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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财经类杂志的

成功经验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谢 明

自从中国成功加入 &’( 之后，关于国内媒体如何应

对来自境外传媒巨头的观点就接踵而来，同时，境外传媒

巨头的身影也已经悄悄出现在我们身边。期刊方面，近期

以来，说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关于《福布斯》、《新闻周刊》、

《哈佛商业评论》等国际知名期刊展开进军中国的步伐

了。虽然国内有关部门一再重申外刊进入中国市场的方法

和模式将被规范，让国内的期刊出版者们暂时松了一口

气，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境外传媒大军的步伐已经是势不

可挡，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是，汲取和学习境外期刊的成功

经验，改变并完善经营运作模式，壮大自身的竞争力。

综观国内期刊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也

已经远不再是旧模样。先是科技类期刊蓬勃发展，如《)’ 经

理世界》、《互联网周刊》；接着是《瑞丽》、《时尚》、《世界时

装之苑》等时尚类期刊风头渐起，在大街小巷的报摊上尽

显风光；然后是诸如《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一类的时

政类期刊崛起，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接下来是随着电视

娱乐节目的广受欢迎和青少年读者规模的扩大而发展壮

大的娱乐类期刊，如《北京电视》、《看电影》等等。而如今最

风光的应该算是财经类期刊了，《财经》、《中国企业家》、《)’
经理世界》，甚至连时尚期刊的重头品牌《时尚》也创办了

它旗下的财经类杂志《时尚财富》。

虽然如今的期刊市场看上去发展得蓬蓬勃勃，但是我

们也不得不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这几年关于中国媒体市

场窄众化的说法炒得很火，可以说，以上这种种期刊热潮

都是伴随着窄众化的方向而发展的。在一个并不成熟的传

媒市场中，窄众化可能会遇到一系列问题。比如，尚未成熟

的广告商通常把发行量作为选择媒体的惟一指标，而对于

目标受众群、忠诚度、信任度关心不足。在这些问题中，最

根本的就是如何处理赢利、发行量和细分市场、明确定位

之间的关系。毕竟，窄众本身并不是目的，窄众是为了更好

地占有细分市场、增进品牌的忠诚度等。同样，财经类期刊

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如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找到自

己的位置，建立自己的品牌和信誉度，赢得市场空间，应对

境外传媒巨头的挑战。

因此，作为国内的财经类期刊，完全可以从国外成功

的财经类期刊如《福布斯》、《财富》、《商业周刊》等身上汲

取成功经验，看看他们是如何进行市场定位，并成功地占

有市场和树立品牌的。

成熟的运作模式

《南风窗》总编秦朔曾经把美国的杂志业称为“内容工

业*，因为刊物的操作非常类似工业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

他认为这正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

《福布斯》和《财富》都是世界知名的财经类期刊。他们

之所以能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整个杂志内部良好的结构

以及严格而有序的杂志操作过程。

《福布斯》在杂志运作中倡导“透明化的操作*，使掌握

着巨大话语权力的媒体及其工作人员远离“话语专横*，用

自 己对于 读者 的坦诚 和开 放来 增进 社会 对于 杂志 的信

任。而它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应该就是它一年一度的富豪榜

了。前不久刚刚在中国内地推出的 !""+ 中国富豪榜更是

在国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为吸引人们眼球的重要因

素。我们在被这个榜单吸引的同时，也不禁对它的准确度

和可信度产生了怀疑，而这，也正是《福布斯》的运作模式

成功之关键——— 它敢于以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个其他人认

为不可能也没勇气去完成的任务。

早在 ,--# 年，《福布斯》就已经把目标对准了中国内

地的富豪们。当时它通过在香港出版的中文《资本家》杂志

首次公布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其前十名分别是：刘永好

兄弟、张宏伟、冼笃信、牟其中、张果喜、罗中福、罗西峻、李

晓华、热比娅、宗庆后。可以说，那次排名并不成功。但正是

这一看上去不那么准确的排名使那些过去让中国老百姓

觉得神秘难测的“巨头”们浮出了水面，成就了新中国亿万

富豪的第一次集体亮相。这才是《福布斯》杂志在中国声名

鹊起的真正原因所在。与这个意义相比，名单和财富的数

目是否准确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标

准来判断这个富豪榜的正确度。 以 ."" 大排名而著称的

《财富》杂志为例，."" 大的排名已有近 ." 年的历史，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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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仍有很多资料无法收集，特别是一些规

模很大的私人公司，销售额肯定在 &"" 大之

内，但因为资料缺乏只能割舍。因此，准确地

讲，最有权威的财富 &"" 大，也只是《财富》

杂志能够收集到资料的 &"" 个销售额最大

的企业。

在资讯开放、统计技术发达的美国，有

着数万家全球企业详细数据库的《财富》杂

志尚且如此，让《福布斯》的一干人马在几个

月内把中国富豪们所有最隐密的财富都探

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肯定是个“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个名单看作

是：国外会计师能在中国找到资料的中国富

豪的排行榜。《福布斯》杂志以其独特的方式

做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也很少有人对此苛

求。

同样，《财富》杂志也以它一年一度的世

界 &"" 强评选闻名于世。《财富》杂志是 ()*"
年问世的半月刊，主要刊登经济问题的研究

文章，现为美国时代华纳集团所属，其宗旨

是办成“一本对经理人的指导手册”。《财富》

的运作是实行独特的公司结构。它由两个独

立并行、互不干扰的序列组成。编辑系统，最

高首脑是总编辑；经营系统，最高首脑是总

裁。总编辑与总裁平行并列，没有隶属关

系。总编辑不考虑广告、不考虑赚钱，只考虑

如何按他们的原则和理念办出一本读者信

任的最好杂志。总裁负责市场推广和赚钱，

但决不能对总编辑施加任何影响，不能干预

报道。《财富》曾多次有过为坚持客观报道而

牺牲巨大商业利润的事，甚至发表过严厉批

评自己总公司的报道，记者、编辑却没有因

之受到过任何责难。())+ 年，《财富》发表报

道，对当时炙手可热的 ,-. 总裁进行无情抨

击，此后一年中，,-. 撤销了在《财富》杂志

上 &"" 万美元的广告。总编辑休伊并不为此

后悔，他说：“记者的观点是不能被收买的。”

这种独特的公司结构，确保了《财富》杂志能

长期恪守职业道德，真实而公正地报道和评

价工商界的人物和事件，在它的读者——— 主

要是工商界首脑中树立了权威，具有高度的

公信力。这种权威性与公信度正是传媒的无

价之宝，它使《财富》在国际工商界中有广泛

的影响与号召力，这反过来也为公司带来了

稳定的利润。就在 ,-. 撤出广告的第二年，

《 财 富 》 的 广 告 收 入 比 上 一 年 增 长 了

(*/ 01。《财富》对企业的评价，以公开、公平、

公正著称，一向享有高度的权威性。

恰当的市场定位

一个媒介能否成功地占有市场，其市场

定位的成功与否是关键所在。对于《福布

斯》、《财富》和《商业周刊》来说，恰当的定

位，有效的、高端的读者成为保障他们在经

营上获取利益的最大武器。

福布斯集团副总裁克里斯托弗·福布

斯在谈及这三大杂志的区别时曾经说过这

样一段话：“比方说《商业周刊》可能做前一

个礼拜所有新闻的总结。然后《财富》喜欢比

较长的稿子的深度报道，另外一个会有一些

深度的见解，有深的东西。比如说同一件事

情，《商业周刊》会说某一个公司的赢利增长

了 &1 ，《财富》会写一个长文章讲这个是怎

么产生的，然后《福布斯》讲其实它可以增长

("1 ，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导致了它没有增

长 ("1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这三大杂志是

如何对自己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的。

《福布斯》把这样的一句话当作它的编

辑使命——— 倡导创业精神，打造创富工具

（23456789: ;9576<7696=78>? @<8785， 237:89:
A6>?5B C76>5839 D33?4）。它主要着重于描写

企业精英的思维方式，不仅仅停留在新闻事

实的报道上，而是着力于洞悉新闻背景、把

握动态信息和行业趋势，深入探讨和研究企

业运作的经济环境。正是凭借自身独到的视

角和强大的影响力，《福布斯》被称为“资本

家利器’，全世界的企业家们无不以能登上

《福布斯》杂志封面当作一种殊荣。此外，它

从创刊的时候起，就着力推崇精英群体对社

会和经济的影响力。因此，《福布斯》总是不

遗余力地介绍企业家，介绍企业的成功之

道。它所倾力鼓励的追求个人创业、个人利

润的财富主张，强调创新求异的风格，更使

得企业界高层管理者将其视为必读刊物。他

们最为著名的排行榜也是“全球最富有的

人’和“全美最富有的人’。

而《财富》强调的是企业对社会、对经济

的影响力，因此《财富》的报道更侧重企业，

尤其是大公司的报道。其推出的财富 &"" 强

排行榜具有全球范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商业周刊》在三大财经媒体中是新闻

性最强的，也是惟一的周刊。该杂志强调事

件对社会和经济的推动力，因此他们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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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经济题材反应迅速，能及时推出有针对性和有深度的

报道。

靠广告赢利

我国目前约有 &""" 多种杂志，其中有 ’("" 种左右的

杂志发行量小于 )" """ 册，这部分杂志多数以发行为主要

收入。另外发行百万的杂志在 !( 种以上如《家庭》、《故事

会》、《读者》等，其主要收入也来源于发行收入。如《读者》

!"") 年将近 ! 亿的收入中有 )* & 亿来自发行收入，广告收

入只占 )"+ 左右。市场上以广告收入为主的期刊寥寥无

几，而且大多是面向城市白领、中等收入者，乃至富人阶

层，如《时尚》、《世界时装之苑》、《财富》中文版、《汽车杂

志》等。它们都装订精美、内容专业性强、定价较高（因为受

众对价格不敏感）、区域性强、集中于城市、能动性强、专题

策划较多。这一点，不仅仅是财经类期刊，也是我国大多数

期刊所应该借鉴的一点。《财富》和《商业周刊》的中文版在

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财富》中文版在内地市场的成功主要是其独特的经

营理念。在发行上看，虽然他们不能进入邮发渠道，但他们

大量采取赠阅的方式。在赠阅对象上，他们作了严格的限

定，通常只是针对高端客户，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企业高级

管理人员或者部门高级经理才有获得赠阅的资格。即使在

发行上亏了，拿着读者的名录去跟广告商谈价码，也很有

杀伤力。据了解，目前，《财富》中文版的广告价码已经开到

一页 )* ’ 万美元。随便翻开一本《财富》中文版，广告的页

码差不多占了 ) , (。在最新一期的《财富》中文版上，))! 页

的杂志竟包括了 ’! 家企业的广告，主要是房产、汽车、珠

宝等高档消费品的广告。

《商业周刊》中文版走的也是“广告经营之路-。翻开这

本杂志，宝马、奥迪、诺基亚、./0、西门子、商务通、摩托罗

拉等公司的彩页广告扑面而来。现在，《商业周刊》中文版

的广告价格一页卖到 1 万多元人民币。

用活动造品牌

每年《福布斯》要评出全美 ’"" 大企业、全球 !"" 佳小

公司、全球亿万富豪榜、中国内地富豪榜等各式各样的排

行榜，而《财富》也有全球 ’"" 强企业、美国历史上最杰出

的十大 234、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 名商业人士、#" 位 #"
岁以下的富豪、十大财经新闻、美国 ’" 位女强人等种种排

行榜遥相呼应。且不论这些排行榜的准确度和可信度有多

高，单是它们在全世界范围造成的影响以及给杂志带来的

巨大声望就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还被世人所熟知的是《福布斯》和《财富》举办的各种

会议和论坛，比如说前不久刚刚在上海举行的全球行政总

裁会议。!""! 年《福布斯》全球行政总裁会议在香港召开，

今年则改在上海举行，明年仍将选址香港，这一方面说明

了《福布斯》是多么看好中国在全球经济局势中的重要地

位，另外一方面也表现了《福布斯》精明的决策眼光。

无论是各式各样的排行榜，还是这种影响范围广、规

格高的全球性会议和论坛，都可以看作是杂志本身树立自

身品牌形象的重要举措。在这方面，《福布斯》和《财富》可以

说是不遗余力，动用一切手段形成和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

从《财经》“银广夏-事件的一举成名，到《新周刊》的新

锐时事周刊定位，从时尚系列的伊人、先生、旅游、时装、健

康、家居到瑞丽系列的伊人风尚、服饰美容、可爱先锋、瑞

丽家居的产品线，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杂志社也已经开始

对杂志进行品牌经营，电视、报纸、户外和杂志媒体本身都

可以看到杂志对自身品牌的广告推广和宣传，杂志媒体也

开始利用传统媒体推广品牌。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财经

类期刊，所能利用的资源远不止这些。在如今媒介市场竞

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能成功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培养起

忠于自己品牌的受众，形成自己的品牌效应，也就意味着

赢得了市场。

小 结

回顾国内现有的财经类期刊，在常见的三四十家杂志

中，除了《财经》、《中国企业家》、《.5 经理世界》等少数几家

之外，大多数杂志都很难区分，就连名字都在围绕着“财

富”、“投资”等。从受众看，都把城市白领作为目标读者；从

内容看，都离不开公司与人物报道；就形式论，都在主打封

面文章或是专题策划，并且关注题材相互重叠，“撞车”时

有发生。在这些方面，需要向国外成功期刊借鉴的地方还

有太多太多。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境外巨头的步伐日渐加快

时，还怎么能继续走这种没有风格、没有创新的老路呢？

我们必须抛开寻求政策庇护的陈旧想法，汲取国外知

名期刊办刊理念，加大高品质、深度报道的力度，同时加快

业界的经营模式和运作规则向专业化和系统化的转变，积

极改进自身，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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