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入世對大陸報業集團的挑戰與發展 

 

2001 年 12月 11日，大陸正式加入WTO，成為世界貿易組織的正式成員。

加入WTO，意味著其已經接受WTO的以下原則，即無歧視待遇的原則、

最惠國待遇的原則、國民待遇的原則、貿易自由化原則、互惠原則、取消

數量限定原則、市場准入原則、透明度的原則，和國際貿易中公認的其他

一些規定。 

外界對於大陸加入世界貿易組織，普遍存在正、反兩面的看法，認為

入世後，對大陸報業既是極好的機遇，但也是嚴峻的挑戰。不過，不可諱

言的是，隨著外資媒體集團的湧進，對大陸媒體市場必定會形成衝擊，大

陸報業過去傳統的辦報理念和方針，都得做應變的調整。 

 

第一節 入世後大陸媒體需面對的相關規定 

一、境內、境外資本，投資大陸報業的相關規定 

    對於大陸境內出版報刊的限制，大陸「國家新聞出版署」在 1993 年

發佈的「關於出版單位的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職責的暫行規定」裡，分別

對於報刊主管單位的職權，及主管單位的行政級別，有明確的規定。在主

管單位的級別上，中央級的需要是部級以上，省級的是廳級以上，地、縣

則是需要縣級以上或是縣級;而社委會、編委會、管委會等機構，都不能成

為出版單位的主辦單位。以上的規定，明白的指出主管機關級別低的，或

無主管機關的單位（特別是民營企業）或是其他團體、個人，都不能申辦

出版單位。至於出版單位的資金來源，「關於出版單位的主辦單位和主管

單位職責的暫行規定」裡，雖然只規定主辦單位有職責「依照國家的有關

規定為出版單位提供和籌集必要的資金、設備」，但是有些主體既然不具

申辦出版單位的條件。如想要以出資方式與主辦單位合作，成為共同的主

辦單位，也是不允許的。128

                                                 
128 魏永征，「中國傳媒業利用業外資本合法性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 2001 年第 2 期，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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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資本（外資）是否可以進入大陸的傳媒業這個問題，根據 1990

年大陸國務院批准公佈的「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裡，將新聞、出版、廣

播、電視、電影，列為禁止設立外資企業的行業。1991 年經大陸國務院批

准，新聞出版署發出通知，申明新聞出版行業，禁止設立外資企業，原則

上不能實施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也不能與港、澳、台建立合資、合

作企業。1994 年國家新聞出版署再次發佈「關於禁止在我境內與外資合辦

報紙期刊出版社的通知」，重申原則上禁止創辦中外合資的報紙、期刊和

出版社等傳媒機構，並且適用於港、澳、台地區的合資。129以上就是中國

大陸在未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前，對於外資投資境內媒體的相關規定。 

據中共 2001 年 12 月 12 日最新公佈的「出版管理條例」規定（見附

錄一），設立報紙、期刊社、圖書出版等單位，必須由符合條件的主辦單

位和主管機關，向主辦單位所在省（區、市）政府出版行政部門提出申請，

再報國務院「新聞出版署」審批。所有報刊社屬於事業單位，需掛靠至黨

政部門，或人民團體，方能向「新聞出版署」申領刊號，及獲得發行權。

另外，在法規裡第四章第三十九條，關於外資投資大陸出版業的法規：「國

家允許設立從事圖書、報紙、期刊分銷業務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

作經營企業。具體實施辦法和步驟則由國務院出版行政部門會同國務院對

外經濟貿易主管部門按照相關規定。2003 年 7月中旬，有關於「中國大陸

報業改革方案」，已經由中國大陸「國家新聞出版署」起草完成。此改革

方案的公布，代表著外資或民營資本可投資傳媒。但確切外資持股的比例

仍在討論中，尚未決定。 

以上為大陸官方對於報業資本的一些相關規定，我們從中可以發現，

外資投資大陸報業，從一開始的嚴令禁止，到現今有條件的開放。這樣的

結果，呈現出大陸報業現今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現況。但中國大陸目

前還是缺乏有關國外資金進入媒體的相關法律和條文規定，而媒體經營的

                                                 
129 同註 107，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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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與義務規範亦付之闕如。130大陸以往在大眾傳播領域採閉關自守政

策，相關法規建制並不完備，許多規範更是以通知、意見的方式，簡單帶

過，而法條的內容、尺度標準及定義模擬兩可的敘述，使得外界對其難窺

堂奧。 

 

二、大陸報業在WTO體制下之規範 

2001 年 12月 11日，中國大陸以發展中國家的資格，加入世界貿易組

織。在入世談判的過程中，大陸官方並沒有就新聞傳播事業，特別是報業

的開放，作任何承諾。在 15 年的時間內，新聞傳播業的開放與否，完全

取決於大陸官方自己。但與新聞傳播事業有關的部分，大陸官方作出了承

諾是： 

 

一、逐步減讓和降低新聞紙、鐳射照相排版設備、膠印機、印表機、

影印機、光導纖維、各種攝影器材等和新聞傳播業務有關的物品的進口關

稅。有的立即取消，有的順延兩至三年，其餘的順延至 2006 年，屆時所

有這些產品的最終約束關稅都將降為零。 

 

二、三年內逐步開放圖書報紙和期刊的分銷服務。第一年，外國服務

提供者可在中國經濟特區和有關城市設立中外合資的書報刊零售企業。第

二年，開放所有的省會和重慶、寧波兩市，並允許外資對上述零售企業控

股。第三年，取消對外資從事書報刊分銷服務企業在地域、數量、股權及

企業設立形式方面的限制。但五年內，超過 30 家分店的書報刊連鎖企業

暫不准外資控股；2001 年 12 月大陸官方所頒布實施的「出版管理條例」

即納入此承諾(第三十九條)。 

 

三、逐步開放廣告市場。允許外資與國內企業合作，開展廣告代理和

                                                 
130 吳宗憲，「WTO架構下的大陸媒體集團現象：理性模型、市場機制抑或社群精神？」，展望與

探索，第 1 卷第 6 期，2003 年 6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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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服務業務。入世的第一年，只能以合資的方式進行，外資所占的比重

不得超過 49％。第二年以後，允許擁有多數的股權。第四年以後將允許設

立外資獨資子公司。 

四、開放電信服務市場。允許外資在所有電信服務業中佔有 49％的股

權，在增值服務和尋呼服務中占 51％的股權。境外資本可以全面進入網路

（互聯網）市場，實現網路媒體和傳統媒體的逐步融合。 

 

五、開放音像和娛樂軟體市場。允許外國服務提供者與中方夥伴合作

設立合資企業，在不損害大陸審查音像製品內容的情況下，從事音像製品

和娛樂軟體的分銷活動。 

 

六、全面執行《與貿易有關的知識產權協定》。注意維護知識產權，

加強反盜版行為，加強知識產權案件的審理。使大陸對中外著作權人的保

護水準，與這個協定的規定基本一致。 

上述這些承諾，表明大陸官方已經同並接受世界貿易組織規則的規範

和約束。願意以通過貿易政策審查機制和貿易爭端解決機制，接受世貿組

織及其成員的監督。而廣告業、圖書報紙及期刊分銷服務的開放，也表明

大陸的新聞傳播事業，將部分的融入世界貿易的機制，在某些方面，將按

國際公認的遊戲規則辦事。131

2003 年 3月 17日，大陸「新聞出版署」及「對外經貿部」根據「出

版管理條例」規定，聯合頒布「外商投資圖書、報紙、期刊分銷企業管理

辦法」（見附錄二），對外資投資的審批條件、程序和開放時程，做出具體

規範。這項規範雖僅承諾開放出版物分銷業務（即批發和零售），未開放

編輯出版和出版物進口的經營權，然由於大陸境內現有的報業集團，及出

版集團不僅在實力、經營理念、管理體制、人才素質等方面，都與西方先

進國家傳媒業存有極大差距，且由於受限於行政主導，不但既有的資源無

法按照市場化、產業化，進行有效配置提升競爭力，反在行政干預下形成
                                                 
131 丁柏銓，加入WTO與中國新聞傳播業，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年，頁 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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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壟斷和發展惰性，開放外資進入，對大陸境內傳媒業勢必產生極大的

衝擊。 

 

第二節 入世後所產生的問題 

雖然 1991 年和 1992 年，大陸在進行服務貿易時，所開出的承諾表中，

共列出十四項有關大陸境內，服務行業的市場開放，和國民待遇的相關條

件和資格，但並沒有包括出版業，以及大眾傳播業在內。但在「世界貿易

採認之中國入會協定書」中，大陸官方承諾，將逐步開放廣告市場，及圖

書報紙和期刊的分銷服務。這項舉措，雖然並沒有直接對大陸的報業集

團，直接產生影響。但入世後的大陸報業，將面臨來自自身發展不健全，

及相關產業所產生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了，外資對於大陸廣告的經營的

影響、地方報業集團實力優劣不均以及媒介資源整合不完全等。 

 

一、外資分食廣告市場，進而影響媒體發展 

廣告收入是大陸報業實行，「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政策後，目前

大陸報業最主要的營收來源。近年來，大陸房地產等一批民生產業的發展

迅速，向大陸的傳媒業投放了數量可觀的廣告，成為了許多傳媒增收的主

要貢獻者。各報紙無不擴版，以因應大量的廣告量，賺取更多的營收。 

大陸報業的廣告經營自 1983 年全面恢復以來，經歷了一個高速恢復

發展期。特別是在 1992 年，前後的五年時間裡，平均增長速度達 60.9%。

近年來，由於基數增大和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報紙的廣告營業額增速趨

緩，但仍然達到了 10%~20%的增長幅度。1322003 年大陸總廣告投放量更

首次突破千億，達到 1078.68 億元，比 2002 年增加 19.44%，佔國民生產

總值的 0.92%。133國外一些知名的廣告公司對於大陸廣告市場這塊大餅，

早已覬覦已久。大陸在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相關規定允許外資廣告公司

                                                 
132 丁柏銓，加入WTO與中國傳播業，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463。 
133 童  兵，「入世一年的中國傳媒市場新格局」，中國新聞研究中心，2004 年 8 月。 

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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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正適合法的進入中國大陸的廣告市場。中國大陸方面，除了要擔心廣

告業本身的競爭外，更需要擔心的是外資廣告公司利用資本優勢將大陸傳

媒的廣告、時段加以控制，進而箝制高度依靠廣告收入的大陸報業。 

在大陸官方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貿易具體承諾減讓表-第二條

最惠國豁免清單》中，對於廣告業的開放，有著明確的規定：允許外國服

務提供者，僅限於以合資企業的形式，在大陸境內設立廣告企業。其中外

資不超過 49%；中國大陸加入 2 年後，將允許外資擁有多數股權；加入 4

年後，將允許設立外資、獨資公司。134

    外資在世界貿易組織的規範下，於中國大陸入世後的第五年開始，就

可以以獨資的方式，進入大陸的廣告市場。西方廣告界的發展，比大陸要

來的久且成熟。目前在西方廣告市場的發展，是以「專業媒介購買公司」

為主。135這些專業媒介購買公司，在進入大陸廣告市場後，勢必利用本身

龐大的資金、成熟的體制運作，蠶食鯨吞大陸的廣告市場，進而掌握大規

模的媒體廣告業務。面對國外廣告業者大舉入侵，除了擔心其衝擊到大陸

境內的廣告業外，更令人擔憂的是外資在成立獨資廣告企業後，在大陸的

廣告業佔有一席之地。如此一來，如同掌握大多數大陸媒體集團的收入命

脈，屆時將進而介入、影響媒體。這正印證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

所提出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論斷；經濟來源也在某種程度上，

對大陸報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136在現階段大陸黨報的發展過程

中，廣告已成為現今報業集團的經濟命脈，如外資倘若真的利用進入廣告

市場，影響到大陸黨報及報業集團的經營與發展，這將對大陸中央落實在

大陸黨報與報業集團的“四個不能變＂137的指示上，造成衝突進而影響大

                                                 
134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易經濟合作官方網站，http://www.moftec.gov.cn 
135 專業媒介購買公司（Media Buying Network or Media House）：最早誕生於歐洲，目前盛行於歐

洲與北美。它主要是通過資本、客戶資源以及自身信譽等手段對媒介廣告資源（時間或版面）

的集中性或規模性加以控制，採用獨家代理、優先代理或壟斷經營等手段介入媒體廣告資源的

經營，同時它能向顧客提供優惠、有折扣的廣告價格。 
136 張 炎，「加入WTO後黨報生存環境變化及影響淺析」，中國新聞研究中心，2003 年 2 月。

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3849。 
137「四個不能變」：分別是黨和人民喉舌性質不能變、黨管媒體不能變、黨管幹部不能變以及正

確輿論方向不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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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黨報的輿論導向。 

 

二、地方報團不敵強大境外媒體的競爭 

地方報業集團主要是指立足於一地一城，擁有一張主報、多張子報、

子刊、子網或附帶出版社，外加數個經營實體的新聞出版聯合體。嚴格意

義上來講，目前大陸的報業集團主要是以地方報業集團為主體，地方報業

集團的發展走勢在很大程度上反映了大陸報業集團的現狀。138

組建報業集團的熱潮，從 1996 年開始迄今仍持續的在延燒，在大陸

上至中央下至地（縣）級黨報，無不使用各種方法，使其達到「國家出版

署」在 1994 年 5 月，在《關於書報刊、音像出版單位成立集團問題的通

知》中，對於組建報業集團的規範，以及 2002 年所公布的「關於印發報

業集團組建基本條件和審批程序的通知」中，組建報業集團的相關規定。 

目前在中國大陸現有的 39 個報業集團裡，其前身分別來自不同層級

的黨報。舊有地（市）級的黨報在過去，其地位比省或是中央級的黨報來

的低，享受資源也相對的較少。在組建報業集團的過程中，雖然通過了組

建的門檻，但在進入集團化的發展後，過份的依賴報紙廣告收入，造成收

入來源過於單一，使得報業的整體命運維繫在廣告上，而廣告資源的豐富

與否又與經濟狀況有著密切的相關。大陸經濟改革後，經濟發展結構的不

平等以及不均衡，也影響到了報業集團的發展。舉例來說，廣州為改革開

放的前哨戰，其經濟發展的水平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其所發展的報

業集團不論在廣告的收入，及年度總營收，都在全國排名的前 10 名內。

但在大陸，並不是每個報業集團都有像「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一樣，有那

麼好的經濟成績。在全國，除了領軍入市的《廣州日報》、《南方日報》、《北

京日報》等少數報業集團中的黨報外，絕大多數的集團黨報都在市場中立

足困難。139而同有實力的外資媒體相比，上述大陸的一些大媒體還是相當

                                                 
138 中國新聞年鑑 2004，北京：中國新聞年鑑出版社，頁 358-363。 
139 阮志孝，「入世初大陸報業的現狀、問題、對策」，中國傳媒報告，第 2 卷第 4 期，2003 年，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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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小，美國的《紐約時報》2000 年的廣告收入為 60 億美元，相當於中

國一萬多家報刊廣告總收入的 4倍。140這樣大的實力差距，是大陸地方級

報業集團所不能比擬的。 

而地方報業集團，除了要面對過於單一的收入問題外，還必須面對融

資的困難、同行惡性競爭、地方網路建設不足、跨區經營的限制以及管理

人才匱乏…等等問題。 

    在管理人才匱乏方面，報業集團發展關鍵在於人才，報業集團發展的

速度和規模，必須與人才隊伍的建設成正比。地方報業集團均不同程度

上，遭遇了經營管理人才稀缺的問題。以目前大陸報業從業人員的專業結

構上看，基本上還是以“文人辦報＂或“學者辦報＂為主，現有的專業管

理人才與現實所需的不成比例，造成了報業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的單調及

衝突。141

 

三、跨區經營的限制雖解令，資源整合仍不完全  

大陸境內有報紙 2200多家，刊物 8000多家，廣播電視台 3000多家，

39 家的報業集團以及數家廣電集團。這樣大的媒介市場，是世界上少有

的。142在最初 1994 年 5 月，在《關於書報刊、音像出版單位成立集團問

題的通知》中，就明確規定報業集團的組建不可跨省、區及跨行經營。大

陸官方起先組建報業集團的目的在於，欲整治大陸報業體制裡散、亂、多

的情況。因此深怕跨區、跨領域的組建報業集團不能有效改善當時的問

題。目前大陸報業集團的數量達到 39 個，但就實力來說，因為大陸傳媒

的「單一產品模式」造成了“勢不單卻力薄＂的結果。143當今世界，跨行

                                                 
140 童 兵「入世一年的中國傳媒市場新格局」，來源：中國新聞研究中心，2004 年 8 月。 

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4129。 
141 同註 131，頁 359。 
142 戴元光，「加入WTO後中國傳媒面臨五大問題」，中國傳媒報告書，第 1 期，2002 年 8 月，頁

37。 
143 媒體實力的差距，以報紙為例，美國《紐約時報》每天平均廣告額為 1000 多萬美元，最多一

天可達 1700 多萬美元，也就是說《紐約時報》一天近億元人民幣的廣告額，幾乎等於中國第一

大報《人民日報》一年的廣告額；美國時代華納集團有 1500 多億美元的固定資產，中國媒介大

戶「上海文新集團」的固定資產僅約 2 億多美元；而堪稱中國第一報業集團的「廣州日報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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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跨國界併購，是包括傳媒業在內，各種產業的主流態勢。禁止媒體

跨地區經營，跨媒體辦媒體，勢必阻礙傳媒的自由流動，使其之間無法充

分的競爭。144

大陸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署」在 2001 年 8月聯合發布的《關

於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務的若干意見通知》（中辦發 17號文）中，宣

布廢止跨區、跨行業的禁令，允許媒體全面跨行業、跨地區經營。雖然早

在禁令解除前，已有不少大陸媒體以“偷跑＂的方式進行跨行、跨區的媒

體經營，145但此條款的公佈讓跨區、跨業經營變得合理公開化。過去礙於

媒介資源整合的禁令被解除了，但還是產生許多新的問題，例如:許多集團

藉此用低價收購一些虧損或實力不強的媒介，但卻不進行資源共享和重

組，也不讓其運作及經營，為的只是等待在適當的時間點以高價賣出，賺

取差價。與原先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大陸政府開放跨區、跨行經營統合

資源的美意沒有被具體完整的實現，大陸媒介內部資源整合依舊不完全。 

 

第三節 大陸報業的因應之道 

 

一、媒體資源的整合-報業與網絡（互聯網） 

1987 年揭開了大陸使用網路（互聯網）的序幕146，網路的諸多特點-

快速、不受時間地域限制、具有資料整理和儲存以及多媒體功能等，給現

代的新聞傳播提供了優越的資源整合平台。147中國大陸的民眾因為網路

（互聯網）的發展，與以往比起來更容易得到來自國外廣播電台、國外電

視（包括衛星電視節目）所傳遞的訊息，網路（互聯網）造成的「全球共

                                                                                                                                            
集團」1997 年營業額為 20 億人民幣，同期日本「朝日新聞報業集團」的營業額超過 300 億人民

幣。 
144 童 兵，「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三年中國傳媒格局的嬗變與前瞻」，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年第 1 期，頁 88。 
145《新京報》的成立，可以說是媒體跨區經營的開端，地處北京的「光明日報報業集團」與地處

廣州的「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合作，以資本為扭帶，成功地跨區創辦《新京報》。 
146 1987 年 9 月 20 日，錢白天教授發出中國第對一封電子郵件“越過長城，通向世界＂，揭開了

中國人使用網路（互聯網）的序幕。 
147 丁柏銓，加入WTO與中國傳播業，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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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狀態，使得大陸民眾得以進入了全球訊息空間，也更加重視網路

（互聯網）的使用，網路（互聯網）在中國大陸的普及率，也不斷的攀升。 

報紙與網路（互聯網）的結合，可說是當今不可擋的趨勢。在中國大

陸，一些地市級黨報已有網路版，在過去網路媒體只被允許轉載傳統傳媒

記者採寫的稿件，現在有些報社設立了獨立於報社體制下的網路記者，甚

至利用科技在重大會議的現場進行實況轉播。148但仍還有相當數量的黨報沒有

意識到該領域發展的好處，網路（互聯網）龐大的潛在經濟及社會效益仍未被完

全的發揮。 

    網路（互聯網）在中國大陸剛剛起步的時候，受到批評最多的就是網

路上虛假信息過多，網路媒體的公信力受到了各方的質疑。在這樣的發展

態勢裡，大陸黨報在面對與網路（互聯網）之間的關係上，可以利用黨報

在輿論上的權威性和公信力與網路（互聯網）的快速傳播特質結合，創造

出新的傳播優勢。在中國大陸當今的信息傳播中，有學者認為黨報的權威

性和公信力是遠高於網路（互聯網）的，因此黨報只要充分利用資源優勢，

積極打造權威資訊就可贏得與互聯網間的競爭。149 但作者在此卻持著不

同的角度看待大陸黨報與網路（互聯網）間的關係，作者認為大陸的黨報

與網路（互聯網）間的關係不應該是處於競爭的態勢，反而應當以合作的

方式，擷取彼此的媒介特質及優點創造出雙贏的發展模式。舉例來說，大

陸的黨報可以改進原本宣傳的報導方式，對於政策的解讀宜採取深入簡出

且平衡的報導原則，滿足讀者的閱讀需求並強化與網路（互聯網）的互動，

利用網路（互聯網）的優勢，使得網路版的黨報能呈現多元的訊息量。同

時也加深網路（互聯網）新聞的深度，結合兩種媒介資源創造雙營的發展

模式。《人民日報》所創辦的“人民網＂（www.people.com.cn）就是一個

很好的範例，其以中央黨報之姿與網路（互聯網）加以結合，不但能快速

                                                 
148 2001 年，《檢察日報》正義網記者參加了“全國檢察機關基層檢察院建設表彰會＂的報導，並

成功地進行了網上直播，在第一時間報導了會議的進程。 
149 劉伯順，「略論“入世＂對黨報的影響及對策」，來源：人民網傳媒專題-論文，

（http://www.people.com.cn）2004 年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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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遞具有權威、公信力的新聞訊息外，同時提供了在一般網路（互聯網）

上所欠缺的深度報導區塊，成功的在大陸內地發展，更成為國際網路（互

聯網）上頗有影響力的綜合性網站，為成功的媒體資源整合案例。 

 

 

二、多元經營，分擔營收風險 

    據統計，在大陸新聞媒介中，有 41.5%的媒介，廣告收入佔總經營收

入的 90%以上；有 37.9%的媒介，廣告收入佔總經營收入的 50%~90%左

右；有 21.6%的媒介，廣告收入佔總經營收入的 50%以下。而在新聞媒介

的全部收入中，廣告收入佔 70%，發行或節目收入佔 21%，多元經營佔 8%，

其他佔 2％。150以上的數據說明了大陸媒體的營收對於廣告市場的依賴性

相當的高，一旦與廣告相關的行業，產生波動或衰退，對於媒體的收入將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多元的投資及收入，成為了媒體避險的最好發

展方向。 

    1992 年 12 月，中國大陸「國家新聞出版署」頒佈了《報紙管理暫時

條例》，明確公告具有法人資格的報社“可發展有償服務和多種經營活

動＂（第 45條）。但大陸報業多元經營的路一開始走的並不順利，而造成

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報人不擅長經營實務，缺乏專業的經營人才。 

不過，在其中也有成功的案例。以「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為例，集團

成立後組建了一系列帶有報業外延伸性質的公司，像廣州報刊發行公司、

廣州市彩色印務公司、廣州日報社印務中心等。同時也組建了一些與報業

本身沒有關係的實業公司，像大洋梅開地賓館、大洋房地產公司等。151這

些主業（報業）外的多元投資給報業集團帶來明顯的經濟效益。根據資料

顯示，「廣州日報報業集團」2000 年的銷售總收入為 23億人民幣，而其中

的 12億是廣告收入，剩下的 11億全為其他產業獲得的。這樣多元經營的

                                                 
150 邵培仁，「論媒體產業全球化與中國的對策」，來源：中國新聞研究中心（http://www.cddc.net） 
151 馮 蕾，「論黨報報業集團多元化經營」，來源：人民網傳媒專題-論文（http://www.people.com.cn）

2004 年 12 月 20 日。 

 86



結果，真正做到了避險的作用。 

報業實施多元經營政策，可以解決單一經濟來源的風險問題。因此大

陸報業應在主業之外，利用報紙的不同社會關係、經營範圍以及消費市場

來發展與之相關的經營項目。並在其中選擇最具潛力、市場前景最好的產

業，打造具有核心競爭力的品牌加以延伸，形成具有獨特優勢的產業鍊。

同時有效率的運用集團內現有的人、財、物等資源，按照新的產業發展，

對其進行重新組合和配置，使集團內的每項資源都能在多元經營這部分

上，發揮最大的單位效用及最佳的單位效益。另外，將多元經營以股份制

的形式經營，更能夠有效降低、控制以及防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能面對

的投資風險。 

因此，最佳的多元投資方式應該是圍繞主業、輻射文化產業，向相關

產業延伸，同時提高核心競爭力，延伸產業鍊。大陸報業應該借鏡成功的

案例，發展多元投資，減低營收來源單一化的風險。 

 

三、創造品牌，增加產業價值 

2004 年 6月，“世界品牌實驗室＂（WBL）與“世界經濟論壇＂（WEF）

共同組織、評審並發佈了《中國 500個最具價值品牌》152。評選的範圍包

括大陸各大行業，傳媒類共有 42個品牌入選（見表 5-1）。153

由於傳媒行業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在評估的過程中考慮的因素主

要有收入、覆蓋率、收視率、受眾群體（對品牌的認知度）、公信力、趣

味性等。 

事實上，品牌的建立指的是集團裡經濟價值的整合，和精神價值的建

立。這樣的價值連結對於集團內部可以取得向心力和凝結力；對外則可以

構成形象力和影響力。 

                                                 
152“世界品牌實驗室＂(WBL)對於品牌價值的評估主要考率的是 1.當前營利狀況；2.實際營利水

平；3.品牌對收益的貢獻度；4.營利趨勢以及 5.品牌貢獻在未來收入中的比例，等五類指標。 
153 丁和根，傳媒競爭力，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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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大陸 500個最具價值品牌中入選的傳播品牌前 10名 

資料來源：丁和根，「傳媒競爭力」， 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 

行業 
排名 

綜合 
排名 品牌名稱 品牌擁有機構 品牌價值 

（億元） 
1 2 CCTV 中央電視台 608.51 
2 23 鳳凰衛視 鳳凰衛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28.32 
3 96 東方明珠 上海東方明珠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51.48 
4 103 《參考消息》 新華通訊社 50 
5 119 《廣州日報》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 46.17 
6 125 《新民晚報》 文匯新民聯合報業集團 44.67 
7 130 《羊城晚報》 羊城晚報報業集團 43 
8 134 《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社 42 
9 143 北京電視網 北京電視台 40 
10 153 新浪 新浪信息服務有限公司 38 

從市場的角度來看，品牌的對應物是受眾的忠誠度，它是由關注度、 

認知度、忠誠度，一步一步培育起來的。目前市場的趨勢是沒有品牌就無

法保持持久的市場。154品牌的建立，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開發主品牌的潛在 

價值，將主品牌凸現、放大、強化，建立主品牌的權威進而推動集團內部

的系列品牌。進而使媒體從單一的效應轉為形成綜合效應，將無形資產轉

而成為有形資產。以大陸報業為例，集團本身為主品牌，主品牌的提升及

建立，可進而推動旗下子報刊的發行，使其旗下一些知名度、市場覆蓋率

不高的報刊，都可以因為主品牌的標誌性，而帶動發展，為集團的發展加

分。中國大陸傳媒業的市場化進程，起步相對較晚，因此品牌對媒介自身

發展的價值和意識是近幾年來才漸漸的受到到重視。而一個媒體要樹立良

好的品牌形象並且得到（相對）較高的品牌評價，至少應該具備三樣不可

或缺的條件：分別是一、要有很廣的覆蓋面；二、要有很強的營利能力；

三、要具有原創性及獨特性。 

以《南方日報》為例，其可以說是較早實施品牌營銷策略的大陸傳媒，

其報社高層管理者就表示，大陸傳媒應該廣為推廣實施品牌戰略，強化綜

合競爭力、從單一品牌競爭轉到多品牌的競爭上，以及從單純的媒體品牌

產品競爭，轉到品牌理念所延伸的各個領域上，進而在加入WTO後，強化

                                                 
154 高新鴻，「報業集團運作創新：打造價值鍊、品牌鍊、產業鍊」，中國新聞年鑑 2004，頁：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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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傳媒的競爭結構。155

而在國際的影響力方面，也是另一個品牌建立的優點。以 2005 年公

佈的“世界品牌 500強＂中排名第四名的麥當勞為例，它是全球最大最著

名的速食服務集團，成功打破宗教、文化及距離的隔閡，其普及率涵蓋了

全球 100多個國家，成功的成為家喻戶曉的品牌。而其龐大的本業經濟獲

利，主要來自其品牌的建立，高知名度以及建立起消費者對其特有的高忠

誠度，為集團建立穩固的消費群，連帶為其周邊的產品、事業帶動了拉拔

的作用，有助於整個集團的發展。 

    大陸的報業過去由於不需要與國外媒體有所競爭，因此只著重於內部

市場的發展。但在面對政府保護的力量逐漸縮減，市場力道加深的未來，

大陸的報業應該在提升自身的實力外，同時拓展海外的競爭空間，在國際

傳媒市場上佔有一定的份額，從而加強大庫報業的生存能力、發展能力、

應變能力和風險承受力；因此更需要藉著品牌的建立，發揮媒體特有的文

化、價值的影響力，將其觸角伸向國際。 

 

 

    大陸在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雖然未承諾開放報業市場，使其加入全

球市場的競爭。但與國際市場的接軌是大陸的報業市場未來必經的一條道

路。將來會帶來什麼樣的衝擊或發展，沒有人可以準確的預測。大陸官方

不應該消極的將西方傳媒，看做如河水猛獸一般，用防堵的方式，禁止或

有限制的防範外資進入大陸的報業市場。大陸官方反應積極參與國際競

爭，迫使大陸報業不斷進行各方面的創新，培養優秀的編採業務和經營管

理人才，大力健全報業管理體制，調整完善的報業產業結構，從而提升大

陸報業的國際競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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