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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按照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报的指导意见，为保持利润

分配政策连续，展现公司未来发展信心，保障股东获得持续稳定回报，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

发展，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定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31元（含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1,105,691,056 股，以此计算拟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44,845,528.34 元（含税），本次现金分红占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43.00%，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网 60300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奇 周乐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电话 010-65369999 010-65369999 

电子信箱 ir@people.cn ir@people.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人民网是由人民日报社控股的上市公司，是以新闻为主的大型网上信息交互平台，是国际互

联网上最大的综合性网络媒体之一。作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排头兵、网上的人民日报和人民日

报社媒体融合发展的“旗舰”，人民网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1.25 重要讲话精神，铭记党和

人民赋予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和使命，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宣传党的理论路线、

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及时传播国内外各领域信息，做“中国声音最专业的传播者，人民利

益最坚强的捍卫者”。 

在聚焦新闻主业，打造观点评论、深度调查、权威解读、政策建议等内容原创精品，不断巩

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龙头”地位的基础上，人民网着力建设“人民视频”“人民党建云”“领导

留言板”三大移动客户端，积极拓展内容运营、内容风控、内容聚合分发三大内容创新业务。以

内容科技（ConTech）作为建设“四全媒体”的重要手段和路径，不断加大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领

域的资源投入和产业布局，凭借资本+技术双轮驱动，积极向科技型、智慧型企业转型，力争成为

内容科技领军企业，实现人民网的政治价值、传播价值、品牌价值、平台价值和资本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以下几类： 

1、广告及宣传服务：依托人民网以及环球网、海外网等子公司网络运营平台，活动及赛事服

务平台，在网站、客户端、互动社区等页面、栏目上，通过文字链、图片、多媒体等表现形式为

客户提供多维度的广告及宣传服务。 

2、移动增值业务：公司拥有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和包括手机视听节目内容服务在

内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等经营资质，拥有 WAP 门户网站、手机视频、手机阅读、手

机音乐、手机动漫等多项移动增值业务。通过自身运营及与电信运营商合作的方式，在移动互联

网领域，向用户提供新闻、生活、娱乐等内容信息服务。公司发挥在内容领域的独特优势，在技

术体系的支撑下，为客户提供内容风控服务，业务范围涵盖图文、音乐、网络文学、动漫、音频、

视频、公众号、小程序、游戏、广告、运营活动等。 

3、信息服务：公司拥有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等信息

服务类经营资质，已形成完整的“信息采编-策划-信息发布-信息服务”的一体化经营产业链。公

司通过新闻信息版权销售、舆情分析、舆情咨询研究、云服务及大数据服务等为用户提供智能化、

个性化、多功能、安全性的其他信息增值服务；为客户提供各类网站、客户端、国内外社交媒体

的建设及相关平台的内容运营、内容聚合分发服务。 

4、技术服务：公司依托完备的技术设施、专业的网络及安全技术人员、先进的管理理念，面



向社会用户提供网站建设、主机托管、网络接入等专业技术服务。依托专业研发体系，提供软件

开发服务及软件平台建设服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门类

中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大类。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4,681,289,870.95 4,130,136,789.28 13.34 3,650,958,109.61 

营业收入 2,150,120,012.52 1,693,704,754.46 26.95 1,400,241,17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6,834,293.88 213,891,289.28 57.48 89,408,42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4,959,814.26 195,079,813.64 40.95 69,990,47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192,975,839.00 2,990,813,556.93 6.76 2,784,882,44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8,358,878.74 312,229,933.41 82.03 306,335,26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0 0.19 57.89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0 0.19 57.89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91 7.45 增加3.46个百分点 3.2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13,284,917.33 472,442,849.19 431,641,476.05 932,750,76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362,481.18 66,394,365.67 50,636,462.81 243,165,946.58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3,504,466.35 60,941,472.42 45,126,952.24 192,395,85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1,218,295.85 141,560,878.03 270,721,586.94 347,294,709.6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0,6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0,52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人民日报社   535,540,064 48.43   无   国有法人 

《环球时报》社 -2,140,000 89,785,957 8.12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 

  24,040,404 2.17   无   国有法人 

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5,040,302 1.36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4,435,155 1.31   未知   国有法人 

李畅 12,431,000 12,431,000 1.12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8,013,468 0.72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7,075,400 0.64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6,571,044 0.59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6,571,044 0.59   无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环球时报》社为控股股东人民日报社的下属

企业。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9年末，人民网总资产达人民币 46.8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31.93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1.5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6.95%；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3.3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7.48%。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 号），统称为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准则，并根据准则的相

关衔接规定，于 2019年 1月 1日对报表进行了调整。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修订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非金融企业 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公司按照上述文件

要求，编制 2019年财务报表。 

具体变更内容及影响详见《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的会计政

策及会计估计。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9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及孙公司共 41户，详见《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第

十一节 财务报告第九点“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6 户，详

见《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第八点“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