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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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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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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3,391,618.85 3,699,325,815.55 -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23,529,092.74 2,733,950,515.33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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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6,303.69 -97,902,838.72 89.33 

营业收入 562,237,401.39 581,155,217.00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609,852.41 31,571,878.76 -19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5,126,876.83 -33,650,297.33 -4.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5 1.16 减少2.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3 -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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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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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 94,910,136 0 无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国有法

人 

2.17 24,040,404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七组合 未知 1.59 17,564,058 0 无 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45 16,02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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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13,691,018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未知 0.76 8,350,423 0 无 0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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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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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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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中央领导的要求和人民日报社编委会的整体部署,积极投身人民日报媒体

深度融合。以“做好网上的人民日报”为目标，努力做最好内容的网站、最好服务的平台。牢牢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全力推进新闻报道创新，融通内外资源，打造融媒平台，公司新闻宣传和各

项事业稳中有进，稳中提质。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 

1.再造采编体系，全力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进程 

报告期内，人民网打破围绕频道采集的格局，集中各平台精英和专业视频采集制作人员组成

采访中心，重大活动、重大主题、突发事件、舆论热点策划采访，引导制作全链条运行，一体化

运作。同时，按照人民网媒体形态，成立具有总编室功能的编辑中心，打通总网与地方频道，国

内与海外，PC端与移动端，网内渠道与外部平台所有资源，落实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总编调度

中心、采编联动平台的采编要求，内容总成、终端呈现，形成一次采集、多种产品、多媒传播的



大融合格局，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的增强。报告期内，在中央网信办发布的中

央重点新闻网站综合传播力排行榜中，人民网始终位居第一。 

2.全面深入做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宣传报道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除第一时间收录、传播习近平总书记重大活动和重要

讲话外，还围绕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出有特色、有力度、

有深度的系列解读作品，逐渐形成了“自采原创+专家解读、系列图解、H5 策划”等多元呈现、

组合出击的报道模式，提升讲话精神在 PC端、移动端的传播力、影响力。如：“六一”儿童节推

出的《“大朋友”习近平寄语儿童：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系列解读稿件《习近平擘画“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划定生态红线 推动绿色发展》等。 

依托国内外资源优势，精心组织习近平主席重大外事活动宣传报道。围绕习总书记 4 月出访

芬兰并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6 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并出席上合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阿

斯塔纳世博会、7 月出访俄罗斯和德国，人民网国内编辑和海外分公司密切配合，内宣、外宣同

步推进，形成“围绕一条线、全网一盘棋”的报道局面；在报道手段上，除了常规中文和多语种

专题外，还加大视频报道力度、增加视频内容呈现形式，推出多条质量佳、口碑好、影响大的作

品。如：人物微纪录片《被习主席点赞的“熊猫侠”》以纪实手法介绍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鲁斯

兰的事迹；视频《俄罗斯街采：如果有机会见到习近平你想对他说什么？》受到广大网友的热切

欢迎，并在俄罗斯 VK平台进行推送，发布 3天，该视频在闪拍上的浏览量为 209 万次，在人民网

微博上的浏览量达 35万次。 

3.高标准做好重大主题报道 

2017年全国两会报道，在稳妥中求新求变，不仅有常规的专题、高端访谈、可视化图解、两

会热点调查和“我托书记省长捎句话”等传统精品版块，还首次组建多个工作室，倾力打造直播

盛宴、策划融媒体新闻产品。其中 2 分钟动画短剧《“剧透”2017 全国两会》，以模仿增强现实

效果的动画短剧来展现 2017年两会的重大看点，一经推出，点击量便过百万。该短片受到中央网

信办的肯定，并被全网推送，最终总覆盖受众数过亿，被称作 2017全国两会的第一个新媒体“爆

款”。人民网与腾讯网合作，重磅推出超 100 小时的大型视频直播节目《两会进行时》，每天 9

小时在 PC端、移动端不间断视频直播两会，截至 3月 15日两会闭幕，《两会进行时》的总浏览量

超过 1.38亿，创下了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两会报道的新纪录。 

今年 5 月，人民网承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场外交报道，并由外交部授权独

家承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官方网站，开设和运营论坛的官方微信、海外脸谱帐号。



官网页面浏览量超过 185万；直播峰值带宽达 18G、VV总量为 224万；人民网 3000多篇稿件通过

PC端、移动端、两微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全方位推送，多篇原创报道被中央网信办通知全网

推送，海外媒体累计落地 300余篇次，覆盖海外用户 1.2 亿人次；官方微信粉丝量超过 2万，官

方脸谱关注和点赞数超过 30万。 

在庆祝香港回归 20周年的宣传报道中，人民网积极发挥资源优势，采访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

官员、港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知名港商等高端人士，历数香港回归 20年发展成就，畅想香港

美好未来，推出了“20 年•20 人”人物访谈；从中央对港政策、香港竞争力历年变化情况、香港

取得的世界第一等多个角度回顾了香港回归 20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和成绩。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人民网推出“回访习主席走过的部队”系列报道，引发军

地广泛关注。记者分赴习主席近年视察过的 10支基层部队，囊括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以及

武警部队等各军兵种单位。从新疆喀什的武警某特勤中队到海南三亚的 “海口舰”，从中蒙边境

哨所到福州的“强军精武红四连”，足迹贯穿祖国东西南北近万公里。特稿《不恋闹市恋山沟——

火箭军某部深山营队的官兵面孔》，讲述深山官兵不为人知的故事，让广大网民看到人民子弟兵的

忠诚、担当和奉献。采访中蒙边境哨所后写出的《跟着三角山边防战士去中蒙边境巡逻》，直击“北

疆卫士”精神之所在、军魂之体现。还邀请朱德之孙、刘伯承之子、贺龙之女三位红色后代做客

“将帅后人”系列访谈，回顾了将帅们参与人民军队创建的历史，战争年代的感人故事，以及将

帅们在治家、教子、生活情趣方面的典型事例，并与网友分享了对建军 90周年的感悟。系列访谈

力求以小见大，还原这些叱咤风云的将帅真实、感人的一面。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之际，人民网记者走进内蒙古部分盟市及旗县集中采访，充分展

示草原风光、内蒙古全域旅游发展现状以及 7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

历史变化，充分展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自治制度在内蒙古的伟大实践。 

4.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打造多系列重头原创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昂扬奋进、砥砺前

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网推出了“砥砺奋进的五年”专题报道，并持续策划推出

一系列融媒体新闻产品，展现这五年里国家在扶贫攻坚、重大工程、三农、依法治国、改善民生、

全面深化改革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效，以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其中大型融媒体系列报

道《喜迎十九大 触摸获得感》，以 32家地方频道的采编力量为触角，深入地方基层一线，用笔触、

镜头、图片、视频，深入基层，从总书记调研过的福建宁德下党乡，到江西丰城的留守儿童，浙

江农民的“村淘”新时尚，四川凉山的悬崖村，山东沂源的樱桃产业链，广西宜州的村民自治第



一村，重庆城口县的“森林人家”农家乐，目前，《喜迎十九大 触摸获得感》已在人民网首页头

条重磅推出 16篇报道，用一个个鲜活故事，生动反映十八大以来基层改革发展的喜人变化和人民

群众的真实感受。按照一省一篇的报道计划，该组系列报道将持续到今年 9 月。同时，还特别推

出“砥砺奋进的五年•驻村蹲点话脱贫”调研采访。人民网两位记者分别去到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山

东村和安徽黄山江田村驻村一个月，与当地基层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用作品真实报道当地情况。

系列稿件在人民日报落地三篇，人民网视频采访在中央电视台落地一篇，被 160 余家地方电视台

和新闻网站落地。 

2017年 1月-2月，人民网响应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开展“温暖中国”网络媒体新春走基层活

动的号召，结合春节节点，围绕社会民生改善、春运、过年、新年新气象等主题，开展新春走基

层采访活动。自人民网专题《“温暖中国”2017 年网络媒体新春走基层》上线以来，各地方频道

记者采写了大量报道。其中，四川频道发布的《挪穷窝！住新房！开开心心过新年》等稿件引起

了较大社会反响。人民网“新春走基层”活动首次将手机直播作为重要的报道平台，对福建长乐、

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南兰考等 7 个县市进行现场视频报道，内容涉及孤残儿童救助、地方婚俗、

少数民族年俗、春运、古文化、年货等多个方面，引起了众多网友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除了

在直播页面下跟帖晒图回复，更有不少网友表白小编，拉近了人民网与网友之间的距离。 

5.突发事件迅速反应彰显人文关怀 倾力打造网上干群互动品牌栏目 

2017年 8月 8日 21时 19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7级地震。人民网迅速启动突发事件

响应机制，连夜成立报道指挥领导小组，展开多平台联动报道。四川频道记者第一时间直奔地震

灾区，总网记者连夜从北京启程。后方快速制作图文、视频的滚动新闻专区，第一时间发布灾情

信息和救灾进展，通过无人机、视频连线直播、微博微信等平台将现场第一手资料客观呈现。人

民网 9个语种向世界传递灾区情况，法国费加罗报网站第一时间援引人民网英文推特报道。 

人民网的品牌栏目《地方领导留言板》，创办于 2006 年，这是人民网在人民日报编委会指导

下开辟的一个网上干群互动平台，供广大网民群众向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表达诉求、反映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目前已经实现了 31个省市区留言办理和回复的全覆盖，栏目累计吸引百万网

民参与其中，先后有 59 位省委书记、省长通过人民网与网民互动，2300 多位市县一把手公开回

复网民留言，为百姓解决问题超过 80 万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地方领导留言板》不断开

辟留言渠道，网友可通过网页、微博、微信、手机 APP、小程序等多种随时随地与地方领导留言

交流。 

6.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着力做好外宣工作 



人民日报把海外阵地本土化开发、借筒发声、上船出海、加强海外传播能力建设当做重要任

务。报告期内充分发挥多语种的优势，利用图片、文字、图解、视频等多种传播形式，报道了高

层出访、全国两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活动，PC 端和社交媒体同步进行推广，取

得了不错的国际传播效果。今年上半年，人民网原创外文稿件海外落地 35000 件。 

此外，大力运用新兴网络技术，通过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微信公众号、外文移动客户端等形

式拓宽对外传播渠道。截至 2017年 7月 10 日，美国公司运营的人民日报英文脸谱账号粉丝超过

3820 万，粉丝数和点赞数、转发量、活跃度在世界报纸类媒体居第一。推特账号粉丝数超过 364

万。 

7.布局新兴领域，推进战略合作项目 

受中宣部对外新闻局委托和指导，在国新办 2017 年元旦后系列新闻发布会中，人民网承担

“国新发布”新媒体和发布会的全网报道传播任务，创新了新闻发布机制，丰富了发布会报道内

容，较好实现了平台之间、线上线下、内宣外宣、新老媒体“四个打通”的工作要求，周密安排，

扎实推进，以积极有效的工作占据了传播和舆论高地。 

人民网紧跟报社融合发展的战略布局，参照中央厨房的工作思路，以部门为单位，挑选优秀

的采编记者建立融媒体工作室。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各工作室充分发挥新媒体报道优势，

及时性、亲和性、生动性地传递“一带一路”相关信息，展示了中国的领袖风范和大国气象，营

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人民网工作室在高峰论坛前后共推出 11期系列图解，其中《一张图告诉你

什么是“一带一路”》《习近平纵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大项目盘点》《从习

近平的十个比喻看“一带一路”蓝图》4 篇作品被网信办要求全网转发；最高的一篇被微信公众

号转载超过 1000家。此外，《50 秒数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通过节奏感强烈的剪辑

方式，突显与论坛相关的数字，以出众的视听效果交代论坛的基本信息和重要数据。《街采：民众

热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走上北京街头，采访市民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和本次高

峰论坛的感受和观点，为论坛的召开渲染气氛。 

8.经营工作总体稳定，转型发展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人民网围绕平台优势资源巩固传统优势业务，拓展转型发展业务。健康行业整合

初见成效，建设人民健康合作平台，打造“人民健康”品牌，取得良好效果;技术服务抓住机遇乘

势而上，加大对底层技术和产品能力的建设，应用系统向平台化发展，客户端研发水平上新台阶;

在广告业务发展方面，开展架构改革，精细管理，强化服务，进一步提升了人民网资源层面的变

现能力;在移动增值业务层面，公司牢牢把握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机遇，全力打造媒体融合移动新



平台，通过积极开发创新产品、深化产品体验、增加推广渠道。地方分公司加强策划转型突破,

紧密结合各地实际需求，加强组织策划和服务能力建设，为各地量身定制各类主题活动，重点项

目取得了新的突破。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对参股、控股子公司的管理力度，主要控股子公司

业务稳中有升：环球网原创新闻品质提升明显，大力发展移动端传播，PC端与移动端访问量持续

上升，在继续巩固国际新闻与军事报道领域优势地位的基础上，重点发力文旅项目，同时在体育、

娱乐、时尚、视频等领域开展尝试，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影响力。人民在线传统定制化监测

业务和资讯业务收入稳中有升，发布“人民云开放战略”，推出自助化舆情监测平台、在线教育

平台等新业务，智库转型初见成效。海外网借力国拨项目，打造平台化产品取得良好效果，创新

重大选题报道方式，国际传播的品牌影响力明显提升，同时在舆情、直播、旅行等事业板块上全

面发力。人民视讯保持传统手机视频运营方面的优势地位，大力拓展拥有千万级用户以上的大型

渠道，与运营商进行深度合作，在重点省份进行主题营销活动，积极探索以内容运营和流量经营

为核心的新业务新模式。人民体育建立一体化运营平台，通过综合体育内容生产方式创新、不断

完善和优化“体育内容协作生态圈”和“体育产业服务生态圈”的结构和功能，承办了健康中国

马拉松系列赛、围棋名人战等系列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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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印发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 号），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新准则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

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

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

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准则进行调整。可比会计期

间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根据新准则要求，公司以准则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并对本期会计政策进行

调整。具体为：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的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

益”项目，将自2017年1月1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

他收益”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后，“其他收益”科目本报告期金额增加 340.08 万元，“营业外收入”科目本报

告期金额减少 340.08 万元。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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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