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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综合传媒集团 



朝鲜电视

新闻数据库

数字资讯流通

COOK APP

TCN MEDIA

朝鲜日报
媒体研究所

方一荣
文化财团

朝鲜IS 传单广告代理韩国媒体业的佼佼者朝鲜传媒
集报刊、电视和互联网于一体
形成全媒体格局实现跨越发展

朝鲜经济i
Chosun Biz 

知识衔接中心

教育朝鲜

少年朝鲜日报

趣味横生的学习

学习型冬/夏令营及留学业务

儿童图书等出版业务

国家公认汉字考试

数码朝鲜日报

体育朝鲜

体育朝鲜

HIGH CUT

朝鲜日报社

Textore(电子书店)

NIE(报纸参与教育)

健康朝鲜

健康朝鲜

医疗保健门户网站

Vita Books
mtree.kr

朝鲜杂志

朝鲜
Newspress 月刊朝鲜

周刊朝鲜

TOP Class
朝光印刷

女性朝鲜

Economy Plus
山

健康生活

Chosun N Book

朝鲜传媒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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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朝鲜日报发行 周刊朝鲜创刊 发行量位居第一

月刊朝鲜创刊

女性朝鲜创刊

体育朝鲜创刊

数码朝鲜日报设立

朝鲜News Press设立

朝鲜杂志设立

朝鲜教育设立

健康朝鲜设立

朝鲜日报创刊90周年

朝鲜经济i开通

Textore开通 TV朝鲜开播

1990s1980s1974196819301920.3.5 2000s 2010 2011

TV朝鲜

朝鲜日报创刊



《朝鲜日报》能走过创刊近百年历史，离不开一如既往长期支持《朝鲜日报》的

各位读者。《朝鲜日报》和世代相传的读者们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 《朝鲜日报》

凭借报纸的强大竞争力，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已成长为旗下拥有电视、数字媒

体、出版等各领域子公司和众多用户的综合传媒集团。

在变化多端的媒体环境下，互联网上真假难辨的信息和谣言层出不穷。但朝鲜

传媒在这种混乱的时代变革中，始终秉持“恪守客观性”的媒体理念，进行公正真

实的报道，展开深入的分析和诠释，提出明辨是非的观点，为赢得读者不变的厚爱和支持付出了不懈的

努力。 这就是朝鲜传媒集团所追求的“高价值新闻理念”。我们相信只有把传递独树一帜的信息的自

豪感，与读者们对《朝鲜日报》的信赖和支持相结合，朝鲜传媒集团的真正价值才会发出更璀璨的光芒。

现在，媒体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而朝鲜传媒走在了“媒体融合时代”的最前沿：通过多平台

“Cross Media”服务，形成报纸、互联网、无线通信、电视联动组合传播形式；推出“朝鲜日报应用”，

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户提供随时随地贴身的服务；开通了“朝鲜商务网”，向用户传递最新最精辟

的财经、商务资讯。

朝鲜传媒还在全球率先推出了“手机智能报”，能让用户通过智能手机查看报章新闻；开通电子书

店“Textore”，以便读者利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下载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2011年12月，有线电

视综合频道“TV朝鲜”成功开播，朝鲜传媒已发展成集报纸、电视、互联网为一体的名副其实的综合传

媒集团。

《朝鲜日报》创刊以来始终站在读者的立场，提供人性化的信息服务，朝鲜传媒集团今后也将虚心

聆听读者的意见和批评。在即将迎来创刊100周年之际，朝鲜日报作为综合性传媒集团，将为吸纳各年

龄段、各阶层读者和受众而竭尽全力。感谢你的关爱，祝愿各位身体健康、幸福美满。

朝鲜日报社社长  方相勳   

社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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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报以优质的内容
回馈读者的厚爱和信赖



韩国最具影响力
最权威的朝鲜日报

《朝鲜日报》是韩国发行量最大、读者数量最多的综合性日报,数十年

来不断地巩固其韩国媒体的领军地位。从一般大众 到商界精英,《朝

鲜日报》广受各行业专家、领导者等主流人群的喜爱。如今,《朝鲜日

报》这个品牌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份报纸,而是囊括了网络、智能手

机等服务的多媒体平台,并着眼于开创 "一千万读者和用户" 时代。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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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每日阅读比率
资料来源|韩国Research,2011 High-end Index

High-end Index，是以高端人群为对象的
媒体使用情况调查

舆论领袖对新闻的满足度
资料来源|韩国Research,
2011 High-end Index

智能手机用户新闻应用使用率
资料来源|韩国广告主协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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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专业人员和各界精英等
主流人群最推崇的媒体

各家新闻网站月均独立IP访问   资料来源|Nielsen Korean Click

C网 1541.6360万

B网 1709.2984万

A网 1735.6709万

韩国数字媒体平台中的领导者

报纸发行量   资料来源|韩国ABC协会,2010

A报 131.493万份

B报 124.8503万份

C报 88.1317万份

D报 50.3525万份

E报 33.1965万份

《朝鲜日报》日均发行逾180万份,
是韩国民众最为喜闻乐见的一份综合大报

朝鲜日报网 1750.3685万朝鲜日报 181.112万份



朝鲜日报为读者提供最具深度和广度的资讯。政治、社会、经济、理财、教育、健康、

文化、体育、娱乐等,这里有你所需要的准确、实用的资讯。

朝鲜日报引以为傲的一大优势,

就是优质教育信息。本报为父母提供

子女教育资讯及育儿信息,教授学生有效的学习方法,内容详实。

如果将朝鲜日报提供的教育信息整理汇总,就能显著提高教育质量及学习效率。

前沿资讯之精品

寓教于乐之典范

从经济、产业、企管新趋势，

到投资理财宝典,朝鲜经济为

读者提供兼具深度与广度的财

经资讯。   

"Why?"   ——话题人物专访、焦点事件透视,

能让您的周末更加妙趣横生。

"Weekly BIZ" ——韩国首个高端周末经济

专版,通过优质信息与您分享企业及个人的

成功战略,助您全盘掌握全球经济动向。

涵盖了包括幼儿教育、体验学习、

专门高中入学、大学入学、留学等相关信息,

全方位满足不同学龄者的需求,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随着人们对影像传媒的依赖,

对"去文字化"的隐忧也逐渐产生。

为了未来的主人翁,

朝鲜日报还开设了面向小学生读者的专版。

"宠物小精灵汉字王"、"小恐龙科学之旅"、

"儿童英文经典童话",

这些深受小朋友喜爱的专栏

每日更新不同主题。

"Health" 为您提供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Magazine+2" 让您的户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M" 专版让您在投资理财方面更上一层楼; 

"W" 专版与您分享最前沿的购物及生活时尚

潮流资讯。周一至五每天不同的特色板块,

让您轻松搭载多元化、个性化的 "资讯列车"。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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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报财经专版——
朝鲜经济

高端精品周末版

周一至五多元化专版

“报纸老师”专栏

教育专版



朝鲜日报的记者、摄影师、美术编辑等采编团队，

都是由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才组成。每天早上为读者开启更清新、

专业的新闻之旅。朝鲜日报团队的每个成员都阅历丰富、实力雄厚。

他们总是力争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体现读者至上的职业精神。

作为韩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报纸，朝鲜日报也离不开尽职尽责经验丰富的记者编辑。

在新旧媒体融合的时代，本报记者团队的实力得到更全面的彰显。军事专门记者庾龙源，

通过其个人网站“庾龙源的军事世界”向用户提供军事资讯，该网站日均访问量突破10万人次。

传授朝鲜日报骨干记者文笔和经验的“新闻写作讲座”也受到读者们的热切关注。

一流人才, 高端报纸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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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朝鲜日报读者服务的门户网站 "Morning Plus" 

不仅免费提供各种优惠信息,还举办适合各年龄层读者的丰富多彩的活动。

朝鲜日报一直为读者的幸福而竭尽全力。

Morning Plus   
为读者提供优质会员服务  

morningplus.chosun.com
从自我发展与子女教育信息，到各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邀请活动,

Morning Plus为您提供全面而丰富的资讯。

小学英语、汉字教学

通过卡通人物和漫画故事有趣地

教授英语和汉字,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

成人外语讲座

开设国内顶级语言讲师的英语、日语、

汉语讲座平台,

为繁忙的现代人提供一种系统学习

外语的机会。

电子书

通过抽签方式每月向用户免费

提供新出版的图书。

人文ㆍ科学讲座

Morning Plus开设各种视频讲座。

用户可以从中学习人文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等综合性的基础知识。

奖励优惠活动

每月举办30次以上面向读者的优惠活动,

包括邀请读者参加各种展示会、演出、

演讲会以及赠送奖品活动。同时还向

非本报读者提供免费订阅的机会。

品质

12·13



日本帝国主义1910年强行掠夺国权后，以韩国自主创办的第一份

民办报纸就是《朝鲜日报》。《朝鲜日报》在日本侵占时期全力

以赴救国救民，在光复之后又致力于奠定国家的基础，以及为发

展效力。在这个被形形色色的观念所遮蔽，各阶层矛盾日益深化

的21世纪，《朝鲜日报》仍继续为国家指引方向，并促进沟通与

和谐。

社训

朝鲜日报的社训诞生于日治时期1933年4月，是由时任社长、抗

日志士曹晩植先生和方应谟先生的主导提出的。虽然后来时代发

生变化，但这一社训一直是朝鲜日报不变的理念和目标。

正义拥护  伸张政治、经济、社会正义

文化建设  为发掘和发展民族文化做出贡献

产业发展  为奠定经济基础和促进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不偏不党  保持中立价值，不持“左”或“右”的立场，不受外

部压力干扰，保持独立性

为国家和民族指引方向的报纸

1963年  3月17日   抗议军政府审查社论, 连续12天

发行没有社论的报纸

1964年 6月 25日   韩国战争爆发14周年之际开

展“百万人签名送还被北绑架者

运动”

1964年 8月 31日   朝鲜日报编辑部记者通过“停止

对本报发行人施压”的决议, 抗

议政府就反对《媒体法》的四家

报社采取报复措施

朝鲜日报于日治时期开展了最大规模的民族启蒙运动“文字普

及运动”。当时发行的韩文原本等三种韩文教材2011年被登记

为文化遗产。这是媒体公司收藏的历史资料首次被登记为文化

遗产。

本报“文字普及运动”教材

被登记为文化遗产

1971年4月17日   朝鲜日报编辑部记者通过《媒体自由宣言》, 

抗议政府对媒体的过度干涉

为伸张正义呐喊，
为产业发展添动力    

1927年  2月 15日   主导成立抗日组织“新干会”, 

开展“六大恶法”废除运动

1929年  3月 22日      开展“文字普及运动”和“生

活革新运动”

1935年 12月 21日   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韩文教育

废除运动, 在全国发放10万册

韩文教材

朝鲜日报1920年3月5日创刊后，在日本侵占时期与殖民政权抗衡，积极发出韩民族的声音，因此而四次被停刊，

稿件被没收多达471次，是在韩国报纸中遭到了最大迫害，饱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之苦。

虽然困难重重，朝鲜日报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战胜了时代的苦难，奠定了百年历史的基础。

韩国近现代历史中
百折不挠傲然屹立

197019601950194019301920.3.5 1980 1990 2000 2010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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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众发声，为抗日奋斗

1920年   3月 5日   《朝鲜日报》创刊

           4月28日   因指责大韩帝国王族被迫与日本皇

族联姻,在出版四期后首次被朝鲜总

督府没收。

           8月27日   评论《自然之化》指责日本警察残

酷镇压民众,作为民办报纸首次被

停刊 (第一次)。

           9月 5日   停刊解除三天后, 登载题为《愚劣的

总督府何故迫令停刊》的评论,再遭

无限期停刊处罚（第二次）

1925年   9月 8日   社论《朝鲜和俄罗斯的政治关系》

被指煽动了民众对日本侵占朝鲜的

不满情绪,遭无限期停刊处罚(第三

次)

1928年  1月 25日   因社论中指责日本殖民政府苛刻的

服刑制度,主编、编辑被拘留

          5月  9日     因指责日本军队向山东半岛出兵的

报道而被停刊133天(第四次)。主编

再次被拘留。

1936年 3月25日   因社论《教育朝鲜的

悲剧》抗议韩日学生

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而

遭到制裁。

1940年  8月10日     按日本政府6923号指令遭停刊。自创刊20年以来，

共遭4次停刊、471篇稿件被没收

1945年 11月 23日    日本战败投降，本报停刊5年3个月后再复刊发行

1945年 12月 27日    通过社论《反对国际托管》，引领民族主义阵营

反对接受国际社会委任统治

创刊

1992年 6月 19日 开展“减少垃圾”环境保护活动

1993年 3月 20日 在韩国媒体中首次引入“媒体监察人”制度

1994年 6月  3日 获得联合国授予的环境奖

1995年 3月  5日   通过“产业化落后, 信息化要领先”运动主导IT革命

1996年 3月 18日 开展Kidnet运动, 在少年儿童当中推广互联网运用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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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起林
学艺部长

在职期间 | 1930年至1940年

在日治时期, 朝鲜日报作为
民办报纸首次公开招聘记者, 
他是第一批被录取的记者。
作为现代主义的诗人, 创作
了《大海与蝴蝶》、《气象
图》等著作。

韩龙云
诗人兼小说家

在职期间 | 1935年至1940年

在朝鲜日报发表小说连载
《黑风》、《薄命》, 并翻
译《三国演义》, 直至1940
年8月停刊。朝鲜日报被停
刊后，以《笔杆断了, 
万事休矣》一诗表达了悲愤
之情。

廉想涉
学艺部长兼总编辑

在职期间 | 1921年至1931年

在日治时期发表了现实主义
文学巨作《三代》连载, 在
当时几乎撰写了《朝鲜日
报》刊登的所有小说。

沈熏
电影专栏记者兼小说家

在职期间 | 1928年至1931年

朝鲜日报电影专栏记者。
启蒙小说《常绿树》
的作者, 又是名诗《如果那
一天到来》的作者、电影
《黎明》的导演。

1924
李商在
第四任发行人

在职期间〡1924.9.13-1927.3.25 

"少吃一顿饭不会饿死,
但报纸一天都不能停刊"

1931
安在鸿
第六任发行人

在职期间 | 1931.7.25-1932.4.22

"一味的悲伤无济于事，要振作
起来，下定决心，不懈努力"

1932
曹晚植
第八任发行人

在职期间 | 1932.6.15-1933.7.18

"支持国货, 革新技术, 
才能阻挡外部势力的入侵; 
民众要团结一致, 不要因地
缘因素而发生分歧"

1933
方应谟
第九至十一任发行人

在职期间 | 1933.7.19-1953.8.27

"当前朝鲜最迫切需要的是教
育。报纸具有最普适的社会
价值和现实意义, 是最大的
教育机构"

上世纪日治时期，朝鲜日报早期奠基人、爱国先驱们燃起启蒙的火炬，

为救亡图存、振兴民族而奋不顾身。不仅如此，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们也通过

朝鲜日报发表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美文，积极弘扬民族精神。

朝鲜日报不朽的风采 
——早期奠基人和爱国先驱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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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阶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本报进行“阶梯在消失”专题系列报道，对“天道酬勤”

的希望和社会活力正逐步减退的韩国社会进行深度分析；

“资本主义4.0”系列报道全面分析耀眼经济增长后的社

会阴暗面。两项专题报道解读日益加剧的阶层矛盾和社会

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促使政府、企业及全民意识的

觉醒。此外，本报推行的“青年就业工程”在短短8个月

内就创造了1万多个就业机会，被政府机构视为拉动就业

的典范。  

献爱心活动 

朝鲜日报对人民的责任意识不只限于报道，为弱势群体积

极开展扶危助困送温暖，形成有影响力的捐赠文化。代表

性的爱心工程有：“好邻居”、“才能共享”、“捐赠论

坛”。朝鲜日报的爱心跨越国境，惠及国内外弱势群体，

比如：脱北者、亚洲少数民族、非洲贫困地区的居民等所

有需要帮助的人。

教育活动
“学校升级”项目旨在改善公立学校的教学环境；“老师

是希望”项目向教师提供各种教育机会。这些项目为加强

韩国教育内涵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化活动
“客厅变书房”和“家中有画”活动以书籍和图画为媒介

加强了家人之间情感沟通；“路上的人文学”和“小社区

音乐会”为现代人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增添了色彩。

环保活动
“减少垃圾”、“拯救小河流”、“少用包装”等活动带

头呼吁保护环境，为子孙后代着想。这些环保活动还得到

国际认可，获得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全球500”

奖项。

社会公益活动

朝鲜日报积极履行媒体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不仅通过社会公益活动给社会每个角落带去希望之光，

还开展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和各种颁奖活动，

使社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放眼世界,回馈社会



朝鲜日报新春文艺（始于1928年）
“朝鲜日报新春文艺”致力于发掘独具感性与想象

力的新生代作家，是韩国青年作家的摇篮。

东仁文学奖（始于1955）
东仁文学奖，是以韩国现代文学先驱金东仁先生的

名字设立的文学奖，是为鼓励优秀中、短篇小说的

创作而设立的。评选对象是每年在韩国主要杂志上

发表的中、短篇小说。

韩国新潮文学奖（始于2007）
新潮文学奖旨在发掘兼具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特点的“

中间小说”(middlebrow fiction)， 鼓励作家的挑战

精神。征集老牌或新人作家的新作长篇小说。

纪实文学大奖（始于2008年）
纪实文学大奖旨在鼓励全民写作，倡导每一位国民

都“创作一本书”。朝鲜日报曾于2007年主导了提

倡全民阅读的“客厅读书会”运动。“纪实文学大

奖”的设立可视为“客厅读书会”的延伸。

李仲燮美术奖（始于1988年）
该奖项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纪念韩国历史上伟大的画

家李仲燮。每年颁发一次的该奖项授予创作能力出

众且前途无量的杰出艺术家。在李仲燮的作品中历

史与艺术价值融为一体，作品的这一特点成就了他

在韩国美术史上的显赫地位。

方一荣国乐奖（始于1994年）
该奖项旨在发掘优秀的国乐人才，促进韩国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方一荣国乐奖”是由朝鲜日报前任社长

方一荣设立的“方一荣文化财团”支持的。

朝鲜日报环境大奖（始于1993年）
该奖项是本报与环境部共同设立的国内最高规格的

环境奖项。在全国各大媒体机构当中，朝鲜日报最

早倡导环保理念。

青龙奉献奖（始于1967年）
该奖项授予那些为了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而默默奉献

的警察与普通市民，以表彰他们为声张正义而做出

的努力。

为国献身奖（始于2010年）
该奖项的颁发旨在表彰那些为守卫国家而身体力行，

为本职工作而鞠躬尽瘁的军人，以及效力于国防领域

的其他人士。“为国献身奖”由本报与国防部共同设

立于2010年。时值韩国战争爆发60周年，以及刺杀日

殖民政府第一任朝鲜统鉴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义士殉国

100周年。

年度教师奖（始于2002年）
该奖项旨在弘扬为人师表的涵养和职业精神，强调

尊师重教的传统。与本报共同设立该奖项的机构是

教育科学技术部。

朝鲜日报广告大奖（始于1967年）
这是韩国职业广告人与广告新人的一场广告盛会，获

奖者将有机会深入考察海外广告界，以及向法国嘎纳

国际广告节提交参赛作品。该奖项为新生代广告工作

者迈出国际化的第一步打造了有效平台。 

颁发奖项

青少年教育
朝鲜日报定期主办“青少年学校”、“师生体验游”等活动

在教育第一线强化素质教育的理念。本报邀请教师参加“日

本寻韩之旅”，唤醒他们新的历史认识与文化自豪感，帮助

他们在教育第一线进一步传授历史人文知识。   

各种表演及展览会
朝鲜日报支持传统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会、海外著名画家特别

展、国内外各种演出等事业，努力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并促进文化交流，走在“国际化”时代的前沿。

体育赛事
“朝鲜日报春川马拉松大赛”，是为了纪念在1936年柏林奥运

会上夺得马拉松金牌的孙基祯选手而举办。该赛事自1946年开

办以来，现已成为韩国最高规格的马拉松赛事。2011年，该赛

事在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公路赛事等级评选中获评“金牌赛

事”。同样开始于1946年的“青龙旗全国高校棒球锦标赛”是

韩国最具权威和历史的棒球锦标赛。此外，由本报支持的“

全国高校足球锦标赛”至今也有近70年的历史了。

教育ㆍ文化ㆍ体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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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日，有线电视综合频道TV朝鲜以

“与众不同、独一无二”为宗旨，面向韩国观众正式播出。

朝鲜日报其强大影响力和91年历史成为TV朝鲜诞生的养分，

优质、强盛的媒体生命力还将通过TV朝鲜进一步发扬光大。

我们将以朝鲜日报的宝贵经验和智慧作为展翅高飞的原动力，

为成为韩国电视媒体的领导者而努力。

独到分析 独具魅力 独一无二
有线电视综合频道—ＴＶ朝鲜

独到分析的新闻

TV朝鲜的新闻持守客观的立场，冷静的态度，放眼

世界。摒弃“与我无关的无趣新闻”，读懂当今韩

国观众的诉求，并追求不会被大众人气动摇的新闻

理念原则，打造“独具魅力”的新闻资讯平台。新

闻节目由早间新闻《醒》、午间新闻《真》和晚间

招牌新闻栏目《刃》组成，将生动的新闻现场呈现

给观众面前，并不断推出富有冲击力的独家报道。

TV朝鲜时事访谈节目《版》以及形成报台联动组合

传播模式的《Why》，均被评为引领当今社会时事

话题的栏目。

独具魅力的电视剧

TV朝鲜的电视剧依托强大资源以及出类拔粹的节目

制作能力，给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动。这里没有

狗血电视剧，这里有充满亲情和感动人心的作品。

从开播初期的周末剧《拯救高凤实阿姨》到春节特

别剧《爸爸对不起》，每一部作品都深深打动了观

众，特别是《爸爸对不起》在那些综合有线电视节

目中荣登全体有线频道收视率第一。黄正民、金廷

恩主演的《韩半岛》是一部半岛统一假想巨作；《

求婚大作战》 是一部青春偶像剧，主角(俞胜豪)

为找回初恋而穿越时空。TV朝鲜启播后推出备受国

民高度关注的强档，翻开了电视剧的新篇章。

独一无二的文娱节目

TV朝鲜的综艺节目给观众带来笑声，而教育节目让

人在感动之余又多了几分思考。TV朝鲜推出魔术综

艺《Magic Variety Show》、《新概念速配男女》、

时尚节目《Style Show》等全新的节目类型，满怀

信心地提供高品质、丰富多彩的看点。



报纸｜朝鲜日报
○最多独家新闻、独特角度、

  独到分析

○为社会指引方向

○多元化、个性化系列报道与专版

互联网｜朝鲜日报网

www.chosun.com
cn.chosun.com

朝鲜日报新闻资讯和快讯，

以及朝鲜日报报系刊物的

内容等综合资讯载体

电视｜TV朝鲜

以独具魅力的新闻、

电视剧、文娱节目，

延续朝鲜日报品牌价

值的综合节目有线频道

在宽带与无线互联网带来“多屏融合”的N-Screen

时代，当今媒体为互联网、

电视及手机用户提供一源多用、

随时随地贴身的服务。在新旧媒体融合的时代，

传统纸质媒体朝鲜日报以独具创意的构

思与技术引领着媒体业的新潮流。

朝鲜传媒引领
N-Screen时代

综合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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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报刊杂志
朝鲜日报不仅仅是一份综合性日报，作为一个大型、

综合的媒体平台，发行10余种内容丰富的刊物，涉及

时事、女性、体育、经济、健康、文化等领域。

以多元化的各类报刊为基础， 将朝鲜日报报系媒体内

容进行数字化统合管理的平台也应运而生。

朝鲜日报构建资讯数据库 "C Place"(cplace.chosun.com),

将分散在各报系的新闻、照片、人物资讯进行统合

管理，面向一般大众和企业提供优质而系统的

资讯服务。 

TOP Class

一本有品位的生活休闲杂志。

让读者能近距离了解我们这一

时代的主流人群，分享他们的人

生与事业，梦想与哲学。

健康生活

精选各类健康资讯，

助你打造真正健

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朝鲜

囊括了丰富而有

深度的健康、

医学资讯的养生杂志。

山

介绍国内外著名山岳，

提供全面、系统、

专业化的登山资讯。

少年朝鲜日报

包涵丰富多彩的文化、

学习资讯、妙趣横生的读物，

青少年的良师益友。

体育朝鲜

在韩国最具影响力的体育、

娱乐报纸，广受青年读者及

体育爱好者喜爱。

女性朝鲜

提供丰富的生活、

文化资讯，是一本青

年女性不可或缺的月刊。

Economy Plus

助您全盘掌握经济类资讯

的优质月刊，是股票、经济、

投资理财的风向标。

月刊朝鲜

与读者一同纪录时代，

展望未来的政论刊物。

周刊朝鲜

颇具深度的时事周刊。

能让读者每周的新闻视

野更广阔。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应用
○在全球最早推出“智能报纸”业务，

  用户通过智能手机也能阅读纸面新闻

○在1年零8个月内移动应用下载量突破100万

电子书店｜Textore
www.textore.com
用户利用智能手机和平板

电脑下载阅读报纸、杂志、

小说、漫画和教育资讯等

100万种以上电子读物



朝鲜日报不朽的风采和历史传统，是韩国的媒体历史的缩影。在位于首尔

黑石洞的新闻博物馆“Newseum”，可以通过朝鲜日报的百年历史了解韩国的

传媒领域的历程，并真切体验基于高科技技术的报纸的未来，畅想新闻业界的发展蓝图。

朝鲜日报新闻博物馆                     

综合传媒集团

26·27

NIE教育中心

朝鲜日报开设NIE教育中心，为受众提供多样化、

系统化的读报教育。

NIE工程和专栏制作

面向教师和学生实施“报纸参与教育”，

并在NIE工程讲座中开发“订餐式”专栏，

把报纸引入学校课堂中。

学生记者辅导班

朝鲜日报骨干记者向青少年学生传授写作技巧和

采访现场的经验之谈。

一天记者体验学校

一天记者体验学校向青少年提供

媒体工作体验机会。

新闻辅导班

朝鲜日报骨干记者向成年人和大学生

传授丰富的写作技巧。

历史纪念馆

可以通过200多件历史作品和影像找寻与韩国历史共同成长的朝鲜日报百年

足迹。

新媒体馆

在这里您将看到融汇尖端科技的未来报纸的发展趋势。通过文字、网络、

视频等多种方式呈现的“智能化日常生活”也展现在眼前。  

培训中心

培训中心位于新媒体馆旁，面积超过130平米，面向企业和传媒机构开放。

在这里可以体验媒体历史，也能进行相关座谈会和教育活动。

随着影像媒体的普及，

当今青少年逐渐远离为培养思考能力和逻辑能力奠定基础的读写活动。

朝鲜日报将90多年来积累的知识经验拓展到教育事业，

致力于培养数字时代“有思想的孩子”。

教育事业
Newseum



联系我们 

朝鲜日报
洞察真实 彰显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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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ingplus.cho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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