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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登录

I.    终端安装

II.   登录

III.  获取帮助

IV.  设置个人信息

I.  终端安装

新华财经提供电脑版专业终端和手机APP

移动终端

1. 登录新华财经官网www.cnfic.com.cn

2. 选择“专业终端”进入电脑版终端下载
页面

3. 选择“移动终端”进入手机版终端下载
页面。或扫描二维码：

II.  登录

在您的电脑上：

1. 点击 “开始>所有程序>新华财经”

2. 输入您的用户名密码

III. 获取帮助

若出现无法登录或需要重置密码等情形，

请拨打客服电话4006123115，我们的客户

服务部门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勾选 “记住密码” 避
免下次登录时再次输入

4. 点击 “登录”

注：
• 用户名为您注册时所提供的邮箱
• 初始密码为“ Xinhua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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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设置个人信息

初次登录时，系统将进入个人信息录入界面，引导您设置个人信

息。其中“ * ” 为必填项，其余项目选填 。

选择是否绑定电脑。如无特殊需求，
请选择“否”，则可在多台电脑登
录。

如需修改个人信息，可在登录终端后按如下步骤操作：

1. 点击 “系统” 选项

2. 选择 “用户信息”

3. 进入个人信息管理页面

4. 修改信息，点击生效

修改密码或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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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页导航

I.    了解主页浏览器

II.   定制常用内容

III.  查找数据和信息

IV.  获取实时帮助

搜索框，支持代码、关键
字搜索

菜单栏，点击相应项
目显示下级目录

选项卡区域，标识已打开内容。
拖拽选项卡可实现分屏展示

关闭所
有页面

市场及
快讯滚
动条

按市场划
分的快捷
边栏

点击可更
改底部行
情信息

I.  了解主页浏览器

在线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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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定制常用内容

您可以将常用内容的快捷方式放置在 “常用” 选项卡。

1. 点击主页侧边栏 “常用”选项

2. 点击 “自定义”

3. 点选所需呈现的项目，可通过拖拽改变其顺序

III. 查找数据和信息

新华财经为您提供多种搜索方式，方便您及时、快捷的找到所需
内容。您可以：

- 通过首页横向或纵向菜单直接定位所关注内容

- 通过搜索栏搜索所需内容

- 使用新财搜

2.  在新财搜界面按代码快
捷方式搜索

3.  点击高级搜索，可设置
条件按关键字检索

1.  点击首页图标，
或按F2进入新财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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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获取帮助

在使用过程中，如遇到任何问题、或需反馈意见或建议，您可以：

- 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6123115

- 在终端中，按F1 键，联系在线客户支持人员

在线客户
服窗口

希望能得
到您的建
议与反馈

更多内容可登录:
www.cnf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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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浏览

新华财经依托新华社239个分支机构，为您提供全球市场7*24不间断

实时信息。

1. 点击资讯，按资产
类别选择相应内容

2. 切换资讯类别

3  按关键字搜索资讯 4.  点击标题展开正文，
标题新闻无正文。

5. 可点击收藏您喜欢的文章，
收藏后在“我的资讯” 中查看

6. 可以调整资讯字体大小，
或将全文翻译成其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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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查询

新华财经研究报告库，涵盖来自各金融机构的宏观、

行业、全资产类别的研究报告 。
1. 点击 “报告 ”，进入
市场研报页面

2. 选择研究报告
类型

3. 选择“全部研报”，
进入研报搜索界面

4. 设置筛选条件
点击图标收藏报告，收藏后的
报告在 “我的研报” 中查看

点击图标打开
PD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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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市场研报外，新华财经还

提供新华视角特色研报。
点击 “报告 ”，选择“新
华报告” 项下内容。

切换报告类型

可拖拽边框，缩
放阅读区域

可下载PD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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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查询

I.   经济数据查询

II.  财经日历

I.   经济数据查询

新华财经为您提供中国及

全球近50个主要国家的宏

观经济数据，及国内外超

过20个重要行业的行业数

据。

1.  点击“宏观”，选择“中
国/全球” 宏观数据库

2. 选择经济数据并双
击，所选数据在数据
窗口显示

5. 数据导出至excel

3. 可通过关键字搜
索所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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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期调整、图
形模式切换



II.  财经日历

以日历形式为您呈现近期即将公布的

经济指标，及各指标历史走势。助您

了解所关注经济区域的宏观经济状况，

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1. 点击”宏观”选
择 ”财经日历”

2. 选择国家及地区

3. 选择日期

4. 点击图标查看
历史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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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钢铁行业专题
专题数据

I.   钢铁行业专题

II.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

新华财经结合市场热点为您提

供热点专题统计数据，方便您

直观了解所关注领域的整体状

况。

2. 选择数据项目

3. 单击图标收藏
数据。收藏后在
“我的收藏” 显示

4. 功能按钮，可对数据进行导出、改变图
形样式等操作1. 点击宏观，选择 “钢铁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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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宏观，选择 “中国
宏观经济专题”

2. 选择数据

3 选择数据频率、时间
范围，并提取数据

4. 数据导出至excel

II.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

统计并对比热门、高关联度经济

指标，助您多方研判经济趋势、

预知市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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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市场

新华财经金融终端为您提供股票、基金的市场行情、新闻、公

告及市场信息。

I. 股票、基金市场资讯

II. 股票、基金市场公告

III. 股票、基金市场行情

IV. 股票、基金市场专题信息

V. 上市公司深度资料

I.  股票/基金市场资讯

II. 股票/基金市场公告

点击股票/基金，选择资讯内容

1. 点击“资讯”，选择股票/基金公告 3. 设置搜索条件

2. 选择公告类别 4. 点击图标展开PDF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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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股票/基金市场行情

1. 点击“股市”/ “基金”，选择相应行情，展开行情列表

2. 双击展
开个股图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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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股票/基金市场专题信息

新华财经专题为您提供股票/

基金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各

类统计信息
1. 点击股市/基金选择专题内容

2. 选择数
据类别

3. 可 以 通
过关键字搜
索数据

4. 保存数据至excel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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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上市公司深度资料

新华财经上市公司深度资料板块

为您提供上市公司基本面及财务

数据等信息

1. 点击”股票”选择 “上市
公司深度资料”

2. 可输入股票代码切换上市公司

3. 选择数
据类别

4. 点击浏
览相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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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收市场

I. 固收市场资讯

II. 固收市场行情

III. 固收分析工具

I.   债券市场资讯

点击 “固收” 选择快讯内容

II. 固收市场行情

─ 点击 “固收”，选择 “债券货币经纪商” 查看OTC市场报价

─ 点击 “固收”，选择 “债市总览” 查看交易所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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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债期限结构

1. 点击“固收”，选择“中证收益率曲线

2. 选择曲线类别 3. 选择日期 4. 图象功能键，可以设定图象的叠加和显示形式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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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

I. 大宗商品资讯

II. 大宗商品行情

III. 大宗商品数据

I.   大宗商品资讯

点击 “商品” 选择资讯内容

II. 大宗商品数据

新华财经为您提供涉及大宗商品供求、产量、储量、库存等基本面信息

1. 点击“宏观”，选择
“行业数据库”

2. 选择数据类型

3. 选择时间范围
4. 点击“提取
数据”更新视图

5. 数据导出至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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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大宗商品行情

新华财经提供国内外主要品种行情、以及上海金交所及经纪商黄
金报价

─ 交易所行情

─ 上海黄金交易所报价

1. 点击“大宗”，可见各类行情信息

2. 进入首页，选择侧边栏“商品”
界面，可见交易所、报价源的行
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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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纪商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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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

I. 外汇市场快讯

II. 外汇市场行情

I.  外汇市场快讯

─ 外汇市场快讯

进入首页，选择侧边栏 “外汇”界面，可见外汇市场信息

─ 交易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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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外汇市场行情
点击 “外汇”， 选择汇情信息

切换价格信息

新华财经为您提供人民币中间价等外

汇价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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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除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市场指数之外，新华财经终端提供特色指数，为您了解所关注的
市场、行业的整体运行状况提供更多参考。

1. 点击指数展开指数菜单 2.  指数介绍及编制原理

─ 新华价格指数

与交易中心、政府部门等合作，开发具有地区特色的产

品指数，助您了解各类标志性商品价格。

─ 东盟货币指数

反应人民币对东盟货币波动程度，为区域内贸易及汇兑

提供参考。

─ 人民币交易员指数

来自外汇交易员对市场状况的综合判断，协助您了解市

场参与者对人民币走势、货币政策及市场风险等内容的观

点。

─ 国际金融中心指数

以新华视角对国际主要城市的金融属性作以评判，丰富

投资者的参考依据。

─ 国际金融中心指数

与波罗的海交易所合作，紧紧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对沿途节点港口城市的航运发展能力作以评价，助力全球

航运资源优化配置。

─ 行业信贷违约指数

通过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模型计算，得到各行业违约

指数，为您实时监测、预判行业风险变动情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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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项目库

一带一路项目库以国家级信息平台

“新华丝路数据平台” 为数据来源，为

您提供准确、全面的一带一路沿线项

目信息。

1. 点击”宏观“ 选择 ”一带一路项目库“ 2. 筛选项目类型

3. 定义时间范围

5. 点击标题浏览
项目详情

4. 调整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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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财经移动端

新华财经提供金融终端的移动版本，可以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查

看，方便您随时随地掌握金融信息和市场趋势。

安装和登录

新华财经移动端用户名、密码与电脑版同步，下载安装后登录即
可。

扫二维码即可下载

登录界面

您可以：

─ 查看新华财经提供的资讯信息

─ 查看国内外经济指标

─ 浏览股票、债券、基金的实时行情及全球重要股票指数

─ 阅读公司、行业、股票、商品、外汇等研究报告

如有任何疑问， 请拨打 4006123115 新华财经客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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