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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黄金资

源广告招标大会将于 11 月 18日在
京举行，央视、企业和广告公司正在

紧锣密鼓地为这一天而备战。

受宏观经济发展趋缓、媒体竞

争日趋激烈、全球广告市场增长乏

力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全国电视广

告市场整体表现并不喜人。那么，本

届央视招标是否还能像往年一样继

续高歌猛进？为此，记者采访了央视

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明。

广告“三季报”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记者：央视广告素有“经济晴雨

表”之称，可今年国内的经济形势并

不太好，广告市场也不乐观。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广告市场同比

增长仅为 4.2%，其中电视广告增幅
4.7%，均低于 GDP的增幅。对此您
怎么看，央视广告今年的状况是否

也类似？

何海明：受经济形势影响，今年

企业在广告投放上积极性确实不如

往年，许多企业都削减了广告预算，

各媒体广告经营部门都感受到了很

大的压力。就中央电视台来说，今年

广告创收的难度也比往年要大，今年

是我个人从业十多年以来加班最多、

出差最多、拜访客户最多的一年，不

光是我，我的同事们也大多如此。

尽管形势不如往年，但从数字

来看的话，今年 1—9月中央电视台
广告创收额继续保持了增长，且增

幅高于国内广告市场和电视广告市

场平均水平。

记者：是因为今年有伦敦奥运

会吗？

何海明：我认为主要有四个原

因：第一，如你所说，今年有奥运会

和欧洲杯足球赛，这是我们台广告

创收的重要项目。本届奥运会我们

的投入高达上亿美元，相应地在广

告上也获得了较高的回报；第二，近

年来中央电视台各频道均实施了很

大力度的改版创新，许多频道、栏目

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受到了广告市

场的青睐，比如新闻频道、纪录频

道、中文国际频道近几年发展都很

好，收视率和美誉度都很不错，颇受

观众和广告主的喜爱；第三，近年来

我们与国内外企业通力合作，推动

了企业的品牌建设和产品销售，成

就了许许多多企业发展的传奇，也

逐步形成了一批忠实度很高的行

业，包括金融、旅游、家电、白酒等，

这些行业的消费人群与中央电视台

的主流观众群特别吻合，广告投放

效果良好，因此，即便是削减广告预

算，但它们在中央电视台的投放预

算并没有减少；第四，今年我们提出

的“丰富广告回报、稳定广告价格、

推陈出新”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广大

客户的认可。我们与上千家客户密

集、深入的沟通，加深了双方的信任

和了解，也碰撞出了许多更新颖、更

有针对性的合作方案，这也是广告

增长的一个原因。

一直保持着
全国三分之一的收视份额

记者：除了经济环境，媒体自身

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也是决定广告创

收的最重要因素。近年来省级卫视发

展非常迅猛，很多卫视都培养出了一

些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栏目和活动，

一定程度上对中央电视台造成了冲

击，本届央视招标是否会受此影响？

何海明：应该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省级电视台全面上星播出以

来，电视媒体的竞争就进入了一个

相对充分的时代。各省级卫视从节

目内容到节目形态正在越来越多地

向全国性媒体努力，越来越强烈地

表现出国际性、全国性、综合性。因

此，无论是节目还是广告，我们一直

都在直面竞争。

在这十几年中，中央电视台逐

渐奠定了其他媒体无法逾越的优

势，仅仅新闻中心就拥有超过 3000
人的采编队伍。2011年底遍布各省
市的 31个国内记者站建成，形成了

覆盖全国的新闻网络。央视目前已

在海外建成了由美洲和非洲 2个分
台、5个中心记者站和 63个记者站
组成的全球新闻采编网络，是全球

电视媒体中记者站点最多的电视

台，也是全球拥有播出语种最多的

电视台，囊括了联合国官方使用的

六种语言，形成了拥有汉语、英语、法

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播出

的国际频道格局。我们的新闻、财经、

体育、科教、少儿、外语、纪录片等各

类节目，均牢牢占据着全国同类节目

的制高点，掌控着话语权。在全国收

视排名前 10的频道中，我们始终占
据着一半以上的名额。根据 CSM全
国测量仪的数据显示，中央电视台这

些年一直保持着全国约 1/3的收视份
额。广告客户也正是因为认可中央电

视台在全国媒体市场的绝对优势，持

续地选择在央视投放广告。

省级卫视近年来在电视剧、综

艺娱乐节目方面表现抢眼，这也引

起了中央电视台的高度重视和积极

应对，我们的电视剧频道今年表现

就很突出，收视份额同比大幅增长，

最高单日份额超过 6%。

预计 2013年
广告招标额稳中有升

记者：那么，本届招标是否纳入

了一些新节目的广告资源？

何海明：新节目带来了观众的

良好预期，也给我们带来了新客户。

10月 20日，中央电视台 2013年黄
金资源广告网上招标顺利结束，其

中，CCTV-3的两档新栏目《开门大
吉》和《站够 100秒》，栏目独家冠名
权分别由广药集团王老吉、梦金园

黄金珠宝夺得。另外，《星光大道

（超级版）》、《梦想合唱团》、《舞出

我人生》、《中国好功夫》等大型栏

目独家冠名权将于 11 月 18 日进
行现场招标，最低标底价 3200万。

记者：这些年央视广告招标收

入一直在上涨，去年达到 140 多
亿，您预计 2013年会达到多少？

何海明：2013 年广告招标预售
延续了往年现场招标、网上招标和签

约认购的基本模式。10月 20日，网
上招标已经顺利结束，现在签约认购

正在平稳进行中。根据已经完成的招

标预售情况来看，结果符合预期。

本届招标与上届相比，按照广

电总局有关规定，取消了电视剧中

插广告资源，减少了部分时段广告

时长，加上 2013 年缺少奥运会这
样的大赛事，总体广告资源比往年

要少，尤其是现场招标这个部分。

我预计本届招标总额将稳中

有升，预计与国家的 GDP 增幅大
体一致。

2011年向国家
上缴税费 50多亿元

记者：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很关

心，央视每年的广告收入有 200 多
亿，不知道这些收入是如何分配

的？

何海明：中央电视台是事业单

位，所有广告收入均视为国家财政

性资金，所有支出均受财政监管，

中央电视台 2011 年仅向国家上缴
的税费这一项就有 50 多亿元，
2012年将比这个数字还要高。

众所周知，电视台是重装备、

高投入的单位，同样的报道，它所

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设备都要

远远大于其它媒体。电视台要发展

成为技术先进、信息量大、覆盖广

泛、影响力强的国际一流媒体，必

须保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目前中

央电视台除了有少量的财政拨款

外，主要靠广告收入支撑。

这些年来，中央电视台从几个

频道发展到今天 42 个频道的规
模，每年播出几十万个小时的节

目，这些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均需

要大量资金，其中电视剧、海外纪

录片都需要购买，电视剧的价格

已经连年大幅度攀升，一部剧的

价格低于一千万元的已经不多

了。每一届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

版权费用动辄上亿美元。另外，中

央电视台近年加大了“走出去”的

力度，加大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

国外设立记者站、中心记者站和

海外分台，建立覆盖全球的新闻

采编网络，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

为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

局服务，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2012年公益广告时段
价值超 20亿元

记者：今年我们注意到央视播

出了更多的公益广告，这是出于什

么考虑呢？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加强

对公益的支持？

何海明：其实央视对公益的传

播和支持由来已久，从 1978 年播
出最早的电视公益广告，到 1987
年开播中国第一个公益广告栏目

《广而告之》，一直到今年成立“公

益广告专项工作组”，打造“公益广

告年”。

作为广告部门，我们一手抓商

业广告，一手抓公益广告，始终坚

持“社会效益第一”，今年在公益广

告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成立“公益广告专项工作

组”，设立了专门的公益广告部门；

二是安排更多的时间播出公益广

告，2011 年总播出时长近 200 小
时，约 70 余万秒，免费播出时段总
价值超过 15 亿元；三是 2012 年共
计要推出 130 支以上的电视公益
广告，播出时段总价值超过 20 亿
元。央视的公益广告积极带动社会

名人和明星投身公益，包括与中纪

委合作《李雪健篇》、《林丹篇》，与

中央文明办合作 《好人就在身

边———谭晶篇》，由 CCTV 主持人
李瑞英等演绎的《插上放飞梦想的

翅膀———字典篇》等。同时，我们密

切关注社会热点、民生问题，力促

以公益广告这一形式影响人们的

行为，制作的《保护江豚》、《关爱

父母》、《公德比赛》等主题公益广

告在播出后广受好评，引起了较

大的社会反响。目前，“关爱老

人”、“保护候鸟”、“垃圾分类”等

主题公益广告正在筹拍中；四是

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广告活

动，2011 年我们面向全球广泛征
集公益广告主题、创意及成片，其

中，向大学生征集的创意《爱的表

达式》制作成公益广告播出后，获

得了第 26 届金鹰电视公益广告
作品优秀奖、第 22 届星光奖优秀
电视节目大奖。

我们认为，电视媒体有责任、

有义务承担传播文明的使命，而央

视作为国家电视台，更要集合社会

各界的力量，通过公益广告展现国

家气质和精神追求，体现电视媒体

的引导力和影响力。

央视广告招标预计同步 GDP增幅
钟齐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明接受本报专访，详解广告收入如何分
配，对即将进行的 2013年度招标充满信心，并预计增幅与 GDP增幅相当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

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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