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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案例

C7

央视招标：从鼎盛到低调的“数字狂欢”
3.衰落

1：标王
编者按 /2017 年 11 月 18 日，北京梅地亚中心门前冷冷清清。

成也标王败也标王

往年的 11 月 18 日一定是梅地亚中心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这

“
所谓招标是一种销售方式，是对稀缺资源的竞买。 正因为是稀
缺资源，人们的注意力有限，因此广告投放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事实上，竞买的模式能让央视的利益最大化。 ”著名品牌战略专
家、央视品牌顾问李光斗表示。

从“风向标”到“国家品牌计划”

是因为持续了 20 多年的
“
央视招标”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选择在梅
地亚中心举办。 有种说法是，在这家酒店招标一定可以为央视的广
告经营带来好运。
事实也似乎正是如此，从 1994 年第一届央视黄金时段招标 5.6
亿元的招标额， 到 2012 年央视黄金资源招标 158.8 亿元巅峰数据，

一个全新战略
“
国家品牌计划”的推出，让央视的媒体经营不仅仅关
注经营数字，更多地关注社会公益和扶贫内容，这在某种意义上也
可以看做是一种进步。

提到最初的央视招标， 就不
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
—谭
希松。

达 12 亿元。
第三年的“央视黄金时段招
标”正式选择在梅地亚中心举办，

可以说近 20 年间，梅地亚中心见证了央视招标的一路高歌。 正因为

2013 年 11 月 18 日， 寒风中

多。“稳中有增”是央视对外谨慎

如此，央视招标也总以
“
中国经济晴雨表”
“
中国经济风向标”自居，成
为无论传媒行业还是经济领域的一件大事。

的梅地亚中心， 没有了往年的充
气拱门，没有了气球，没有太多的

的说法。
对于这样一个结局，资深广告

1993 年谭希松正式接手央视
广告部主任的工作。那时的央视广
告部的工作可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虽然那时还没有“黄金时段”的说

秦池以 3.2 亿元的天价“卫冕”成
功， 秦池老板姬长孔当时称，“每

然而，从 2014 年开始，多年来一直保持高调的
“
央视招标”却开
始低调起来，大张旗鼓的媒体宣传没有了，每年公布的总招标额也

条幅，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显得有
点难得的冷清和萧条。 这一年的

人、 品牌战略专家李文刚认为，这
意味着央视招标的数字游戏的终

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 开出一
辆豪华奥迪。 ”然而，也正是因为

不公布了，每年计算出来的“标王”更是无影无踪，以至于到 2017

结，也暗示着“经济晴雨表”只是一
个伪概念。 不过，他觉得央视也终

法，但是已经因为某些时段广告资
源的稀缺而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
于是就出现了“递条子”
“
打电话”
等走后门现象，这让谭希松感到棘

这句话断送了秦池的前程。 秦池
的标王称号，以及秦池老板“好大

年，央视招标已经基本告别历史的舞台，完成了其在特定历史时期
的使命。
央视招标的辉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电视媒体的辉煌时代，

央视招标， 注定成为央视招标历
史的一个分水岭，作为第 20 届央
视招标，这是有史以来，央视第一
次不对外公布招标数据， 而现场

于可以摆脱纠结了 20 年的数字束
缚， 更放开压力地去强调内容，而

喜功” 的言论成为媒体质疑的对
象，随着媒体曝光秦池酒“勾兑”

那个阶段，好的电视媒体资源都是稀缺资源，需要通过竞标的方式进
行购买，而随着央视招标影响力的日益提升，成为每年的
“
标王”都可

招标的时间也大为压缩， 招标的
标的也被压缩了。

不是数字，这一点对于央视未必是
个坏事。

手，为了避免各种不正当竞争的现
象，就想到了招标。

的内幕，秦池的品牌受损，1997 年
的秦池销售全面下滑， 从此一蹶

以成为新闻公关炒作的热点话题。 这让企业对央视趋之若鹜，甚至
形成了招标经济，很多专业的广告代理公司专门以央视招标作为自

从这届央视招标的总标的数
量看，很大一部分资源都选择了预

从 2016 年开始，央视广告经营
中心启动了一个新的战略。 2016 年

“所谓招标是一种销售方式，
是对稀缺资源的竞买。正因为是稀

不振，最终倒闭。
而刚刚创办三年的央视招标

己的主要业务。
然而，随着互联网媒体的崛起，电视媒体的影响力日益下滑，央视

售的方式，真正拿出来招标的除了
《新闻联播》 后的标版等传统黄金

11 月 8 日， 央视在 2017 年黄金资
源广告招标暨国家品牌计划签约仪

缺资源，人们的注意力有限，因此
广告投放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事实
上，竞买的模式能让央视的利益最
大化。”著名品牌战略专家、央视品
牌顾问李光斗表示。

“
标王”一度成为一个
也受到牵连，
敏感的代名词。 1997 年在第 4 届
央视招标会上，标王的价格出现回
落，爱多以 2.1 亿元夺得“标王”，
1998 年的步步高以 1.59 亿元夺得

也不例外，2013 年百度以 319.44 亿元的收入取代央视成为国内收入
最多的媒体，从此，一骑绝尘，将央视远远地抛在身后。而央视招标也因

于是， 就有了 1994 年的第一
届
“央视黄金时段招标”。
1994 年 11 月 8 日， 第一届

标王，价格进一步回落。而 1998 年
底，央视广告部主任谭希松也完成
了自己在央视的使命，离开央视广

“央视黄金时段招标”在央视彩电
中心的食堂举办，时间只有半天，

告部，1999 年正式入职海润国际
广告公司担任高管职位。

年“
国家品牌计划”签约仪式在梅地
亚中心举行， 来自各行各业的数十

主要竞标 《新闻联播》 前后的时
段，包括整点报时、《天气预报》和

作为央视招标的创立者，谭希
松在 1994 年到 1998 年的这 5 届

家企业参与，最终，数十家中国品牌
企业成功入选 2018 年“CCTV 国

《焦点访谈》前的广告时段。 最终，
孔府宴酒以 3009 万元夺得 1995

央视招标中，让央视招标额从最初
的 5.6 亿元提升到 20 多亿元，其

家品牌计划”。
李文刚觉得，从“央视黄金资

年“标王”桂冠。 而第一年的招标
总额达到了 5.6 亿元，几乎超出全

影响力也日益提升， 逐渐被称为
“
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然而，秦池

源 招 标 ” 到“国 家 品 牌 计 划 ”， 央
视以一种得体的方式结束了央视

部标的底价的一倍以上， 取得圆
满的成功。
而成为标王的孔府宴酒也借
助标王效应一飞冲天。几乎一夜之
间，“
喝孔府宴酒， 做天下文章”的

效应也给央视招标带来负面效应，
让企业认识到央视招标并不是万
能的，过度宣传也会导致企业遭受
舆论危机。
随着谭希松的离任，其后的三

招标， 央视招标也完成了其历史
使命， 正 式 被“国 家 品 牌 计 划 ” 取
代。 毕竟在资源已经不稀缺的背
景下， 招标已经没有实际存在的
意义， 强努的招标数据也显得苍

央视广告进入千家万户，让这个名
不见经传的白酒品牌家喻户晓。

届央视招标中，有两届都出现了大
幅的衰退，两届招标额都比上一年

白无力。 而一个全新战略“国家
品牌计划” 的推出， 让央视的媒

1994 年，孔府宴酒的营业额为 1.7
亿元，夺得标王后，次年（1995 年）

下滑。 其中既有招标政策的失误，
也有受到经济大环境影响的因素，

体经营不仅仅关注经营数字，更
多地关注社会公益和扶贫内容，

孔 府 宴 酒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9.18 亿
元，利税 3.8 亿元，主要经济指标

央视招标陷入了低潮期， 直到
2000 年以后才开始回升。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一
种进步。

跨入全国白酒行业三甲，成为国内
知名白酒品牌。

从 1994 年到 2000 年的 7 届
央视招标可以看做是第一阶段的

或许是孔府宴酒的成功效
应， 第二年的“央视黄金时段招

央视招标，参与竞标的主要是本土
企业，外资企业由于不理解竞标的

标”备受关注。 结果，一家山东临
朐县的不知名的白酒企业意外地

模式和理念，所以集体缺席央视招
标，而这个阶段的央视招标也主要

成为黑马，以 66666668.88 元的价
格成为这一年的标王， 这家企业
就是秦池酒厂。 秦池的中标也获

以白酒、 家电企业竞标“标王”为
主，产生了巨大的市场效应。 但随
着一个个标王的陨落，央视招标也

得了成功， 秦池未中标前的 1995
年营业额 1.6 亿元，中标当年一举

备受争议，也说明企业经营的成败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央视招标和标

为媒体资源不再稀缺，难以维持继续的辉煌，以至于招标的标的和资源
日益萎缩，最终因为失去了竞标的意义，而不得不走下历史的舞台。
“
央视招标”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标杆事件，持续了长达近
20 年之久，在传媒行业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为什么在那个时期
需要央视招标？ 央视招标为什么能持续地保持增长？ 最后为什么又
走向衰落？ 请看本期央视招标商业案例。

资源，就是多档新推出的综艺娱乐

式上正式对外推出“国家品牌计

节目的冠名。
2015 年 11 月 18 日 ， 央 视

划”， 这是央视对过去的广告招标
模式实现的一次变革和创新。 除了

2016 年黄金资源招标依然是在没
有对外公布任何“业绩” 下落幕

配置《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传统
新闻节目广告资源外， 为入选企业

了， 外界只能通过所有标的中标
额估算出这届央视招标的中标额
大约为 48 亿元，招标体量小了很

定制“中央电视台国家品牌计划
TOP 合作伙伴或行业领跑者宣传
片。 2017 年 11 月 8 日， 央视 2018

自 2017 年开始，央视黄金资源广告招标正式对外推出“
国家品牌计划”。

王可以决定的，甚至很多企业都是
“成也标王败也标王”。
李光斗告诉记者，这个阶段的

种方式虽然简单易操作， 但不透
明，容易背离市场价格，例如当年
秦池 3.2 亿元的天价，已经严重背

央视招标以
“暗标”为主，也就是说
每个企业为了争夺某一个时段的

离当时电视媒体的价格，央视必须
每天增播 40 分钟秦池广告才可以

广告资源， 在竞标前填写暗标价
格，最后价格最高的夺得标的。 这

补齐差价。而过度的广告投放也让
秦池成为众矢之的。

2013 年史玉柱参与央视
招标会。

观察

2.风向标

央视招标起落的思考

从“坐商”到“行商”
在现今这个时代，媒体的稀缺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的优质的节目，没有高收视率的支撑，没有好的口碑，没有品牌化的节目，
再好的平台，节目资源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稀缺。

央视招标的诞生是一个不得已而
为之的事情， 反映了官方媒体在从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媒体
售卖方式的一种革新。 改变了以往
“
批
条子”等走后门的方式，让企业在相对
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谁出价高就给谁。
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竞标行为，
但因为央视自身的影响力和舆论的
关注，招标出乎意料的成功，随着时
间的发展，央视招标竟然成为一个响
当当的品牌，围绕央视招标也形成了
招标经济，有专业的广告公司专门从
事招标代理业务， 研究招标规律，为
企业提供专业的招标服务。
从 1994 年的 5.4 亿元，到 2003
年的 33 亿元，央视招标 10 年的增长
率平均每年超过 20%， 很多年高于
GDP 的增速，当然，也会随着 GDP
的变化，有起有伏。因此，央视招标逐
渐被称为
“
中国经济晴雨表”和
“
中国

然而， 随着地方卫视的崛起，以
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为代
表的一线卫视推出了一大批热门的
综艺节目，这些节目大大地冲击着央
视的收视份额；更为严峻的是，随着
互联网媒体的崛起，受众的媒体关注
开始转移， 从单一媒体转向多媒体，
从单屏转向多屏，电视媒体的开机率
日益下降， 收视率和影响力也和 10
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而广告单价却还
是连年上涨，这样的局面，再继续进
行央视招标， 在传媒专家黄升民看
来，就如同鸡肋。
越来越仪式化的央视招 标 在
2012 年 11 月 18 日达到 158.8 亿元
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 之后的几年都
不再对外公布招标的数字，也不再邀
请记者到现场采访， 变得越来越低
调。 如今的央视，从广告经营考量不
但不是国内第一大媒体，甚至掉出三

经济风向标”， 每年的 11 月 18 日都
会成为媒体特别关注的日子，公众媒
体都会关注央视招标的结果，来判断
未来一年的经济走势。
凡事都有两面，成为“晴雨表”
和
“
风向标”看似风光，但也让央视背
上了沉重的包袱，为了每年抬高招标
额，一方面不断增加招标资源，很多

甲，未来，甚至京东的广告收入都有
可能超越央视。
既然失去了规模上的优势，但影
响力还在，还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媒
体，而“
国家品牌计划”的诞生，让央
视可以抛弃数字上的束缚，在国家背
书、文化、品牌战略上与企业更多地
合作。 李光斗觉得这还是央视的优

2002 年， 恰逢央视的频道专
业化的改革，央视频道数量从几个
猛增到十几个，而且都是专业化频
道，例如最早专业化运作的央视体
育频道， 以及后来的财经频道、新
闻频道、音乐频道、电视剧频道、电
影频道、少儿频道等。
在“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
和节目精品化” 的改革背景下，央
视也对招标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从 2003 年开始， 央视招标正
式改为每年的 11 月 18 日举办，寓
意不言而喻。而招标额也实现快速
增长，2003 年央视招标达到 33 亿
元， 比 2002 年增长 33%；2005 年
央视招标首次突破 50 亿元大关，
最终达到 52.48 亿元， 比 2004 年
增长近 20%；而 2009 年，央视招标
突破了 100 亿元， 达到 109.6645
亿元，增长率为 18.47%。 每年的增

第一次投放央视，从此，投放的力
度一年大过一年，2005 年到 2007
年，宝洁连续三年成为央视招标的
标王，最高一年投放额度超过 4 亿
元。 随后，联合利华、肯德基、高露
洁等一批国际知名品牌也开始重
视招标时段。
事实上， 央视为了扶持一些行
业参与央视招标， 每年都会重点在
一些行业培植一些竞争对手， 例如

展期， 从 2002 年到 2008 年六年
间，央视招标从 26 亿元飙升到 80
亿元，媒介资源是企业的核心资源
的观点受到了很多企业的认同，而
央视广告部也一改以往“坐商”的
风格， 以主动的服务和更多的推
广，主动贴近广告客户，央视招标
再次受到企业的追捧。
在之后的几年里，央视招标依
然保持了惯性的发展，一路增长到

首先，改变以往的“坐商思维”，积
极地走出去主动拥抱客户，积极地
与客户沟通， 了解他们的需求，建
立以
“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在
客户服务的模式上，从重点地域的
突破到重点行业的突破都做了探
索， 例如早期从经济条件好的广
东、江浙一带突破客户，重点沟通，
在行业上则重点针对白酒、 日化、
汽车、金融等行业进行突破，都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其次，大大加强了外围对央视

长都高于国内 GDP 的增长率，因
此又被称为“
经济风向标”。
从 2004 年开始， 央视招标的
形式和标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006 年以后“央视黄金时段招标”
正式改名为“
央视黄金资源招标”，
招标的范围已经从央视一套的黄
金时段扩大到其他众多频道，还包
括青歌赛、春晚、奥运会、世界杯等
资源。 2008 年以后还增加了
“
签约
认购产品”，2009 年， 央视再次做
出了调整，
“
预售”成为当年最大的

10 年前，在润滑油行业，统一润滑
油第一个参与央视招标后取得了业
绩的提升， 央视就把统一润滑油树
立为标杆企业和成功案例， 在行业
内进行推广， 这样就产生竞争和示
范效应， 结果是中国石油和中国石
化也纷纷参加下一年的央视招标。
而这样的做法，在手机行业、汽车行
业、日化行业、白酒行业屡试不爽。
而 招 标 方 式 在 2001 年 ， 由
2000 年的全部明标改为新闻联播
后标版及 A 特段暗标入围、 明标

2013 年的 158.8 亿元，但这已经成
为强弩之末。这种持续的增长势头
也让央视招标的压力越来越大，为
了不断地冲高招标额，央视招标的
招标资源也一增再增，从央视一套
扩展到全台的资源，从黄金时段演
变成黄金资源，各种资源都被放进
央视招标。
在著名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
看来，招标的本质是为了让稀缺的
资源， 以招标的方式获得公平、透
明的销售和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

招标的宣传力度。央视广告部一方
面笼络了一批国内广告和传播学
界的专家和资深广告人，成立顾问
团，对央视招标进行专业角度的解
读和包装， 构建招标理论体系，让
招标更加专业化；同时积极加强对

看点。
“
从招标到预售， 实际上是对
招标内涵的一种扩展，更加符合市
场规律和客户的需求，这种变化和
创新还会继续下去。”传媒专家、中
国传媒大学教授黄升民表示。

竞争指定位置，使整个招标方式更
趋合理，更具操作性。 2002 年仍然
延续了这一做法，得到了企业的理
解和支持。 2003 年以后的央视招
标， 这一方式一直被沿用下去，一
方面增加了透明度， 另外一方面，

现今这个时代，媒体的稀缺资源越
来越集中到少数的优质的节目，没
有高收视率的支撑， 没有好的口
碑，没有品牌化的节目，再好的平
台，节目资源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稀
缺。从企业广告主对主流卫视的几

非黄金时段的标的也拿进来进行招
标， 标的多了招标额自然就会上涨；

势，除了广告传播，央视和企业捆绑
到一起，在品牌战略层面还是有很多

外传播，对央视招标进行全方位的
报道和传播，从而在短时间内就建
立起了权威性的认知。

2004 年以后，以宝洁、联合利
华为代表的外资企业逐渐增加了
对央视招标的关注。 2001 年，宝洁

最终的竞标价格也更为合理。
经历了此前三年低谷，央视招
标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高速发

个大的现象级节目的追捧，到对央
视招标的理性化，此消彼长，一目
了然。

另外一方面， 每年标的底价都会涨
价，在涨价的基础再竞标，最终的成
交价也往往会水涨船高。

发挥的空间，而这一点是那些互联网
企业无法做到的。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赵正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