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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澳洲App覆盖用户超过87万

App澳洲日均活跃用户超过11.1万    

今日悉尼微信公众号粉丝近65万    

今日墨尔本公众号粉丝近30万

华人电商平台Umall今日优选用户11万    

华人房产微信公众号粉丝突破3.3万



发展理念及愿景

 
 

 

 

今日传媒集团成立于2010年4月29日，一直以“最真实的新闻，最真实的信
息” 作为目标和准则。结合全球最流行的社交媒介，迅速高效地传播澳洲本地新闻
和资讯。

阵容强大且操作专业的本地采编
团 队，大量精彩和极具话题性的独家
报道，让集团旗下平台在新闻速度、
广度、深度以及数量等多方面，都遥
遥领 先于传统媒体和其它同类型媒体
，尤其一系列高质量的深度揭黑、维
权和与警方协同办案的图文、视频报
道，更受到 澳洲各级政府、业内同行
，乃至澳洲主 流媒体的持续密切关注
，成为全澳华人社区最具影响力和品
牌价值的复合型华人媒体的领军者。

随着影响力的壮大，今日传媒集团
 也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在能力所及
的范围内，通过多样化的内容、公益活
动，紧跟时事、敲响警钟、宣扬正确的
 价值观，提供更多更实用的新闻和生
活资讯，帮助新移民和留学生尽快融入
澳洲生活。

我们不只做有深度的资讯，更做有态度的中文媒体，坚持为120
万澳洲华人发声。



 

 

在生活咨询方面, 我们秉承“用户第一”的原则，坚持“本地化、自主免费和
真实高效”三大特色，资讯服务覆盖生活的各个领域，提供房屋租售、招聘求职、
商家黄页、二手买卖、留学移民、教育培训、汽车租售、各种票务、同城交友和餐
饮娱乐等各类生活信息。帮助广大用户解决实际困难，以及协助留学生和新移民更
好地僚机而澳洲、融入澳洲，真正实现在本地安居乐业。

我们还为商家打造全方位的市场营销解决方案，提供App、网站、微信、网
络社交等各类服务，为广告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定向推广。

发展理念及愿景

今日传媒集团连续3年在“新州州长多元文化
奖”上脱颖而出。

2021年，凭借《“网红”曾晓馨涉骗被重判，
曾遭多州通缉，出狱将遣返》的报道，本网摘得
“最佳文字报道”大奖。

2020年，凭借着疫情期间的杰出贡献，集团旗
下今日悉尼一举荣获“最佳数字与社交媒体应用”大
奖，成为整个澳洲华人媒体圈的骄傲。

2019年，今日传媒集团也表现不俗。不仅成功
入围“最佳视频音频报道”、“最佳数字和社交媒体
应用”，以及“年度最佳青年记者”。今日悉尼记者
Rena Li更摘得“年度最佳青年记者”桂冠。这是华
人媒体首次在新州州长多元文化奖上获得极高的认可，
也是华人在新州州长多元文化奖媒体领域上首次获得
奖项。



今日澳洲App于2015年11月6日正式在苹果AppStore及安卓上线，上线首
日就有近5万下载，在澳洲App排名榜中高居第67位，是全澳前100强中唯一的
一个中文App,  并且长期排在新闻类App前10位，超过全球和澳洲本地多家主流
媒体App。

截至2022年2月，今日澳洲App覆盖用户超过65万，澳洲日均本土活跃
用户超过10.3万。疫情期间，今日澳洲App的每日活跃用户更是达到了15万。

AppStore澳洲排名第50名，超过微信和淘宝等华人必备App

华为应用商城澳洲区热搜搜索榜第4位、精品应用榜第5位、应用总榜
第7位。

澳洲新闻类App排名第二，仅次于Twitter

今日澳洲App



10.3万⽇活⽤户

 覆盖用户 87万

每⽇⼈均 
启动超过3.6次

27.5万⽉活跃⽤户

超过800家合作商家

⼈均使⽤13分25秒

今日澳洲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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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澳洲App是一个集新闻和生活信息于一体的功能性App, 每天为读者提供最新的新
闻和最全的澳洲生活资讯。

今日澳洲App日均发布超过1000条实时新闻，更新超过7500条生活信息。无论是国家
大事、时事风云、社会头条、槽点热点，还是房屋出租、工作招聘、生意买卖、同城交友，
今日澳洲App都能满足你的信息需求。

今日澳洲App日活增长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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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悉尼
微信公众号

2021年初，今日悉尼入
“2020中国微信公众号选

500强”， 成为澳洲和新西兰
地区唯一入选前500的公众号。
在新榜的海外公众号影响力排
名上，今日悉尼名列全澳第一，
海外第五，仅次于英国报姐。

 

自2013年入驻微信以来，
【今日悉尼】微信公众号一直
保持业界领先的地位，用户数
量目前保持稳定增长，日均粉
丝净增长高达200-500，几乎
囊扩了悉尼95%以上的华人用
户。

2020年疫情之初，今日悉尼微信公众号聚焦本地疫情、推送最新热点新闻。
期间一篇3769万点击的热点新闻文章，问鼎澳洲公众号历史上的最高点击。
2021年公众号粉丝数量有65万。同时，今日悉尼在2021年屡创佳绩，持续输出
高点击的热点新闻文章，产出数篇10万+的文章。

◎ 数据来源：新榜
https://www.newrank.cn/



2014年，【今日墨尔本】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
同年粉丝数突破10万。

自2019年重新规划后，今日墨尔本有了新团队、
新培训、新开始。经过6个月的专业团队培训和系统的
法务培训，并且和悉尼地区一起，形成两地联动、信息共
享。 今日墨尔本已成长为一个积极报道新闻、团队协作优
秀、 业务能力过硬的团队。

◎ 数据来源：新榜
https://www.newrank.cn/

今日墨尔本
微信公众号

在2021年新榜的“墨尔本”
排行中，今日墨尔本脱颖而

 

 

出，排在了首位，成为墨尔
本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媒
体。

2021年年底，今日墨尔
本粉丝数已有30万。用户数
量目前仍在稳定增长，日 均
粉 丝 净 增 长 高 达 2 1 0 - 
340。极高的文章打开率和
分享率，也充分体现了今日
墨尔本用户的高活跃度和忠
实度。



 

 

今日昆士兰
微信公众号

2016年，【今日昆士兰】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成立；2017年粉丝数达2万，拥有了
⼀大批本地忠实读者。

为了进一步提升本地影响力，更好的为当地华人服务，自2018年开始，今日昆士兰
团队不断招募具有创新力、专业素质过硬的编辑记者。在历经种种本地突发事件，帮助
昆州本地华人维权，以及专业法务培训后，现在今日昆士兰已逐渐成长为一个热点新闻反
应灵敏、积极报道本地新闻、团队协作优秀的专业新闻团队。

2021年年底，今日昆士兰粉丝数即将突破6万，日活常读用户占比高达65%。 此外，
粉丝数仍在稳定增长中，日均粉丝净增长高达50-100。

新榜的“澳洲”排名
中， 今日昆士兰排在今日悉
尼、看看澳洲等公众号之后，
位列第四。

成为布里斯班地区最年 
轻、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媒体
。

今日珀斯君微信公众号

 

【今日珀斯君】微信公众平台开通于2016年。目前用户已经突破2万，
定位精准，覆盖大部分珀斯本地华语用户，是目前珀斯地区全时段阅读量前
三，白天时段 阅读量最大的微信公众平台。目前今日珀斯君处于稳定成长阶
段，每天新增粉丝高达40-110人。

【今日珀斯君】内容以本地新闻为主，兼顾商业及娱乐信息，是目前
本地华人白天时段最大的华语新闻接收渠道。同时，今日珀斯君与本地
500多家商家有良好长期的商业合作关系，已成为本地读者和商家间不可
获取的信息传播纽带。



 

 

作为澳洲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之一，我们在微信朋友圈搭建了多个互助平
台，帮助在澳华人发效发布和获取实时信息。

目前，今日悉尼已有33个互助号，包括招聘、美食、有奖、生活、折扣、
同城、闲鱼等综合类/垂直类互助号，每天发布最新招聘信息、美食等生活资讯，
还为网友提供每日抽奖活动。其中27个接受对外推广，一次推广投放覆盖人群可达
近12万人次，相当于一场周杰伦悉尼演唱会的观众人数的4倍。

今日墨尔本已有19个互助号，包括生活互助、租房、有奖、折扣、闲置二手
、招聘求职、美食分享等综合类/垂直类互助号，其中16个接受对外推广，一次推
广投放覆盖人群，相当于张学友一场墨尔本演唱会的观众人数。

今日悉尼、今日墨尔本
微信互助号



除了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外，我们还有专业的操作团队，定期 
清理各个平台重复号、僵尸号和单项好友，并及时进行粉丝的信息 
回复，帮助发布者做到粉丝定、维护和转化，为广大在澳华人提供 
实时在线的互动与分享。

 
所有商家广告文案存档，专人负责对接，提供投放的广告截图

广告主可了解互助号在该周每天广告的执行情况，并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广告投放的策略。

今日悉尼、今日墨尔本
微信互助号



2021年初，今日传媒集团旗下的线上华人电商平台Umall今日优选正
式上线。短短一年的时间，Umall今日优选已覆盖悉尼11万华人，注册用户高
达5万之多。

Umall今日优选还拥有惊人的备货量，商品种类覆盖水果蔬菜、海鲜水
产、日韩美妆，网红零食、粮油副食、火锅必备，美妆护肤、厨房百货、母
婴保健等。领域目前主流的华人品牌，如：百岁山、海底捞、李锦记等上百种
品牌都已入驻Umall今日优选。

在今日澳洲“为120万华人发声”的初衷下，Umall今日优选的诞生也
致力于给广大华人提供一个便利、快捷、高效的线上购物超市。

电商平台
Umall今日优选



 

 

华人房产微信公众号（微信ID: chineseproperty）于2021年2月底上线，

现已有3.3万粉丝。 背靠澳洲最知名、实力最强的综合华人传媒集团：今日传

媒集团，华人房产组建起⼀支专业知识坚实、同时具备新闻行业背景和很强的

写作和分析能力的内容团队，致力于为澳洲华人和全球华人用户提供最新、最

全、最好的澳洲房产趋势和投资信息。

 华人房产
微信公众号

● 提供最新、最全面、最好的房产资讯

● 从多个角度提供房产信息的专家分析

● 每周拍卖结果汇总及市场报告分析

● 分享悉尼各区优质二手房

● 与澳大利亚当地众多开发商紧密合作，第一时间报道

他们的最新动态



今日传媒八周年庆典

 

2019年3月，在悉尼、墨尔本、布
里斯班三地共同举行了今日传媒集团八周
年庆典。悉尼，一场盛大的晚宴在四季酒
店举行，四百多位嘉宾相聚于此都为了见
证今日悉尼的八周年；墨尔本，墨尔本各
界精英齐聚Albert Lake湖畔；布里斯班，
共有110多位嘉宾光临现场。

 
 
 

 
 

 
 

本次活动规格、规模都极其隆重，众
多重量级政要均应邀出席。三地同步共襄
盛举，现场各领域精英云集，领导和嘉宾
莅临，八方相约共话未来。

华人狂欢节
为了感谢广大用户的支持与厚爱，

自2017年起，今日悉尼、今日墨尔本连
续3年在每年年中举办华人狂欢节，通过
线上+线下双重福利活动模式，联合上
百个商家参与，为用户提供现金、折扣及
礼品。

该活动在悉尼、墨尔本两地均掀起
了一波又以波抽奖狂欢热潮，单次活动就
吸引了超过100万人次的澳洲用户参与
活动。

商业活动



「今日职场」职场招聘会
今日传媒集团有着丰富的线下活 

动策划、主办经验。曾成功主办过两 
届墨尔本「今日职场」大型职场招聘 
会，得到了阿里巴巴、华为、维州政 
府、维州警署等企事业单位的共同支
持和加盟。「今日职场」职场招聘会 
帮助数千位墨尔本求职者与名企面对
面，已发展成为墨尔本最大规模的中
文招聘会。

阿里巴巴·澳新电商生态博览会
 

 
 

 

 

今日传媒集团曾承办了两届「阿里巴巴·
澳新电商生态博览会」，协助阿里巴巴平
台进行线上以及线下的推广活动，联合了
新西兰和澳洲地区各大中小型品牌参与，
第一届共有120个品牌参加，第二届增加
到150个各界不同品牌商，参加人数约1万
2千人，是目前澳洲地区最大规模的电商
展会。

商业活动



公益活动

 
2020年1月，由今日传媒集团旗下平台今日澳

洲App发起，新州侨社各大社团 和商界人士组成
“武汉抗疫筹委会”，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认捐已过百万澳元，部分
善款通过各社团各自的渠道捐出，剩余大部分统计
捐给中国侨联的公益基金，用作抗疫用途。

除此之外，今日传媒集团还通过旗下平台，积极为其他向疫情献爱心的组织提供宣传报道，
向这些善良的人们表示感谢，也希望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考虑到在澳华人买口罩的艰难，我们紧急联系了同样想为华人朋友排忧解难的益白齿科，
在澳洲多地发放免费口罩共计6000只。

关注疫情影响，助力华人企业共渡难关

 

除此之外，我们时刻关注疫情对在澳华
人的影响。集团旗下记者团队在第一时间深
入华人区以及悉尼市中心等多地进行采访，
如实报道疫情给华人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的
不便及华人企业的运营困境。

因了解到许多餐饮业商家受疫情影响较
大，生意一度陷入困难，今日传媒集团在第一
时间为华人企业开辟了公益广告专题板块，免
费为华人餐饮商家广告推广。 希望能尽自己
所能，帮助更多的华人企业与商家共克时艰、
共渡难关。

牵头澳洲华人抗疫
爱心援助、发放免费口罩



公益活动

 

 
 

在新州山火肆虐不断，引世界关注之际，今日传媒集团于1月7日在全澳华人社
区发起捐款行动，短短48小时内，近30家华人企业迅速作出反应，响应号召积极
捐款，之后还联合融侨金融集团、信为留学移民、GIGA PRINT悉尼印刷，通过与
用户留言的互动方式追加捐款，总募捐金额高达$187,910澳元。

 

联合华企为新州山火募捐，48小时募捐超18 

万



合作客户
今⽇悉尼 MDK



 
 

今日传媒集团发展至今，一直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旗下各领域专业人
才济济一堂。招贤纳士、以优厚待遇吸引业界精英加盟的同时，更注重团队的整
体培养和共同成长，以及重视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建设。

目前，集团总人数已突破百人，分布在全澳各大城市和中国大陆地区。

我们的团队
今⽇悉尼 M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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