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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是全球最权威的商业日报，独一无二地呈现了对全球金融史的深入观

察。它因对全世界范围内商业和金融议题的分析和观点而独树一帜，是所有欧洲日报

中对国际事务报道最为翔实的报纸。

《金融时报》历史典藏，1888-2016年

《金融时报》简史

故事始于1884年《财经与矿业新闻》（Financial 

and Mining News）的创办，后改名为《财经新闻》

（Financial News），旨在满足伦敦金融城的迫切需

求。

1888年《金融时报》创刊，成为了另一个稳定发展

的资讯来源。通过1893年一次巧妙的外观变化，它

使自己明显区别于《财经新闻》及其他金融类的期

刊，即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橙红色纸张印刷。

1945年，《金融时报》的所有人向《财经新闻》的

主席提议：1945年10月1日这两家报纸合并，名称为

《金融时报》，因其更有利的市场地位。

2001年，《金融时报》印刷版的发行量达到了每天

500,000份，同时也建立了强有力的数字化展示渠

道，将它的新闻报道拓展至远超金融、经济和商业新

闻的范围。

更多有关《金融时报》的历史，请访问：gale.com/f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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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录全部的杂志——包括《金融时报杂志》（FT Magazine）和《如何消费》（How To Spend It），以

及特别报告、知名专栏（包括Lex专栏）和增刊。

• 访问数千个每日价格和股票指数和货币汇率表，独家记录了金融史和市场的发展历程。

• 从金融的视角探索历史，记录重大事件对世界经济和市场的影响。

• 追踪某一公司或某一行业曾遇到的发展机遇，揭示全新的研究可能性

• 与其他Gale原始档案产品交叉检索，通过对大量数据和元数据的访问，为数字人文研究打开新的道路。

该典藏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金融时报》历史典藏”为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综合全面、准确可靠及客

观公正的研究工具。它不仅仅是一份商业报纸，也记录了世界大事对商业和全球市场

的影响。

“Spotlight on Europe.” “Spotlight on Europe: A Financial Times Survey.”  
Financial Times, 10 Dec. 1962

“Africa.” Financial Times, 19 Nov. 1962

“Going head to head with the cartels.” Mexico. Financial Times, 12 De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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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历史视角

《金融时报》的视野已经超出金融和经济新闻领域，放眼更多领域内的新闻报

道。该典藏让你能够探讨多种多样的新闻事件和新闻故事，包括：

• 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例如柏林墙的倒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安然丑闻

• 全球范围内的主要金融危机，包括亚洲金融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黑

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三

• 新兴产业的影响，从汽车的兴起到网络时代，展现出社会与文化的不断转变

• 国际史上的重要人物，例如理查德·尼克松，二十世纪最具争议的领导人之一

• 市场发展与模式转换，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立和欧元的诞生，

涉及经济思维的变化

内容亮点

《金融时报》因准确无误的写作与深刻独到的论述而享誉全球，自创刊以来坚持

聘用高素质的记者和撰稿人。其中一些著名撰稿人包括：

• 鲁拉·卡夫拉（Roula Khalaf），获奖记者及国际主编，曾任北美和中东主编

• 约翰·凯（John Kay），伦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自1995年起为该报撰写专栏

•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奥巴马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家经济委

员会主任，任职至2011年

多学科的资源

该典藏包含的内容种类丰富，从商业和金融到技术、艺术和文化、管理和个人财

务。这些内容将对以下领域内的研究者极具价值：

• 非洲研究与非洲史

• 美国研究与美国史

• 艺术与文化

• 亚洲研究与亚洲史

• 英国研究与英国史

• 商业与商业史

• 当代史

• 经济与经济史

• 欧洲研究与欧洲史

• 国际关系

• 国际研究与国际史

• 中东研究与中东史

• 政治与政治史

• 社会研究与社会史

gale.com/ftinfo

上图：United Kingdom.” World Mining: 
Financial Times Survey. Financial Times, 
24 Feb. 1978

中图：The Middle East.” Financial Times, 
16 Feb. 1971

下图：Asia Awakes.” Financial Times, 2 
Apr. 2002

“《金融时报》历史典藏，1888-2016年”是Gale原始档案项目中众多档案库的一个。这一项目提供了一

个开创性的研究环境，至今已整合了50多个数字化项目，让研究者能够在近2.5亿页的历史文献中通过一

次检索快速得到所有相关结果。极为丰富的可全文检索的一次文献内容、可靠的元数据以及直观的主题

标引相结合，而创新的流程和分析工具更是将研究体验带入更高层面。

GALE原始档案项目

发现Gale原始档案项目的更多特色与工具，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

其他工具和特色

• 基本和高级检索选项，以及能够在单个文档中进行二次检索

• 固定不变的URL，可用于课程课件或分享

• 主题标引让内容更容易被发现，并揭示重要数据元素

• 用户账户便于用户保存文档和引文至云存储空间

• 图像浏览器可放大、旋转和反转图像，还可在全屏模式下查看页面

• 可下载OCR实现了在新的层面上访问和分析检索结果

• 无限制下载

• 生成三种不同格式的引文，并可批量导入到文献管理工具中

• “允许变体”选项帮助用户扩大检索结果范围，找到近似匹配的检索结果，配合历史文献中有时会存在的

拼写变化或近似拼写。

• COUNTER兼容的使用量报告

• 提供MARC记录

术语检索频率（TERM FREQUENCY）
术语检索频率工具帮助研究者追溯中心主题及思想。研究者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检

索词在选定内容集中出现的频率，从而评价个人、事件和思想如何随时间互动与发

展。

话题查找器（TOPIC FINDER）
话题查找器辅助学生全面拓展他们的研究议题。通过识别并组织常常

同时出现的主题，这个工具揭示出检索词之间隐藏的关系，帮助用户

打造他们的研究项目，并整合不同类型的相关内容。

文本和数据挖掘

Gale将提供档案库的相关数据和元数据，以供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并通过Gale数

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支持数字人文这一蓬勃发展的新兴学术研

究领域。



EMPOWER™ RESEARCH 如果“《金融时报》历史典藏”正是您所需的宝贵资源，那么您可能也会对我们其他

的档案库感兴趣，特别是：

《经济学人》历史典藏，1843-2015年
《经济学人》是商业和政策领袖、舆论领导者和决策

者的权威信息来源。因此“《经济学人》历史典藏”

是开展前沿思想研究的理想且便捷的历史资源。该典

藏每年更新，不断扩大研究范围。

THE ECONOMIST  
HISTORICAL ARCHIVE, 1843–2015

《泰晤士报》数字典藏

“《泰晤士报》数字典藏”让研究者能够在线访问

到对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历史研究而言

极其重要的资源之一。该档案库每年更新，收录了近

230年来该报发行的每一页。作为全球知名的报纸，

《泰晤士报》涵盖了所有重大国际性历史事件，从法

国大革命到伊拉克战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纪

事。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发现Gale原始档案项目的更多特色与工具，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

更多有关该典藏的历史、内容和特色，

请访问：gale.com/ghninformation

无论你是在完成本科课程的论文作业，还是在撰写你的学位论

文或下一篇将要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Gale原始档案库都

为你提供了发现信息的全新且独特的方式。

在任何研究领域，最好的作品都源自于找到正确的信息来源并

利用这些信息提升你的作品，令它们独树一帜。研究是取得成

果并让你和你付出的努力脱颖而出的最重要桥梁，而原始文献

则是你研究中的一个宝贵组成部分。利用Gale的原始档案资

源，你可以从文献资料着手，开启你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做

出贡献的步伐。

在Gale，我们的目标就是给予你力量，让你能够发现更新、更

丰富的信息，将你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高度，帮助你在付出努力

后取得应有的成果。我们的渐进式学习资源和原始档案库，配

合先进的工具和流程，将你与实现你的目标所必需的知识连接

在一起。

知识就是力量，

学习就是汲取力量。

EMPOWER™ DISCOVERY 给予学生和研究者发现的力量：

• 发现新关联，并利用它们为你的研究领域做出独特的贡献

• 利用原始文献资料发现相关内容，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 发展创新思想，探索未知途径

EMPOWER™ ACHIEVEMENT 给予图书馆和院校取得成就的力量：

•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研究者需要，都会为他们提供珍贵的原始文献

• 培育卓越研究的文化，营造知识发现的环境

• 帮助学生发展终身技能，超越大学层面，延伸到他们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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