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手册

附录

补充材料

实用理财技巧
受用终生

附录 期刊
为你的教学和个人财务决策的制定提供最新的信息，我们编制了下方的期刊和组
织名单，可以提升你对《实用理财技能》这本书的使用。
期刊
杂志，时事通讯和其他出版物是掌握金钱管理和个人金融领域最新发展的最好方
法。 以下是一些最有用的期刊：

底线/个人（Bottom Line/Personal）
信箱 1027
米尔本，NJ07041
Boardroom.com

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
美洲 1221 大道
纽约，NY10020
businessweek.com

消费者文摘（Consumer Digest）
北林肯大道 5705
芝加哥，IL 60659
Consumerdigest.com

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
消费者联盟
101 杜鲁门大道
扬克斯，NY 10703
ConsumerReports.org

福布斯（Forbes）
第五大道 60
纽约，NY1001
forbes.com

财富(Fortune)
时间与生活建构
洛克菲勒大厦
纽约，NY10020
fortune.com
金钱（Money）
时间与生活建构
洛克菲勒大厦
纽约，NY10020
money.com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U.S. News &
World Report）
西北 2400 N 街
华盛顿特区 DC20037
usnews.com
价值(Worth)
列克星敦大道 575 号
纽约，NY10022
worth.com

吉卜林的个人理财（Kiplinger’s Personal
Finance）
西北 1729 H 街
华盛顿特区 20006
Kiplinger.com
聪明的钱（Smart Money）
西 57 街 224 号
纽约,纽约 10019
smartmoney.com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伯内特路 200 号
奇科皮，MA01020
ws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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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免费和便宜的出版物

免费和便宜的出版物来源
许多个人财务和金钱管理的教材是免费的，或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获得。联系下列
政府机构和组织，获取有关出版物的信息。通常情况下，通过联系相关组织，班
级中的每个学生都可以获得各种免费的出版物复印件。此外，由于组织不断添加
或删除出版物，大多数组织都会提供最新的产品目录或出版物列表。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
注意：消费者事务部
601 E 街道，NW
华盛顿特区 20049 aarp.org
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公共教育部 750 北湖滨大道
芝加哥，IL60611
美国证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 ）
注意：教育部 86 三一广场
纽约，NY 10006 amex.com
美联储理事会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
出版服务
华盛顿特区 20551
Federalreserve.gov
芝加哥贸易局(Chicago Board of Trade)
注意：教育部
杰克逊 拉萨尔
芝加哥，IL 60604
cbot.com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注意：教育部
威克大道南 30 号
芝加哥，IL 60606 c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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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信息中心(Consumer
Information Center )
普韦布洛，CO 81009
pueblo.gsa.gov
商业理事会(Council of Better
Business Bureaus )
威尔逊大道 4200 局
阿灵顿，VA 22203 cbbb.org
信用社(Credit Union National
Association )
国家协会 391 箱
麦迪逊市，WI 53701 cuna.org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注意：消费者事务局
西北第十七街 550 号，
华盛顿特区 20429 fdi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消费者保护局 消费者/教育办公室
华盛顿，DC 20580 ftc.gov
美国医疗保险协会(Health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华盛顿特区 20036
康涅狄格大道西北 1025
保险信息协会(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
教育部 威廉大街 110
纽约，NY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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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
注意：纳税义务教育
1325 K 街，NW
华盛顿特区 20225
irs.ustreas.gov

国家消费者教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nsumer Education）
559 加里·欧文 M.大厦
美国东密西根大学
伊普西兰蒂，MI 48197
nice.emich.edu

投资公司协会（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1600 M 街，NW，600 号套房
华盛顿特区 20036

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教育部
华尔街 11 号
纽约，NY 10005
nnyse.com

Jump$tart 联盟（Jump$tart
Coalition）
第十八街 919 号楼第三层
华盛顿特区 20006
Jumpstartcoalition.org
互助教育联盟（Mutual Found
Education Alliance ）
1900 年伊利街，套房 120 号
堪萨斯城，MO 64116
国家消费信贷基金会（National
Foundation for Consumer
Credit）
8611 第二大道，100 号套房，银泉
MD 20910
nf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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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公共事务办公室
华盛顿特区 20549
sec.gov
社会保障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6401 安全大道
巴尔的摩，MD21235
s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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