针对搜索

引擎进行不同程度的优化。据美通社的跟踪调查显示，在每篇新闻稿

的平均阅读量中，大部分会在稿件发布的 4 个月内持续增长。

2

综合新闻 半导体 /电子组件 化工 建筑 / 家居 健康 / 医药 /生物
商业 /CSR 消费电子 环境 教育 零售
金融 / 投融资 电子商务 农业 人力资源 食品 / 餐饮
旅游 通信 物流 / 交通 艺术 广告/ 营销 /出版
互联网 电子游戏 航空 /航天 娱乐 会展
电脑软件 机械制造 汽车 时尚 法律
电脑硬件 能源矿产 房地产 母婴 体育
政府/ 非盈利组织新闻

中国大陆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新闻稿发布行业列表

 ＊ 2013年，美 通社
亚洲网站（prna-
sia.com）上的新
闻 稿 被 阅 读 了近
400万次，其中有
超过60%的流量
来自于搜索

1

美通社提供全方位的图文及多媒体发布解决方案。在中国大陆，来自 9,300 多

家媒体的 20,000 多名记者和编辑在注册接收美通社覆盖 36 个行业的企业新

闻稿，并将其作为主要新闻线索来源。

 ＊ 1、美通社微博资讯帐号列表 http://www.prnasia.com/weibo/
 ＊ 2、美通社中国大陆地区移动新闻客户端发布覆盖 http://www.prnasia.com/mobile-app/

 ＊ 美通社新闻稿发布反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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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TML 格式新闻稿 – 更好的阅读体验和网络传播效果

 ＊ 美通社在微博和微信分别拥有16个具有影响力的行业资讯帐号，覆盖财
经、科技、快消/零售、旅游/酒店、汽车、教育 16 个主流行业，其中微博
平均每 25 名粉丝之中就有 1 位为V认证用户，绝大多数为国内各行业
主流媒体记者、编辑、主编、及行业意见领袖，等相关人士。

直达 300 万 + 社交移动媒体受众

——提高您的社交移动媒体能见度

 ·超过 25 家移动新闻客户端与手机移动门户，包括腾讯、搜狐、

新浪、网易、Zaker、凤凰、百度新闻、鲜果、今日头条等，直接

订阅用户数量超过 2,300,000+

 ·国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微信、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行

业高质订阅用户及粉丝总量超过 700,000+，多数为媒体记者、

主编及行业人士

 ·iPhone 与 Android 手机客户端，拥有 10,000+ 媒体记者用户

3

企业微博微信一键关注

微博社交
分享组件

企业微博秀展示

企业微博
一键关注

搜索关键词

XHTML  
正文格式

文章二维码
分享

一键转发 
微博内容

多平台社交评论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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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多媒体新闻稿发布

中国大陆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多媒体新闻稿将文本、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内容展示在一个动态的定制化自适应页面上。在 PC、平板、

手机上均能获得完美的展现效果。，具有定制化接口和丰富的社交媒体分享及互动功能，尤其具有对微

信内置浏览器的显示支持以及微信扫码分享的支持。在新闻稿中添加多媒体内容，可以让传播效果提升

77% ！

企业 LOGO

页面能够自动识别并适应访问者的浏览设备——在手机
浏览器上显示适合在微信等平台转发的移动版页面。

热门的社交媒
体分享功能

图片缩略图 – 点击
可下载高清图片

扫一扫分享到微信

 ＊ 图为广汽传祺通过美通社发布的多媒体新闻稿

嵌入式播放器
播放流媒体视频

（同时支持在各种移
动设备上播放）

发布范围

 ·通过美通社的媒体网络发布至中国大陆来自于

9,300 多家媒体的 20,000 名记者和编辑

 ·可将视频文件发布至主要的视频门户网站，包括央

视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优酷网、土豆网、凤

凰视频等视频网站

 ·中国大陆网络视频发布链接报告：发布后 2 个工作

日内提供网络视频及新闻稿链接报告。发布一周后

提供包含搜索引擎趋势、网络视频社区点击率等的

综合报告

发布内容

 ·视频：一段时长 20 分钟以内的视频

 ·定制页面：根据客户自身视觉形象定制新闻稿页面

 ·交互按钮：可实现微博一键关注、在线购买、注册

等功能

 ·图片：logo 标识和不多于 4 张图片

 ·文字新闻稿一篇：不限字数

 ·链接：可以包含 5 个用于支持新闻稿内容的 

HTML 网页和 PDF 文档形式的链接发布

* 美通社同时提供现场新闻视频拍摄服务，详情请咨 

  询美通社传播顾问

 ＊ 下载美通社白皮书：如何用视频吸引受众关注

企业官网及市场活
动专题网站链接

直接嵌入公司微博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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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区发布

美通社在香港的发布网络覆盖1,900多名媒体记者和编辑，涵盖的媒体类型包括：

 ·90 多家综合类媒体和 130 多家财经类媒体

 ·550 多种专业出版物

 ·150 多家网站，包括当地主要的门户网站和财经类网站，如新浪香港、

Yahoo Finance、亚太日报、华富财经、财华网、汇港资讯、晨星

（Morningstar）、Education Post 等

 ·主要的金融信息终端，如路透、道琼斯、彭博等

港台地区新闻稿发布

* 美通社发布的企业新闻稿在香港、台湾地区主要媒体和网站上刊登

台湾地区发布

美通社在台湾的发布网络覆盖 2,100 多名媒体记者和编辑，涵盖的媒体类型包括：

 ·120 多家综合类媒体和 130 多家财经类媒体

 ·750 多种专业出版物

 ·210 多家网站，包括主要的门户网站和财经类网站，如新浪台湾、蕃薯藤 Yam 、

  中时电子报、大台湾旅游网、英文台湾日報等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港台地区 

美通社在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发布网络涵盖以下行业

广告/ 营销 /出版 教育 金融 / 投融资 房地产

建筑 / 家居 能源矿产 食品 /饮料 半导体 /电子组件

汽车 娱乐 健康 / 医药 /生物 体育

产经 环境 人力资源 旅游

IT/ 网络 时尚 物流 /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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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其它地区新闻稿发布 

美通社的亚太地区新闻稿发布服务，帮您在目标市场高效地传播企业新闻，快速建立品牌影响力。

 ·美通社在亚太区的发布网络覆盖区内所有国家和地区，并在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泰国）、香港、台湾、印度、日本和韩国在内的重点市场中持续投入资源，增强多渠道、多媒体的发

布网络

 ·提供 9 种语言的发布、覆盖超过 1,000 家媒体，其中包含近 1,300 新闻网站

 ·通过自身发布网络和当地主要官方通讯社合作相结合，合作的通讯社包括：日本共同社、韩国联合通

讯社、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等

部分发布渠道        

 ·泛亚太： 

覆盖媒体：综合类媒体或某一行业媒体  

覆盖国家：澳大利亚、大中华区、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韩国、泰

国、巴基斯坦。（其中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可与新西兰和巴

基斯坦以单个国家形式互换。）

 ·亚太单一国家发布 

覆盖亚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类或行业类媒体，包括澳大利亚、大中华区、日本、巴基斯坦、新加

坡、韩国、新西兰、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包含当地语种翻译

 ·以下国家中任意六个或以上国家的组合发布 

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泰国、越南

 ·亚太英语发布（仅限英语） 

可选择有关媒体行业中的任一行业，其中包括财经 / 金融金融 / 投融资，综合，IT/ 网络，旅游，广告

/ 营销 / 出版等。

 ＊ 美通社发布的企业新闻稿通过日本、韩国、新加坡、马
来西亚、印度等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通讯社广泛发
布到当地主流媒体

亚太其它国家和地区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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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特点

 ·在中国大陆，每年有超过 1,000 个媒体选题，选题覆盖 33 个行业，

包括采访需求、记者联系方式及截稿日期等信息，实时发送至企业

注册邮箱。企业可以选择感兴趣的话题与记者实时沟通并完成采访。

 ·企业新闻发言人照片、职位、擅长话题、工作经历等信息均可保存

至专家数据库，供记者在线查找。

 ·采访热线平台汇集众多主流媒体活跃记者，通过采访热线积累和维

护媒体关系，有效补充企业媒体资源库。

 ·采访热线能够令企业掌握与媒体沟通的主动权，增加媒体曝光度，

及时关注与企业相关的媒体选题趋势，品牌传播工作更有效率。

中国大陆采访热线 (ProfNet)
采访热线 ProfNet 作为国内首款、也是唯一一款实时收集媒体采访选题的媒体情

报类产品，迄今拥有 4 万多家企业客户，为媒体提供信息及采访素材；全球也有

超过 13 万名记者每天通过采访热线平台提交最新的选题策划，寻找采访资源。

对于企业来说，采访热线平台提供直接与媒体沟通的机会。通过企业帐号登陆，

可以浏览选题需求及媒体联系人信息并进行选择性回应。同时也可以通过邮箱即

时接收媒体采访选题。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中国大陆  

* 企业接收采访选题邮件模版 * 《中国日报》Business 版面专访普莱克斯

* 详情请参阅美通社采访热线网站 http://www.prnasia.com/profnet

 ＊采访热线 ProfNet 起源于美国，1992年由纽约大学的信息官员 Dan Forbush 

创办，1996年被美国企业新闻通讯社(简称美通社) PR Newswire 收购，并于

2005年引入中国。目前，美通社 ProfNet 全球每天会收到150条以上的媒体提

问，每年提问总量超过30,000条，其中绝大多数都得到了解决。

* 《Global CEO Club》非凡女性栏目专访奥美庄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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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社中国网络与社交媒体监测服务（CMM），能实时提供网络舆情监测数据和标准化分析

结果，对媒体报道的数量与分布、社交媒体的焦点与热度等，进行深度提炼和分析对比。而

定时发送的日报、周报、PDF 报告导出和分享功能等，更让您对以关键词为核心的话题舆情

趋势一目了然。如果您想申请试用，欢迎进入 CMM 主页 cmm.prnasia.com。

中国网络与社交媒体监测 (CMM)

CMM 具有如下特点：

  监测范围更广泛，技术更智能

 ·全媒体覆盖：监测范围覆盖网络新闻、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平面媒体电子版、

论坛、博客、问答、视频网站等各类媒体类型。

 ·关键词设置精准独到，支持复杂逻辑关系过滤和自然语境，并从底层支持语义分析，提

供自动的精准结果。

  分析统计界面更专业，更偏向企业公关和传播层面的应用

 ·专有的企业传播统计数据，提供媒体行业、地域及影响力排行等独家数据，帮助企业的

量化评估传播效果。

 ·标准化、多维度、数字化、可视化的数据分析平台，方便生成、导出各类数据及图表。

支持多品牌、事件的比较分析。

  更定制化的报告与预警服务

 ·定制化负面提醒，24×7 危机预警。客户可自定义负面词，术语或行业敏感词，更贴合

业务实际。

 ·报告系统高度自定义，可按不同部门、团队接收。基于网页操作，无需安装，支持多人

同时登录。

 中国大陆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 语义分析技术

* 多主题比较

* 预警邮件样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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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媒体监测

服务内容

 ·综合分析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您的品牌声音

实时监测关于您的品牌、行业和竞争对手的正负面报道，热门话题和热词，并及时预警负面信息。

 ·精确覆盖最有影响力的社交和传统媒体资源

可按媒体重要性，社交账号粉丝书等排序，找到 Key Influencer，同时过滤掉不必要的声音。

 ·受众识别

系统能够给出讨论某一品牌或事件的人群的性别、年龄、地区等信息。

 ·与受众的无缝接触和互动

可绑定您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Facebook 和 Twitter），实时关注评论或私信，通过这一平台直接进行评论、转发、回复等在线互动。

 ·自定义分析与报告

可按地域、语言、媒体类型等多维度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并可生成、导出各种格式的图表 / 数据。用户可自由创建，并自动发送定性和定量分析报表。

美通社全球媒体监测是一项综合性的媒体监测和分析服务，它通过全面监测全球各个地

区与语言的平面、网络、社交媒体等各种媒体介质，实时监控关于您的品牌、竞争对手、

行业趋势及热点事件等方面的舆情动向，并通过高度自定义的报告服务，及时提供的最

新信息及分析统计数据，帮助您有效评估您的企业和品牌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绩效。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全球

覆盖范围

 ·50,000 个在线新闻网站

 ·4,000 万个博客

 ·500 万个论坛

 ·Facebook 和 Twitter

 ·YouTube 和 Flickr 等

 ·全球各地主要的平面媒体、杂志及电视字幕

 ＊ 美通社媒体监测综合报告图片演示实例

 ＊ 自定义周报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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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企业风格定制的HTML页面

视频网络直播 (Webcasting)
网络直播是与目标受众互动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适用于各行业受众，传达重要信息。

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直播已经成为最高效的传播、交流工具之一。

无论是企业的新闻发布会、市场推广活动、内部培训、高管采访以及多种对外交流活动，

利用美通社视频网络直播服务均可以做到。

我们提供的服务有：

 ·网络直播

 ·视频拍摄和编辑（如采访、视频会议、员工大会和动画视频，等等）。

 ·专属网页包含有您的企业标识、照片、文字和链接，等等。

 ·美通社网站、PR NEWSWIRE FOR JOURNALISTS 以及您公司网站上的活动链

接。

 ·注册页面：收集注册听众的数据 / 提供相关报告（可选）。

 ·问题列表（可选）。

 ·密码保护（可选）。

 ·免费存档一年（包括活动视频和音频）。

美通社领先的视频网络直播解决方案具有以下优势

 ·视频与现场播放的 PPT 完全同步

 ·对于 IR 活动，可设置专门的投资者关系资源下载区

 ·多语言能力，与不同地区的受众沟通

 ·借助控制面板进行即时问答和发送消息

 ·注册确认邮件功能（可选）

 ·强大的基础架构，通过香港、纽约、北京、上海等地的 CDN，保证全球任何区域

的受众都能流畅观看视频。

 ·基于高度可扩展平台的客户定制解决方案和多功能应用。

 ·全面、实时的客户端托管流量报告。

 ·灵活的版面设计符合企业形象和活动目标

 ·与美通社领先的发布网络无缝整合，最大化多媒体内容的覆盖面。

 中国大陆    根据目标市场选择您所需要的企业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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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 投资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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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传播    如果您的企业在美国上市

XBRL 存档

提供与 XBRL 相关的服务有：

 ·XBRL 在线审阅工具 (XOR)– 储存于云端 (Cloud based) 的审阅

系统

 ·EDGAR 和 XBRL 报送数量在业内排名第二

 ·注册会计师 (CPA) 或特许会计师参与所有项目

 ·双语团队服务 / 支持在中国的客户

 ·Consistency Suite Check（简称 C-Suite）一致性套件检查工具

* XBRL 文件在 SEC 网站上通过 HTML 页面呈现 * 一致性套件检查工具（简称C-Suite）——美国XBRL实验室

美通社旗下的 Vintage 为全球 4500 余家上市公司提供服务。Vintage 的专家团队心系客户，努力提高贵公司整个 XBRL 制作的效率、简化添加标签和审阅的过

程，这样从最初的草稿到最终的提交和打印阶段，您的财务报告团队仅需全程专注于内容——而不是文档的创建。我们确保符合最新的 XBRL 原则和分类法，让

您只需做一项最简单的工作——与您的团队一起审阅我们的文件以确保其准确性。

针对中国市场，Vintage 创建了双语团队，服务包括 58 同城网、当当网、搜房网、人人网、聚美优品、艺龙、晶科能源、欢聚时代（YY）、迈瑞医疗在内的国

内外知名的上市公司。

一致性套件检查工具（简称 C-Suite）

为帮助各大公司实现高品质的 XBRL 送报的目标，我们使用了由美国 XBRL 实验室开

发的 XBRL.US 一致性套件检查工具，（简称 C-Suite）。C-Suite 可以识别财务报

表和脚注披露中可能包含的与使用美国公认会计准则 (US GAPP) 分类法有关的错误

并生成一份报告。该检查全面并且能确保一致性，C-Suite 已在提交的 XBRL 文档中

识别了 800,000 多个错误。



   We Tell Your Story to the World    25

XOR – XBRL 在线审阅
XOR(XBRL Online Review) 致力于提高 XBRL 协作审阅和评论的效率。

 * XOR上将与其在SEC官方网站上的展示效果保持一致性

Vintage 免费提供给所有 XBRL 客户使用这一新工具，

并且不会收取额外费用。

XOR 是一个安全的 XBRL 审阅入口，贵公司所有参与 XBRL 审阅的人员都可

以通过它开展 XBRL 的文件审阅工作，即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

式提交文件之前协同审阅并为 XBRL 的标签选则添加评论。

XOR 的在线界面很直观，拥有全面而人性化的功能，审阅者通过它可以轻松地

浏览任何 XBRL 实例文件。财务人员、顾问、一致性套件检查工具、审计师，

当然，还有您的 Vintage XBRL 团队，都可以同时预览 XBRL 文件、审阅单

个 XBRL 标签的选择以及查证 XBRL 实例文件中的事实的准确性。

我们确信它会提高贵公司内部审阅过程的效率、简化贵公司与 Vintage XBRL

团队的互动，并减轻与 XBRL 存档工作相关的整体压力。

 ·XOR 审阅界面：XOR 是这样一个出众的 XBRL 阅读器，它整合了诸如图

标这样的视觉提示来突出扩展科目标签、负值元素、计算错误及许多其它

情形。XBRL 格式文档在 XOR 上将与其在 SEC 官方网站上的展示效果保

持一致性。

 ·评论：参与文件存档的工作人员可以轻松地向 XBRL 文件添加评论和相关

注释，从而简化 XBRL 工作流程、提高质量、以促成最终实例文档的“验收”。

每当新一轮评论被提交，筹备人员便会及时收到提示。

 ·直观的 XOR 界面：模拟了 SEC 官方网站的展示有效果

 ·零学习曲线：熟悉的“类似 SEC 展示效果”的界面简化了整个 XBRL 审

阅和评论过程。

 ·协同进行标签批准：XOR 审阅界面上还有供审阅者确定批准、不批准或询

问有关标签和事实的选择项。

 ·轻松出报告：XOR 最强大的功能之一是它全面的报告内容，包括计算、扩

展科目、负值和货币单位。另一项重要的功能是它能生成强大的对比报告，

可对比贵公司两个 XBRL 版本之间的差别。

 ·分类检索：为提高审阅过程的效率，分类检索功能提供简单的浏览、筛选

和审阅选择项。

Vintage 已逐步成为行业内唯一一家提供全方位智能价值的服务商。我们灵活

地平衡人员、设施和技术，从而确保您在法规合规以及与股东沟通方面做到高效、

透明、轻松自如。

如果您的企业在美国上市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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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AR 存档

美通社旗下全资子公司 Vintage是一家为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批 露 信 息 的 上 市 公 司 提 供 全 方 位 财 经 印 刷 及 合 规 服 务 的 机 构。 

目前全球有 4,500 余家上市公司使用 Vintage 的服务。在中国，Vintage 的双语团队为包括

58 同城网、当当网、搜房网、奇虎 360、人人网、聚美优品、艺龙、晶科能源、如家酒店集团、

欢聚时代（YY 直播）和迈瑞医疗等国内外知名的中国上市公司服务。

 ·美国前三大 EDGAR 电子存档服务提供商之一

 ·每一位 EDGAR 专员都至少拥有 5 年的相关经验

 ·处理速度快，平均每小时转换 20 页 EDGAR

 ·无周末服务附加费，无加急费

 ·全天 24 小时服务，假日无休

 ·双语团队 / 服务支持中国客户

财经排版和印刷服务

Vintage 专业从事具有高时效性财务文件、招股说明书、年报和半年报的制作工作。在对供

发布和合规存档的财报排版方面，Vintage 拥有丰富的经验。不论是一份全新需要转换的文档，

还是一份已做修改的文档，Vintage 均可提供排版服务：

Vintage 在财经印刷方面的专长让我们能够制作超越行业标准的高时效性文件 ，包括从单色

的招股说明书到四色的年报等。 当您时间非常紧迫又不能降低准确性时，请使用 Vintage 服

务来满足您所有的财经印刷需求。具体文档类型包括年报、代理说明书、注册登记声明、招股

说明书、邀约收购函件和公司市场营销材料：

 ·以准确、及时和低成本的方式发送样稿

 ·提供邮寄和派送服务，包括向股东邮寄和作为应有的合规当天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发送副本

 ·全天候 24 小时服务，节假日无休

 ·双语团队 / 服务支持中国客户

EDGAR 存档、财经排版与印刷

* 部分财经文档印刷样例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传播    如果您的企业在美国上市

* 证券交易委员会EDGAR 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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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关系室可以无缝地与客户主网站保持风格一致，并且贵公司工作人员可全天候进行实时修改。

基本功能

 ·将贵公司刊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存档文件以及通过美通社发布

的所有新闻稿自动上传。

 ·灵活的布局选择让客户能够上传文本、图像、音频、视频以及任何其它

需要与市场参与者分享的文件。

 ·流量报告帮助检查网站整体的流量，并详细记录贵公司网站的访问者的

活动。它让您能更好地了解贵公司网站的表现和您的受众来源。 

财务数据报告

动态股价图呈现股票报价、 交互式图表、投资者计算器和历史价格等信息。

 ·预估：交互显示分析师的估值和与预估相关的公司业绩 、以及买入 / 持

有 / 卖出建议。

 ·所有权：透明地呈现内部人士在贵公司股票上的操作。 

 ·比率：动态地显示重要的财务状况、财务实力、每股数据、盈利能力、分红、

资产估值和管理效率。

 ·快照：快捷的概述，包括股价表现、内部人士的操作、SEC 存档、比率

和预估最新的情况。 

 ·以互动的活动日历方式将诸如电话会议这类重要的活动放到受众的行程

安排里

多媒体功能

您可以向投资者关系网站上传图像、视频或音频文件。多媒体库让您可以在

一站式地存放您所有的多媒体文件。

如果您拥有与新闻稿相关的视频或图像，您可以将它关联到您的新闻稿中以

提高整体效果 。

社交媒体整合

为了与贵公司的参与度水平保持一致，投资者关系网站可以与贵公司的社交媒

体网络相整合。

 ·社交媒体功能栏：具备特定的社交媒体属性，社交媒体及其媒体内容将通

过该功能呈现在贵公司投资着关系网站上。

 ·社交媒体聚合器：贵公司社交媒体帐号上的内容会自动地抓取至贵公司的

投资者关系网站上。这些社交媒体包括推特 (Twitter)、YouTube、图片

分享网站 Flickr、领英 (LinkedIn)、谷歌 +(Google+)、幻灯片分享网站

SlideShare、投资者社交平台 StockTwits 和任何其它支持 RSS（简易

信息聚合）的社交媒体。

IP 追踪 ( 升级功能 )

IP 追踪功能可以通过追踪网站访问者 IP 地址，有效识别机构投资者、银行、

基金和主流媒体信息，有助于后续组织相关会议，深入交流，让 IR 领域的实

践更有成效。

投资者关系室 (IR Room) 及时并且灵活地帮助客户组织重要信息，帮助上市公司与投资人成功沟通。这是一种与投资者、媒体和分析师进行日常沟通的有效方式 ，

并帮助在美国上市的各大公司更轻松地达到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法案的要求。在中国，我们正服务于包括聚美优品、智联招聘、一嗨租车网和 58 同城网等在内的

几十家客户 。

投资者关系网站 (IR Website) - IR Room

如果您的企业在美国上市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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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会议网络直播

电话会议

服务包括

 ·排练：提供会前技术支持和免费彩排服务

 ·拨入或拨出电话服务：美通社提供免费电话或直拨号码来连接至我们技术

娴熟的会议专家，帮助您接通全球各地的电话会议参与者

 ·美国当地主持人：富有经验的美国主持人声音清晰、发音纯正、符合美国

投资者的要求

 ·通话过程全程监控：会议管理员将负责管理会议全程，并按客户需求提供

帮助

 ·问答服务： 会议管理员在会议的问答环节中有次序地组织与会者提问，用

户只需使用电话上的特定按键提问

 ·问答环节可视化管理： 用户可以通过特定网络工具看到即时的参会人员信

息，并通过与会议管理员的沟通，对提问顺序或提问方进行控制

 ·维护通话过程： 允许客户在不干扰会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通过独立的电话

线路与会议管理员沟通，能够有效地审核问题、甄别掉线、增加或删除通

话方

 ·参会人员邮件列表：通过邮件将参会人员列表发送给公司指定接收人

 ·文字记录服务：可及时准确地提供电话会议的全程文字记录

 ·电话录音回放：美通社为电话会议提供长达 7 天的电话录音回放服务

采用先进互联网通讯技术平台，通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方式将投资人 / 分析师会

议、股东大会等内容发布到互联网上，投资人可以自由点击链接，参加线上直播

或者观看会后重播，打破地域限制，与全球的目标受众实现顺畅的沟通和互动。

美通社提供有专业主持人支持的各种类型的上市公司电话会议服务，且价格统一。我们的服务团队设在美国纽约和北京。为更好地服务包括新浪微博、途牛、

58 同城，聚美优品和一嗨租车网等在美国上市内的几十家知名公司，美通社针对中国市场设立了双语团队。

 ·网络直播（支持 Windows Media Player 和 Real Player 两种默认的播放器）

 ·提供专属登陆网页包括您的企业标识、照片、文字和链接

 ·提供一年的存档

 ·本地双语客服团队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

 ·提供参会人员列表，包括完整的邮箱地址和机构名称

*案例展示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传播    如果您的企业在美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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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投资人会议

会前我们提供

 ·关于本次虚拟投资人会议的新闻通稿发布，邀请 

投资人和媒体参与实届时在线参与另发一篇会前 

通知的新闻稿发布服务，说明会议日程和您公司 

演讲的时间安排

 ·通过 BetterInvesting 将邀请函发送到达约

120,000 名投资人的邮箱。内容包含整日会议日

程和公司演讲的时间安排

 ·在 BetterInvesting 和其它中小型投资人关注的

门户网站上公布会议消息

 ·在 BetterInvesting 杂志和电子邮件中投放会议

广告

 ·在 MUNC Media 的投资者网络中投放会议信息

和公司与会的日程安排

会中我们提供

 ·提供一小时您公司的演讲和与投资人互动的专属 

时间段。在您公司管理层演讲期间，我们不会再

安排其它公司演讲

美通社虚拟投资人会议 (RetailInvestorConferences.com) 服务，可以帮助上市公司有效地触及中小型

投资者，同时省去公司的差旅负担及费用；每月展示 10 家上市公司。

* 虚拟投资人会议会场

* 参加虚拟投资人会议的公司展台：参展公司可上   
   传相关资料，供投资人浏览和下载，并可在线回答 
   到访投资人的问题

* 投资人休息室：投资人可在此与其他投资人就投资 
 策略、观点等进行沟通和交流

 ·投资人可以看到实时的演讲幻灯片展示，以及听  

到实时的演讲音频

 ·会前及会后，您公司的管理层可以“停留”在虚 

拟展台，回答投资人的提问

 ·您可以上传视频至专属您公司的“展台”，并提 

供投资人可以下载的资料，或是在展台等待投资 

人与您进行“在线聊天”

会后我们提供

 ·一篇会后新闻稿发布服务，内容包含宣布公司已经

参会，并邀请投资人与媒体访问在线的演讲存档

 ·发送一封电子邮件给 BetterInvesting 的投资人会

员。内容包含通知公司已经参会并邀请他们访问在

线的演讲存档

 ·提供投资人与公司在会上的实时互动记录

 ·提供参会投资人的参会统计数据

* 欲查看简要的视频说明，请访问：http://www.retailinvestorconferences.com/VRIC_opportunities.html

如果您的企业在美国上市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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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市公司来讲，重要的企业信息，包括财务和非财务信息，能够被广大

的投资者群体随时了解和领会，是获得良好企业估值的关键。越来越多的事

实和数字表明，出色的投资者传播早已不仅局限于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而

是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与新老机构投资者进行深入沟通和

互动。

机构投资者定向发布
Capital Market Visibility

面向高相关度的投资者群体的精准发布

 ·提升买方关注度：将信息发布至关注您所在行业或持有您同类型企业股的

买方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群体

 ·促进卖方活跃度：通过专业发布网络覆盖不同行业及地区的卖方分析师，

提高其对您企业的关注和推荐

 ·精准行业发布 

 

 

 

 

 

 

 ·精准地区发布：美国 欧洲 亚太

美 通 社 机 构 投 资 者 发 布 服 务 (Capital Market Visibility Package, 简 称 

CMV) 集合全球知名的 BigDough 数据库，不仅通过点对点的传播方式，让

您的企业信息迅速达到买方分析师、基金经理等目标受众群体，更通过多种

机构投资者长期关注的媒体及财经网站发布您的信息，进一步提升传播和互

动交流效果，帮助您轻松应对新的挑战。

通过整合的传播渠道实现企业信息的广泛发布

覆盖已有的和潜在的机构投资者群体、媒体记者、分析师；信息发布渠道涵盖：

 ·机构投资者信赖且广泛使用的金融信息服务，如路透、彭博、道琼斯等热

门财经媒体、网站、行业知名博客

 ·热门财经媒体、网站、行业知名博客

 ·业界流行的专业社交媒体服务，如 Seeking Alpha, Alacra Pulse, 

StockTwits 等

 ·各类专家投资建模服务，包括 FactSet, Capital IQ 等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传播    如果您的企业在美国上市

- 电信 - 传媒 - 工业设备 - 工业服务 - 石油天然气

- 汽车 - 物流 - 物流服务 - 旅游休闲 - 计算机硬件

- 纺织 - 化工 - 五金矿业 - 能源服务 - 生物科技 / 医疗

- 银行 - 保险 - 金融服务 - 健康服务 - 食品 / 饮料 / 烟草

- 建筑 - 建材 - 医疗器械 - 公用事业 - 耐用消费品

- 房地产 - 零售业 - 个人服务 - 软件服务 - 非耐用消费品

- 半导体 - 原材料 - 纸张 / 木材 - 航空 / 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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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社始终以帮助客户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为己任。选择美通社，您将获得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的编辑和客户服务

 ·本土化服务团队实时响应您的全球传播需求

 ·具有多年经验真正了解中国及全球媒体和受众特点的媒体关系团队

 ·品牌声誉和行业口碑确保您的信息更受国内及全球媒体和受众信赖

选择美通社
实现最佳企业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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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发布流程

注意事项

 ·客户（授权发稿人）将新闻稿以 word 附件格式发送

至 cnhubs@prnewswire.com， 并在邮件正文中

注明如下格式发稿要求：

客户（授权发稿人）撰写新闻稿
并提交至美通社

美通社通过电话或邮件与客户
确认发稿细节

美通社编辑客户新闻稿并以

* 邮件形式回复客户

客户通过邮件形式确认新闻稿

美通社按照客户规定的时间发布
新闻稿

客户收到新闻稿发布时间的
邮件确认

客户收到新闻稿发布
效果报告

Company name( 公司名称 ):

Source( 新闻稿消息来源 ) ：

Account number（美通社客户代码）:

Distribution Circuit(s)（发布范围） ：

Distribution Time:（发布时间） ：( e.g. 10:00 am, July 

15, US Eastern Time or right now )

Dateline City:（事件发生地或公司所在城市）:

Contact Information：Public/Media only? （ 稿 件 中 联

系方式对公众 / 媒体公开？）:

Photo to accompany the release:（是否伴随图片发布） 

Yes/No 

Photo Caption（图片说明）:

Special Instructions（特殊要求）:

(1)“Need final approval/No need for approval” 

（如“需要内容确认 / 不需要内容确认”）

(2) Is there any word count limit in your contract?

（** 在您与美通社签订的服务订单中，是否标明了发布

字数限制？如有请提供。）

 

( 确 认 本 篇 稿 件 的 联 系 人 信 息 ) For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his release, please call:

Contact Person（联系人）：

Phone Number（手机）:

Cell Number（电话）:

Email( 电子邮件 ): 

 ＊ 如果您在提交新闻稿后15分钟内未接到美通社的电话或电子邮件，请
致电+86-10-59539511

 ·对于不需翻译的急件稿，每 400 字需要 30 分钟编辑。如

发布财务报告，请至少提前两小时递交编辑部门。

 ·对于需要翻译、且涉及到中、英文之外语种的定时稿，请提

前一个工作日将稿件发送给我们，以确保翻译质量和终稿审

核。

 ·对于需要中英文之间翻译的稿件，请至少在发稿时间前 4 

小时将稿件发送给我们，以确保翻译质量和终稿审核。

 ·客户在购买美通社的服务前应与美通社签定服务订单，并及

时缴纳服务费用。

 ·因稿件格式需要，经编辑的终稿可能比原稿多 15 个字 / 单

词左右。

 ·若客户在美通社工作时间（周一早 6:30 到周六早 6：00）

外提交稿件，由美通社美国编辑部与客户联系。

 ·若客户在美通社工作时间外提交稿件，须以英文电子邮件的

形式将稿件提交至 cnhubs@prnewswire.com，由美通

社美国编辑部编辑与客户确认发稿信息。为了确保他们能以

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协助您发稿，请一定在电子邮件中提供

完整的发稿指示，提示如下： 

机构全名 (Account Name)

机构在美通社的账号 (Account Number)

 ＊ 如果您没有指定发稿账号，请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提供发稿账号。

如果您不希望对方以英文和您电话联系：

请 在 电 子 邮 件 标 题 中 注 明“Please confirm receipt with 

email”（请回复此邮件以确认收到新闻稿）。同时，请在

电子邮件标题中明确注明这是一篇需要发布的新闻稿（英

文： ________ (Company Name) Press Release for 

Distribution）。

 ＊ 您一旦确认需要在美通社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发稿，请提前一个工作日通知
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帮助您安排编辑进行处理。
 ＊ 如在您与美通社签订的服务订单中明确注明了发布字数，请勿必在发稿指
示中告知我们。如无告知且新闻稿发出后，出现新闻稿字数超出服务订单
中约定字数的情况，发布费用将按照实际发布时的字数来计费。

服务指南 Service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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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客户代码对于新闻稿发布非常重要？

美通社每位客户都有唯一的客户代码来标识客户身份和记录发稿信息。美通社

工作人员收到客户会员登记表后一到两个工作日内会为您提供一个专属的六位

客户代码。请您每次发稿时将此客户代码填写在发稿指示中。

为什么我需要提供详细的发稿指示？

为了避免在服务过程中产生误解，请您在发稿时注明发稿指示。如果您未在邮

件中提供准确的发稿指示，您的稿件有可能会被延时或错误地发送。

 ＊ 重要提示：在没有和您确认发稿指示上的信息之前编辑不会处理您的稿件。

新闻稿一定要在得到我的内容确认之后才会发出吗？

A: 如果您不需要内容确认而编辑又无实质性改动时，稿件将直接发布。 如果您

不需要内容确认而编辑有实质性改动，编辑会将改动后的稿件送您确认。 如果

您需要内容确认，无论是否有实质性改动，编辑都会将最终稿件送您确认。 送

给您进行内容确认的稿件一定要得到您的批准后才进行发布（美通社销售不能

代您批准）。在得到您内容确认之前，编辑不能发出您的新闻稿。

 ＊ 重要提示：内容确认不同于发稿指示确认。

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稿件发布的效果反馈 ?

如果您的稿件是发往大中华地区，我们会在稿件发出两个工作日后提供一个网

络链接报告。但请注意，对于发往中国大陆地区的英文稿件将不会提供网络链

接报告。

如果您的稿件是发往美国，我们会在稿件发出 2 小时后送给您一个由系统自动

生成的链接报告 –Visibility Report。该链接报告仅仅罗列了部分刊登您稿件的

网站，更多的结果可以通过 Google 等搜索工具查询。

为什么我要提前告知美通社授权发稿人信息？

为了保证您公司的信誉和安全，只有通过您授权的人员可以发布新闻稿件。任

何来自非授权人员的新闻稿件将被拒绝处理。因此授权发稿人名单的及时更新

相当重要，这也是对您公司安全负责的保证行为。

全球新闻发布需要多久时间？

总字数在 400 英文单词以内的新闻稿一般需要 1-2 个工作日进行当地语种翻译。

如果您需要全球各时区同步发布当地语言版本新闻稿，请于发布前至少 3 个工

作日向美通社编辑部提交稿件，以便留出翻译时间。

客户 FAQ

A:

Q:

Q:

Q:

Q:

A:

A:

A:

A:

Q:

Q:

A:

 ＊ 更多FAQ，请扫描此二维码阅读，
或登录美通社中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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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条款

1、美通社客户应为正式在中国注册的法人实体和组织。客户对提交的所有

新闻和其它信息的内容和精确性负有全部责任。客户声明并向美通社保证： 

（1）客户有权发布向美通社提交的信息和文件；

（2）客户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

（3）客户提交的信息或文件不能含有淫秽、中伤他人、诽谤性或其它毁坏名

誉、虚假性或误导性内容，也不能侵犯他人的版权、私隐权、公开权或

其它权利。因客户违反前述声明和保证或因客户提供的文件内容或性质

和其它信息而引起的任何和所有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成本和支出

（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客户必须向美通社、其联营公司和发行商在内

的第三方做出赔偿，使其免受损害。  

2、美通社保留在必要时否决或修改文件或其他信息的权利。会员授予美通社

在全球范围内、永久免版税地对会员提供的内容进行复制、发布、翻译、存

档以及演绎创作的许可和权利。

3、美通社努力做到快速、准确地发布所有经手的新闻稿和其它信息。一旦发

现任何美通社疏忽造成的错误，美通社会立即进行修正，无需额外费用。这

是美通社要承担的唯一责任。美通社对因任何不在其合理控制范围内的原因

（包括但不限于天灾、政府行为、战火、恐怖主义、内乱或劳资纠纷）所导

致的任何延迟或违约行为不负有责任。

4、美通社不保证也不确保美通社服务不会出现人为失误或机械故障造成的错

误，包括遗漏、中断、延误、损失或缺陷。美通社不会就其服务作出任何明

确或暗示保证，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平面出版或广播的可销性或适用性的保证。

美通社和其联营公司对客户的责任应限于客户支付费用的退款，美通社或其

联营公司概不承担任何间接的、相应的、特殊的、惩罚性的或偶然的赔偿责任。

5、所有经由美通社传送的新闻稿和其它信息必须含有客户提供的联系人名字

和电话号码以及可明确识别的消息来源。消息来源必须是使新闻具有合法性

并对内容负责的客户名，而不是代表客户的任何机构。

6、美通社可能停止向过期账户提供服务。美通社可能对逾期未付款项加收最

低 1.5% 的月利息或法律许可的最高利息以及包括美通社或其代理商产生的

律师费和成本在内的托收费用。美通社保留向 (1) 任何与会员或会员内容有

关的监管要求或传讯可能产生的任何成本收取合理费用；(2) 对任何向美通社

提交后但未发布的会员内容收取处理费的权利。会员负责及时更新其资料，

其中包括联系人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

7、美通社的编辑方针之一就是每篇新闻稿必须通过消息来源审核流程。在经

由美通社传送任何新闻稿之前，美通社必须和一名已知的客户联系人进行沟

通。如果提交新闻稿的这个人（发稿人）并非通常情况下的联系人或者在注

册账户上没有提及，那么这篇新闻稿将被延迟发送，直至美通社可以确定发

稿人可以完全代表其所在的公司。有鉴于此，请在《美通社会员登记表》上

填写所有经授权可以代表您所在公司发布新闻稿的人员信息。如果发生某人

不再被允许代表您所在公司发布新闻稿或有其他人被允许可以代表您所在公

司发布新闻稿的情况，会员全权负责并务必立即通知到美通社。

8、一旦向美通社提交文件和 / 或其它信息，或为美通社服务付款，客户就表

明同意前述服务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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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在伦敦、香港和上海三地上市的航空公司，国航需要向公众传播

自己的品牌和价值。利用美通社的全球发布平台，国航实现了在全球主要市

场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发布。美通社团队的精诚努力为国航品牌认知度

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期待双方能有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携手共

创美好未来。”

“每时每刻，沟通世界。对于中国企业 PR 而言，美通社不仅仅是简单的商

业伙伴，更是助力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舞台的扩音器。当中国企业开始以世界

为舞台，信息的有效传播更变得越发重要，对于正在国际化道路上快速迈进

的北交所集团而言，与美通社合作开启的是一个中国产权行业的大航海时代，

一个双赢的大格局。”

“随着酒店行业的竞争进一步升级。市场发展要求企业针对公众和目标消费

群体进行更加快速、高效的信息传播。美通社的新闻稿和图片发布服务，成

为了喜达屋快速传递企业资讯、提高品牌曝光的助推器。我们对美通社 4 年

来的服务表示感谢，也期待双方能在未来更加深入地合作。”

 

“非常感激美通社能够及时准确的将我们的发展动态传播到欧美、香港等境

外媒体和投资圈，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传媒、专家和投资者的关注。”

                                     

             

“作为一家超过百年历史的德国认证‘老店 ’，TÜV 南德意志集团除了追求

在中国的成长外，更重视的是稳定长远的发展和严谨专业的品牌形象。随着

市场供需变化，认证行业也越发重视市场营销与专业销售团队的建立。从基

础的数据导入、专业的市场调研到活动策划、活动执行以及媒体曝光，认证

行业的市场活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几年，通过使用美通社的专业成熟的

传播服务，TÜV SÜD 在中国的媒体曝光已成为业界领先企业。” 

“美通社的多媒体新闻稿发布服务，帮助我们的客户广泛触及了亚太及全球

的目标受众，既实惠又有效。如果大家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好的媒体传播

效果，我推荐使用美通社。”

                                 

“美通社团队为我们提供的全方位传播和信息披露服务，包括 Edgar 电子存

档、XBRL、财经排版和印刷、新闻稿发布以及网络直播服务等。不同产品

部门之间保持着专业而高效的合作，即使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也能给予客户

有价值的建议，很值得信赖！”

“反应迅速尽职负责，态度亲切沟通及时。我们非常满意美通社的服务。”

客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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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产权交易所

— 喜达屋酒店与度假村国际集团

  —优酷网

—TÜV 南德意志大中华集团 

—58.com

——科闻 100 (Text100) 

 —DEC Public Relations



   We Tell Your Story to the World    37

媒体报道

“... 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出现的一些信

息披露方面违规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没有得到专业有效的咨询顾问服务

而产生的。尤其是在信息披露方面，无

法做到与其在中国国内的信息披露以及

与企业发展状况完全同步，从而造成了

信息披露违规，这使得美国的投资者不

能完全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也正是导

致法律诉讼的根源。...

... 中国企业在上市时往往只需要将信息

披露到指定的报纸、杂志、网站等相对

有限的信息发布渠道，而投资者通常会

通过不同的渠道来接收信息，这就造成

了投资者获得信息的渠道较狭窄。在美

国，很多上市公司会聘用多个服务商或

者通过综合型信息披露服务商如美通社

来进行信息披露，比如在报纸上发布新

闻稿，在投资者关系网站上发布信息，

在电视上播放提供视频，甚至还会利用

社交媒体。...”

中国企业海外上市

需谨慎 信息披露违规

或将遭遇诉讼

《中国证券报》

With China's fast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ress release distributors has 
started to shift the focus of its service to social and mobile 
media.

"Previously if people wanted to receive press releases, we 
normally did it via e-mails or phones, but now with a lot 
of people using social media and mobile media, we have 
started to grow our presence in blogs, weibo (micro blogs), 
search engines and mobile devices," said Ninan Chacko, 
CEO of PR Newswire,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Beijing.

…Headquartered in New York, PR Newswire has offices in 
16 countries and sends news to outlets in 135 countries. In 
the past 12 months, its global revenue has hit $315 million 
and generated around 22 percent profitability.

…In China, one of PR Newswire's key groups of clients is 
technology start-ups who want to publish press releases 
on mobile phones or the Internet. Also, there are many 
technology companies who use PR Newswire before an 
overseas listing. In 2004, a year before China's largest 
search engine, Baidu, went public in the US, it went to PR 
Newswire to distribute press releases in China and the US.

…"PR Newswire works as a vehicle for Chinese companies 
who want to go public in the US, as we have an extensive 
network there," says Chacko.

…Many Fortune 500 enterprises in China, such as IBM, 
Microsoft, Honeywell and Adidas, use PR Newswire 
to build up domestic branding of their products, and 
multinationals such as Wal-Mart and Unilever use it for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mpaigns in China.

News release: Major goes micro

China Daily

在媒体大变革的局势下，美通社对于受众群的信息

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用户依然通过我们的平台

与他们的目标受众进行信息交流，但是信息形式更

加多元化，文本、图片、视频或手机应用等更多的

元素出现在发布的内容中。而且，发布平台不仅仅

只是媒体和报刊，还通过更多 “有影响力的博客”

和“有影响力的人群”。

这些多元化的信息将主要通过“影响力的博客”和

“有影响力人群”传播，同时也有另外三类传播方

式：第一类是“有机搜索”。谷歌、百度对各个网

站的 PR 值 (Page ranking) 进行排名，谷歌本身

分数最高为 10 分，美通社的是 8 分，而大部分企

业的页面排名成绩都在 8 分以下，所以这些企业可

通过美通社的平台发布他们的新闻，来获得更高的

搜索可见度和内容可信度。第二类是“社交网络”。

美通社在各个社交网站有自己的受众群，客户可以

借用美通社的社交网络发布他们的企业新闻。 第三

类是“多层传播”。我们自己的网站在全球有超过

10000 家合作网站，在中国也与 3000 多家网站有

合作关系。客户在美通社网站的发布新闻稿的同时，

在一些合作网站上也会登出同样的内容。这些内容

会出现在网页的编辑内容里而非在广告页面内。 

新媒体传播下的公关变局 

《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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