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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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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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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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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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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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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65369999 010-6536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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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ir@people.cn ir@people.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438,281,141.57 4,681,289,870.95 -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74,455,241.77 3,192,975,839.00 -3.7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3,394,506.67 -49,657,417.82 -309.60 

营业收入 704,687,109.22 785,727,766.52 -1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155,495.53 43,031,884.49 -3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465,040.35 37,437,006.07 -42.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82 1.43 减少0.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4 -5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4,0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人民日报社 国有法人 48.43 535,540,064 0 无 0 

《环球时报》社 国有法人 8.12 89,785,957 0 无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7 24,040,404 0 无 0 

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6 15,040,302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1 14,435,155 0 未知 0 

李畅 境内自然人 1.26 13,930,000 0 未知 0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2 8,013,468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64 7,075,400 0 未知 0 

李宁 境内自然人 0.63 6,975,000 0 未知 0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0.59 6,571,044 0 无 0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9 6,571,044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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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人民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实施《人民网深

度融合发展三年规划（纲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和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

战略部署。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履行职责担当，在践行党网使命中做强主

业，在提升创新能力中做优产业，在抓好改革落地中优化管理。报告期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重大挑战和严峻考验，公司坚定发展信心，因时因势谋划，积极应对挑战，采取措施解决业

务受限问题，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在规划纲要的指引下围绕内容主业，加强业务创新，深化机构

与机制改革，有效提升党建质量，为下半年的业务开展和稳定经营打下良好基础。 

（一）国家重点实验室扎实驱动科研创新，“风控大脑”等平台不断增强技术支撑。 

目前，公司已经初步构建了基础研究层、技术支撑层、场景应用层三个层次的内容科技体系。

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依托人民网建设的传播内容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将基础研究与业务场景进

行有机结合，为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内容精准传播、传播网络空间治理提供前沿技术支撑。报告

期内，三位院士加入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实验室在科研规划、学术合作、项目申报、学术交流等

方面均取得了积极进展。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联合打造的“风控大脑”技术引擎，可为其

他业务平台提供人工智能的底层能力。目前，“风控大脑”已完成了初步版本的建设，未来将逐步

向社会开放，输出人民网的专业风控能力。“聚合分发”平台已建成通用大数据中台，可实现 30

多项数据的实时、离线计算任务，“人民智作”平台同时支持百万创作者的内容采集入库及分发，

为各类内容科技应用场景赋能。2020 年 1 月，首届人民网内容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成功举办；

2020 年 3 月，人民网正式发布《2019，内容科技（Con Tech）元年》白皮书。目前，人民网提出

的“内容科技”概念已得到学界业界的广泛认可。 



（二）重大主题报道优势进一步巩固，平台产品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 

2020 年上半年，人民网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推出的原创报道共有 149 篇全网置顶，登上各大网

站和客户端首页头条，其中：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的 72 篇报道

总曝光量达 270 亿；以全国两会为契机，策划推出的融媒体产品“习近平的两会时间”总浏览量

达 600 万次，系列融媒体报道总阅读数达 1.37 亿次。围绕防疫战疫，创新传播形式，实现融合传

播，推出了一系列思想深刻、内容鲜活、形式多样的报道，提振战疫信心，形成强大的正面引导

力。截至 2020 年 4 月 26 日，人民网共发布战疫图文、视频、融媒体报道及产品 18 余万篇，相关

报道在人民网自有平台上阅读量超过 246 亿。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重大主题，策划多组系列报

道，就如何脱贫攻坚进行专业阐释，取得良好传播效果；“攻坚克难——脱贫攻坚网络展”集中展

示脱贫攻坚的成就，上半年点击量超 2300 万，留言 3 万余条。观点评论、深度调查、权威解读、

政策建议四方面内容原创精品建设成效显著，网评影响力持续增强。结合香港国安法，人民网推

出《绝不容许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短板》等 8 篇系列网评，掷地有声地传递中央坚定态度，旗帜

鲜明地拥护香港繁荣稳定。“七问美国政客”系列评论，揭批美国政客造谣成性、疯狂甩锅的丑恶

面目，通过 9 个外文语种同步对外发表后，收获数万网友评论点赞。 

公司稳步推进全媒体矩阵建设，各账号在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始终保持领先优势。2020 年上

半年，人民网官方微博粉丝数 7607 万，增长 669 万；官方微信粉丝增长 460 万，总数突破 1200

万，累计阅读量同比增长 92%；短视频（抖音、快手、微视）总粉丝数 7088 万，增长 2174 万。

国际传播能力持续增强，截至 2020 年 6 月底，人民网运营的人民日报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群粉丝总

数超 1.06 亿，人民网 32 个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群粉丝数达到 1800 万，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全新版的“人民党建云”平台，包含党建资讯板块、党员在线学习教育、

党务管理、党政专业数据库、党建大数据服务五大板块，目前已正式服务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各领

域党组织 11210 家，上线 3000 多门党课，日收录党建分析数据过万条。《领导留言板》进一步发

挥密切联系群众的平台桥梁作用，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真实、管用，上半年促成

各级党委政府回复办理网民留言达 27 万件，同比增长 68%；抗击疫情期间，发挥特殊作用，帮助

2 万多湖北及各地受疫情影响的群众和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各地应对疫情、复工复产的数据情况，

被采纳为中央有关部门数据报告的固定组成部分。“人民视频”客户端改版，优化首页内容展示逻

辑，优化视频拍摄、发布的功能和流程，让用户能更便捷地在手机端快速生产内容。人民智云客

户端全面升级产品和服务，积极探索新业务模式；2020 年 3 月，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与人民网联

合组织的千万大学生“同上一堂课”的思政云课堂在人民智云客户端与咪咕视频客户端同步开讲，



期间共计 5027.8 万人次观看了在线直播；为纾解疫情造成的企业用工荒与高校毕业生求职难，推

出大学生就业平台，并同步开通人民智云“校招”频道、乐学习频道，为企业与高校提供“云端

见”一站式就业对接服务。人民好医生平台推出“新冠肺炎求助者信息平台”，发起成立“人民好

医生公益援助联盟”，积极应对疫情。 

（三）积极应对疫情挑战，着力推进转型发展。 

人民网紧紧围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重要工作，积极应对挑战，全力抢抓机遇，稳固传统

业务，发力新型服务，推动业务转型。 

克服疫情负面影响，传统业务危中寻机。报告期内，客户广告投放需求减少、整体意愿较为

低迷，公司传统广告及宣传服务收入有所下降，加之原有的赛事、展览等各类线下活动因疫情取

消或暂缓，导致公司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服务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8%；受运营商及公司业务转型

影响，报告期内，传统 SP 移动增值业务收入下降较为明显。对此，公司主动采取措施应对挑战，

积极开展老客户的续签和大客户的维护工作，不断挖掘潜在新客户，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创新服

务方式，稳固广告业务的市场份额；主动转换思路，尝试在疫情特殊背影下转化传统业务模式，

以“线下转线上”为着力点，将各类赛事、展览活动转为线上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力，扩

大公司在线上活动及赛事服务平台方面的影响力。 

推动内容科技转化，促进新业态良性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内容运营、内容风控、内容聚发

等内容科技服务业务保持健康发展态势。“人民运营”紧扣重点工作，梳理、打造和升级产品线，

为合作单位及客户提供了高质量的运营服务。内容风控业务总体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剔

除个别客户非经常性定制业务带来的偏离影响后，业务收入呈现稳步增长。人社部 2020 年 5 月新

增“互联网信息审核员”工种，为行业发展注入政策红利。作为国内首家面向社会发放互联网内

容风控师证书的机构，人民网计划在三年内建设具备公共服务能力的智能风控平台，面向社会提

供分级培训、分项评估的风控人才培养体系，为内容风控产业培养优秀专业人员。聚合分发和人

民智作业务在智能终端、移动应用等领域深入拓展，人民网科技公司前期战略性研发投入在报告

期内开始成果转化，全面赋能业务拓展，上半年营业收入实现稳步快速增长。人民网科技公司推

出的消费券聚合分发平台“开券”APP 已与支付宝、云闪付、京东等达成合作，打造需求方、平

台侧、消费者三方共赢的全新业务模式，构建发券、支付和宣发三位一体的全新应用场景，并纳

入首批国家发改委“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计划。此外，疫情加速了产业线上迁移和云化进程，

给数据产业、技术服务带来了新的发力点，报告期内，公司主动对接市场需求，有效提高了数据

产业创新服务能力。人民在线“众云”平台产品智能化、模块化程度持续提升，提供 SaaS 化服务，



上半年陆续上线智能监测、智能预警、智能报告、智慧大屏等功能模块；“人民星云”项目在卫星

数据业务方面拿下多个商业订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2020 年，人民网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创新优势，积极参与教育部等四部门部署的“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积极申报全媒体运营、舆情监测与分

析、互联网内容风控三个行业的社会评价组织机构，力争发挥行业龙头作用，参与制定行业类证

书和标准，为技术技能人才拓宽成长通道，拓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本领。 

（四）扎实推进股权激励试点，激发体制机制创新活力。 

公司积极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作为首家试点股权激励的中央国有文化上市公司，扎

实推进和落实股权激励事项，助力实现企业发展与核心骨干的深度融合。2020 年上半年，公司积

极围绕三年规划目标和新移动时代战略，优化内部制度、完善工作机制、调整机构设置、明确岗

位职责、重塑管理流程，提升战略、组织、内容、运营、财务、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管

理水平，加强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优化升级组织机构，搭建支撑发展战略的职能和架构体

系，形成良性竞争的文化氛围。加强财务管理，不断夯实“集团财经政策、会计核算制度及财务

信息化平台”三处基础建设。落实“人才是人民网第一生产力”理念，加快构建“管理、专才、

创业”三条人才成长通道。改革考核体系，所有部门推行绩效考核，激励与约束相结合，激发发

展潜力、释放创新活力、提升效率效益。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要

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

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

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

数据不予调整。 

具体变更内容及影响详见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