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司代码：603000      公司简称：人民网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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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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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公司 2016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拟定如下：公司拟以总

股本 1,105,691,056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45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人民币 49,756,097.52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将结转下一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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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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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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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由人民日报社控股的传媒文化上市公司，也是国际互联网上最大的综合性网络媒体之

一。作为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的排头兵与第一家上市的中央网络媒体，人民网致力于做最好内容的

网站，形成了新闻采写、网络评论、在线访谈、社区互动、视频直播、移动互联发布互相配合的

快速、权威、深度的新闻报道模式，日常传播覆盖超过 1.3亿人次，网民遍布 21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公司在 31个省市自治区设立地方分公司，旗下主要子公司包括环球网、海外网、人民在线、

人民视讯、人民澳客等，在日本东京、美国纽约、美国旧金山、韩国首尔、英国伦敦、俄罗斯莫

斯科、南非约翰内斯堡、澳大利亚悉尼、法国巴黎、北欧瑞典以及香港等 1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11个海外子公司或办事处。目前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以下类型： 

（1）广告及宣传服务：公司依托于人民网、环球网、海外网等网页运营平台，在网站主页及

其各频道、互动社区等页面上通过文字链、图片、多媒体等表现形式为客户提供广告服务，广告

客户涉及金融、房地产、食品、家电、通信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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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向用户提供新闻、舆情、生活、娱乐等内容信息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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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新闻信息版权销售以及网络舆情咨询研究、数据库等其他信息增值服务形式，实现了公司优

质原创新闻内容的进一步传播。 

（4）技术服务：公司依托完备的技术设施、专业的技术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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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研发等多项专业技术服务。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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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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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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3,699,325,815.55 3,603,560,236.02 2.66 3,515,547,102.75 

营业收入 1,431,792,603.50 1,604,762,288.77 -10.78 1,584,059,38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6,002,915.63 274,280,594.31 -61.35 330,222,55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690,005.71 184,337,212.10 -94.2 264,094,49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33,950,515.33 2,694,643,635.99 1.46 2,535,475,925.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0,180,415.67 364,992,469.15 -34.20 365,184,219.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25 -60.00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25 -60.00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2 10.46 减少6.54

个百分点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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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797,463.50 289,357,753.50 330,738,109.81 519,899,27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769,656.29 -7,197,777.53 43,551,079.13 30,879,95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0,034,070.47 -13,616,226.86 39,208,133.83 5,132,169.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7,184,985.37 9,282,146.65 -11,046,868.32 349,130,1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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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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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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35,540,064 48.43 0 无 0 国有

法人 

《环球时报》社 -370,000 94,910,136 8.5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0 24,040,404 2.17 0 无 0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七组

合 

17,264,058 17,264,058 1.56 0 无 0 未知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0 16,026,936 1.45 0 无 0 国有

法人 

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0 15,040,302 1.36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784,700 13,691,018 1.24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沪 

7,015,984 9,077,923 0.82 0 无 0 未知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0 8,013,468 0.72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7,075,400 0.64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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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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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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6年末，人民网集团总资产达人民币 36.9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

民币 27.34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 14.32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0.78%。

公司收入下降主要归因于以下几点：1、新兴互联网媒体层出不穷，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公司在广

告宣传及移动增值业务上面临较大压力，相关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相比出现部分下降；2、因股权

转让、少数股东增资等原因，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数量有所减少，文华在线、微屏软件等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3、受行业政策影响，子公司人民澳客原互联网彩票服务业务暂停，报告期

内无营业收入。此外，由于公司业务转型投入较大，营业成本增至人民币 8.23 亿元，同比增长

6.34%，进一步导致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为人民币 1.0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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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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 日，财政部颁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明确：（一）全面试行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

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二）2016

年 5 月 1 日至本规定施行之间发生的交易由于本规定而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应按本规定调

整。 

人民网原会计政策为：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在“管

理费用”核算及列示；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在“营业税金及附加”科

目核算，在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列示。现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人民网会计

政策变更为：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

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在“税金及附加”核算及列示。 

会计政策变更后，人民网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

理费用”科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科目。对 2016 年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税金及附加”项

目增加 591.34万元，“管理费用”项目减少 591.34万元。 

本次修订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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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及孙公司共 36户，详见《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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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3户，详

见《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第八点“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