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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人民网 股票代码 6030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楠 王习习 

电话 010-65369999 010-65369999 

传真 010-65369999 010-65369999 

电子信箱 ir@people.cn ir@people.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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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733,174.87 2,444,838,047.36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89,624,569.51 2,143,799,425.89 -2.53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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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0,349.61 -35,851,714.22 122.68 

营业收入 412,587,224.37 291,634,753.76 4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478,745.98 64,909,280.62 5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856,913.43 64,376,251.68 5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8 10.02 减少 5.4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8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8 28.57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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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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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4 132,242,255 132,242,255 无 0 
 

《环球时报》社 国有法人 8.62 23,820,034 23,820,034 无 0 
 

中银投资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0 8,013,468 8,013,468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三户 
其他 2.50 6,910,569 6,910,569 无 0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

发展中心 
国有法人 2.17 6,010,101 6,010,101 无 0 

 

英大传媒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7 6,010,101 6,010,101 无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2.17 6,010,101 6,010,101 无 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5 4,006,734 4,006,734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诺

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1.05 2,899,906 0 无 0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5 2,073,171 2,073,171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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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秉承"权威性、大众化、公信力"的宗旨，为成为"多语种、全媒体、全

球化、全覆盖"的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而不懈努力。在网站建设、新闻报道、业务经营等方面均

取得良好成绩。具体表现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对人民网首页进行了改版优化，页面打开速度、加载正确率均大幅提升，

网民访问体验进一步改善。2013 年上半年，人民网在 Alexa 全球网站排名中稳定在 160 名左右，

根据内部统计数据显示，人民网上半年日均访问者数较去年日均数增长 52.24%。在总网站建设

改进优化的同时，公司承建和开发的其他网站也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2013 年 2 月，公司主办的中国人才网正式上线运行。网站着力突出宣传性、工作性、互动

性和服务性，旨在建设成为传播中央精神的重要阵地、交流工作经验的有效渠道、展现人才风

采的生动窗口、服务创新创业的便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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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网方面持续发力、加速布局。报告期内推出的"人民新闻客户端 2.0 版"在内容整

合与深度、产品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全新变革，并凭借权威的新闻资讯、独特的创新优势、良好

的用户口碑，荣获"中国智能手机应用大赛"创新奖。 

2、在新闻报道方面，继续保持"全面、海量、深度"的特点，主动挖掘新闻源，深入现场，

授权发布重要新闻，并积极完成事后舆论引导，彰显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权威性及影响力： 

为做好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两会”）的新闻报

道工作，人民网提前策划、精心准备、通力协作、全网投入。启动"两会报道全媒体合作平台"，

并率先推出全媒体、多语种的 2013 两会专题，新增"图解十年两会"、"炫图表"等专题栏目，为

网友提供更为"形象化"的新闻，取得良好反响。为进一步提升互动性，开展"两会热点在线调查

"，以开通微信方式收集网民意见，并通过手机网、手机报、手机客户端等无线平台调动年轻人

群对两会话题的参与热情。 

4 月 20 日，芦山地震发生后，人民网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快速、全面报道灾情，派

记者随李克强总理专机前往地震灾区，对抗震救灾报道实行全天候直播。开设"辟谣澄清"、"闻

道"等专题栏目，还原新闻报道的理性与真实性、关注震后心理疏导及人文关怀。 

6 月 11 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人民网精心制作相关专题，并派出记者奔赴现场

报道，成为酒泉新闻发布会唯一获得提问机会的网络媒体，也是唯一被获准视频直播发布会及

见面会的网络媒体。除了以视频、图片、文字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深入解读神十发射的台

前幕后，公司还将精彩的新闻内容延展至移动互联网平台，通过前期对细化受众市场的调研，

适时开发出"神十来了"、"太空达人"两款 APP 应用，集科普、娱乐、互动、权威资讯为一体，

并为后期优化更新留下接口，其后期效应尤可期待。截至报告期末，"太空达人"下载量已超过

12 万次。 

3、201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4.13 亿元，同比增长 41.47%；净利润人

民币 1.03 亿元，同比增加 52.75%，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1 亿元，同比

增加 54.8%。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25.1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人民币 20.90 亿元。 

主营业务方面，广告及宣传服务作为公司支柱业务，仍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实现收入人民

币 2.16 亿元，同比增长 39.89%；信息服务业务收入人民币 0.88 亿元，对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

移动增值业务作为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实现蓬勃发展，报告期内该业务收入约为人民币

1 亿元，同比增长 121.71%。 

 

3.1.1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12,587,224.37  291,634,753.76  41.47  

营业成本 194,957,887.41  118,445,475.86  64.60  

销售费用 84,476,853.37  61,412,196.47  37.56  

管理费用 46,243,423.73  40,200,007.14  15.03  

财务费用 -24,220,895.83  -12,956,700.93  8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30,349.61  -35,851,714.22  122.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4,203,490.62  -13,088,654.26  4,563.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0,000.00  1,283,173,145.60  -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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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广告及宣传服务收入和移动增值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随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广告及宣传服务、信息服务和

移动增值业务渠道成本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业绩提升，相应销售人员工资、奖金增加及营销费用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相关管理运营支出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接受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上年度公司上市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3.1.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互联网信

息服务 
300,328,254.53 130,879,586.76 56.42 25.93 44.55 

减少 5.61个

百分点 

其他 112,258,969.84 64,078,300.65 42.92 111.21 129.66 
减少 4.59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广告及宣

传服务收

入 

215,614,109.49 89,166,542.25 58.65 39.89 43.19 
减少 0.95个

百分点 

信息服务

收入 
88,288,175.04 43,472,888.42 50.76 4.67 53.76 

减少 15.72

个百分点 

移动增值

业务收入 
99,892,933.59 58,734,157.91 41.20 121.71 123.54 

减少 0.48个

百分点 

（1）广告及宣传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对人民网网页进行了改版优化，改版涉及 20 余个频道，新增广告位 70 余

个，改版后首屏广告位点击率较以往有明显提高。2013 年上半年，公司广告合同签署量同比增

长 16.01%，其中大客户数量同比增长 81.48%，此外，随着渠道拓展力度不断加大，广告渠道

销售收入进一步增加。除母公司外，子公司环球在线也在广告业务上取得了良好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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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服务业务： 

信息服务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其中子公司人民在线相关业务仍保持较快速发展，

在网络舆情刊物发行及舆情监测业务收入上均取得较快增长，新开发的舆情培训等业务发展情

况良好，为公司未来业绩进一步增长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母公司信息服务收入同比略有下降，

其中新闻信息及数据库销售收入趋于稳定，下降主要由于个别大额信息服务订单在去年已执行

完成所致。 

（3）移动增值业务：  

2013 年上半年，公司移动增值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其中母公司移动增值业务收入增长

120%左右，各项子业务均取得不同程度的增长，体现出蓬勃的发展潜力。人民手机报成为中国

联通超级体验包首批合作伙伴，向用户推送社会新闻视频版，拓展手机报后向模式；手机动漫

业务成功接入中国联通动漫运营中心，并成功成为中国移动"漫画文史"内容合作商，预计将为

动漫业务带来新的增长点；手机阅读业务与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重点合作杂志独立包业务，

该业务的推广已对收入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外，子公司人民视讯收入增长显著，较去年同

期增长 150%左右，其收入主要来源于与三大运营商开展视频业务合作。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409,979,395.07 42.40 

国外 2,607,829.30 -30.02 

 

 

3.1.3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受众、品牌、新闻内容和客户资源及渠道上的优势，核心竞争力

未发生变化。 

 

 

3.1.4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认购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为 600633，证券简称为“浙

报传媒”）非公开发行的 2,158,273 股股票，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3.90 元/股。 

 

 

(1) 证券投资情况 

序

号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金

额（元） 

持有数量 

（股） 

期末账面价

值 

（元） 

占期末

证券总

投资比

例（％） 

报告期损

益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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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股 

股票 
600633 

浙报 

传媒 
29,999,994.70 2,158,273 29,999,994.70 100 539,652.18 

合计 29,999,994.70 / 29,999,994.70 100 539,652.18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与本报告同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单个子公司的净利润没有出现对合并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的情况，

公司主要子公司及参股公司详细情况请参见本报告第八节之“子公司情况”。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2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2.1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3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2013 年 7 月 11 日为股权登记日，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实施现金红利发放，以总股本 276,422,764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2,032,520.20

元。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3  其他披露事项 

3.3.1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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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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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商务部批准，本公司于 2013 年 2 月出资 116.51 万元在旧金山设立人民网美西有限责

任公司（英文名：People's Daily Online West USA Inc)。 

经商务部批准，本公司于 2013 年 2 月出资 249.93 万元在悉尼设立人民网澳大利亚有限

责任公司（英文名：People's Daily Online Australia Pty Ltd)。 

2013 年 5 月，本公司出资 1,000 万元在上海设立上海谷羽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马利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