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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自2000年9月发行以来，为全美12万华商和300万华人华

侨广泛而深入的了解美国社会经济，以及美国法律、税务、金融、

保险、置产、医疗、教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提供最实

用的学习指导，并为新来美国的华人华侨在美留学、投资、创业、

购物消费等提供指引。

2010年底，《美国通》面向中国中央政府机构、中国各城市市长、

招商引资机构、侨联侨办、教育机构、大型企业、协会商会、国内

富豪等群体，与美国同步发行。

地址：8407 Central Ave., Newark, CA 94560
电话：800-655-9870 传真：888-315-0388
网址：www.how2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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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发行对象名录
中美直邮名录

中国名录清单  数量 

亿万富翁 21100 

中国商贸进出口企业  20452

中国各省市行业协会  7936

职业培训机构  5564

中国上市公司 2459 

移民留学政府及中介机构  2367 

全国私立高中和大学校长  2317

中国主流媒体机构  2263 

省市、百强县经济开发区  1321 

全国工业园区 1321 

风险投资公司  1060 

中国品牌1000强 1000  

全国大学的就业指导中心 986 

中国五星级酒店  660

房地产开发商 629 

中国省长名录 32

中国风云人物 100

中国500个市长名单 608 

中国县长名单 2280

中国大型美资企业 604

中国五百强企业 500 

省市级旅游局 466

省市、百强县商务局长   426

政府招商引资机构   318

B2B网站 280  

全国英语培训机构 271 

大学科技园区   195

各省、市的贸促会 115 

国家级商会  104 

中国连锁100强企业 100 

EMBA学院  67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67 

省人事厅、专家局，引智

办 
57  

全国各地侨办侨联侨社 56 

各省教育厅  49 

海外联谊会  40 

国务院组成部门 28 

国家行业协会会长 27 

中国顶级会所  12 

美国驻中国领事馆  7 

中国名录合计 　  7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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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群体概述：

《美国通》在中国的读者群包括中国中央政府机构、中国各城市市长、招

商引资机构、侨联侨办、教育机构、大型企业、协会商会、国内富豪及投

资移民人群等。

在美国，读者群包括美国各州商务部、各州教育机构、大学及全美华商。

目标影响群体：

● 中国大陆6万亿万富翁

● 中国大陆96万千万富翁

● 中国大陆270万资产超过六百万的富人

● 401万留美华人

● 2200万计划移民美国的中国人

读者分析

硕士及以上

本科

大专

其他

《美国通》受教育程度

向海外拓展的个人和留学人员

国内外向型企业、

及中国500强企业

国内外涉外机构、

各地政府及招商引资单位

其他英文国际华人华侨

全美12万华商、300万华裔

《美国通》受众行业类别

读者群

《美国通》在中国的读者群包括中国中央政府机构、中国各城市市长、

招商引资机构、侨联侨办、教育机构、大型企业、协会商会、国内富豪

及投资移民人群等。

在美国，读者群包括美国各州商务部、各州教育机构、大学及全美华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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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贸中心专家库更多详情参见www.How2USA.com

James Cai
Attorney for 
L-1 Visias

James Dy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Consultant 

Jenny Chang
I n v e s t m e n t 
& Financial 
Advisor

Joyce Tso
CPA, Investment 
&Tax Advisor

Helen Li
Real Estate Agent

Tyler Morley,  Real Eastate Assesst Management
Jacob Alpren,  Attorney,  Business Laws
May Ho,  CPA, Accountant & Tax Advisor
Robert Liu,  Real Estate Agent
Helen Du,  Real Estate Agent

Marco Fung,  Architect, Building Design
Tang Design,  Architect, Construction & Building
Edward Lam,  Financial Advisor
Stephen Kho,  Financial Advisor
Elsie Wang,  Financial Advisor 

广告投放 

内容服务

《美国通》的读者主要为高级政府官员和消费能力极强的商务人群，他

们要么身份尊贵，要么财力雄厚，注重生活质量和品味，是招商引资、

投资、移民、留学及奢侈品和商业服务机构理想的广告投放媒体。

《美国通》通过多个专题栏目为中美两地企业、华人华侨、政府机构等提

供全面的资讯介绍、信息分享和平台服务，提供中美两地最具吸引力的第

一手宝贵资讯和重点推介项目，帮助读者掌握最新的投资、留学、移民等

发展趋势。

            近期主要包含：

● 美国房地产市场剖析   ● EB5投资移民政策解读    

● L-1跨国公司高管签证详解    ● 赴美留学流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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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采用直接邮寄、指定派发和订阅等渠道发行。全美总发行量达到12万

份，每月邮寄发行量为20,000份。在中国将采用直接邮寄方式，预计发行量为

3万份。

发行方式

栏目介绍

栏目名称 栏目定位

投资美国
美国楼市、商业楼盘行情分析，提供最新、最有力楼市投资资
讯

移民美国
EB-5,  L-1 等移民法律、案例分析，最鲜、最实用移民资
讯速递

留学美国

为留学美国提供指南
推荐项目包括：美国中部本科大学在加州的分校办理转学手续
及迁移安顿；
与中国江西财大、厦门大学联合办学，MBA美国实践课堂

硅谷·旧金山
关于美国高科技类信息、硅谷企业、湾区地产、旧金山城市文
化、新兴华裔政治力量、唐人街效应

好莱坞·洛杉矶
介绍美国电影、音乐、艺术与大众文化、新兴的中国城、洛城
的中国影响力、洛杉矶城市文化

华尔街·纽约 关于美国股市、经济类新闻集锦、纽约城市文化

美国商机
挖掘美国商机，搭建中国工业园区与美国城市互动桥梁，互惠
互利

美国生活
介绍考驾照、办理孩子入学、银行开户、日常购物、如何请保
姆等美国生活资讯

美国旅游 介绍美国风景名胜及高档休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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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尺寸:

■ 发行量：广告价计算基数45,012;总发行量：120,000

■ 指定版面：在原价之上加收20%，预定版位后恕不能取消  

■ 截稿日期：每月15号截稿

■ 付款方式：预付广告费或支票（需通过信用评估）

■ 夹插广告：客户可提供预先印好的广告宣传资料进行夹插，欢迎洽询详情   

■ 销售热线：电话：1-800-655-9870(美国)      86-755-82282882(中国)

页面规格及裁切信息：裁切规格为8.25*10.75" 整装版，页面若2栏，

其规格为每栏3.125"宽，若3栏，其规格为每栏2.125"宽。

印刷工艺：胶版印刷。

数码文件格式：eps.tif.pdf 

《美国通》广告价目表2014

四色内页广告 1期/每期 2期/每期 3期/每期 4期/每期
整页 $9,950 $8,955 $7,960 $6,965 

1/2页 $5,473 $4,925 $4,378 $3,831 

1/3页 $3,781 $3,403 $3,025 $2,647 

1/4页 $2,985 $2,687 $2,388 $2,090 

封面广告 1期/每期 2期/每期 3期/每期 4期/每期
封面 $49,750 / /  / 

封底 $29,850 $26,865 $23,880 $20,895 

封2 $24,875 $22,388 $19,900 $17,413 

封3 $19,900 $17,910 $15,920 $13,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