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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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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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6,815,863.38 4,130,136,789.28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2,896,457,790.08 2,990,813,556.93 -3.15 



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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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57,417.82 -74,568,348.60 33.41 

营业收入 785,727,766.52 603,091,002.82 3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3,031,884.49 -23,237,580.04 28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437,006.07 -31,866,781.55 217.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3 -0.84 增加2.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2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2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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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31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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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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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 90,76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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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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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4,435,155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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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6,637,072 0 无 0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0.59 6,571,044 0 无 0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0.59 6,571,044 0 无 0 

《中国汽车报》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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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报》社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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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人民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1 月 25 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和媒体融合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总书记发表

1.25重要讲话半年之际，制定并公布贯彻落实讲话精神的《人民网深度融合发展三年规划（纲

要）》，科学把握“四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积极落实推动媒体融合向纵

深发展的重大要求和战略部署，依据内容产业新的社会化大分工，构建资源集约、结构合理、

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生产体系、传播体系、商业体系。公司以 2019 年为内容科技元

年，加大对互联网科技及应用的再挖掘、再创造和再优化，积极向科技型、智慧型企业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战略调整及机构优化、业务创新及业务整合效果初显，为下半年的社会效益

及经济效益夯实了基础。 

内容能力建设方面，公司持续强化新闻主业，牢牢抓住内容创新这一根本，在新的传播

格局下，推动深度融合，打造体现主流价值的产品形态和内容生态。2019年上半年，公司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围绕两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G20峰

会等重大主题展开的宣传报道立意深远、反响热烈，多语种稿件落地海外主流媒体突破 6 万

条次；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各项报道有声有色，与陆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联合开展的“祖

国在我心中”界碑描红主题活动，深入陆军所属边防部队 70个界碑进行界碑描红和体验采访，



收获众多点赞，内容竞争力和舆论引导力进一步彰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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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显，网评工作取得突破；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发布的 6

篇批驳“恐美崇美”心态系列评论，给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斗争意志正名，全网阅读数超

1,000 万，转载量达 2,260 篇次；以《人民直击》为代表的原创调查栏目，聚焦社会热点，

推动公众持续关注，掀起舆论热潮，正面宣传的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媒体融合发展、全媒

体矩阵建设稳步推进，上半年人民网抖音账号粉丝总数约 1,566 万，快手账号粉丝总数约 547

万，微视账号粉丝总数约 195 万，新浪微博粉丝数约 6,552 万，微信公众号订阅数突破 724

万，社交账号媒体矩阵影响力保持领先；4月 15日全新“人民网号”飞机首航，联动 PC端、

社交媒体、短视频、AR体验等多平台多形式频繁发力，探索全程、全息媒体新思路。国际传

播内容建设、话语体系建设和传播网络建设成效显著，海外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围

绕重大外交活动策划并发表 150多篇“海外网评”，向海外传声讲好中国故事，增进相互了解，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同时，公司以做大做强党建政务平台、做优做活视频平台、做专做细垂直平台为目标，

在打造“党建平台、政务平台、人民视频”几大核心平台方面持续发力。报告期内，“人民党

建云”平台加强 PC端和移动端建设，业务模式得到巩固，深度服务能力和数据能力不断提高。

《领导留言板》“平台化”取得突破，网民给各地干部留言总量达 22 万项，各地通过平台回

应网民诉求总量达 16 万项，创历史新高。“人民视频”平台各类信息增值服务的市场空间得

到进一步拓展，人民网短视频账号推出的两会短视频阅读数破 4 亿，点赞数超 1,700 万，内

容传播、行业应用及交易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事业发展能力建设方面，公司在巩固传统优势业务的基础上，继续在内容运营、内容风

控、内容聚发等新业务拓展上持续发力。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拓展内容运营市场，发挥

政治优势和品牌优势，积极建设垂直类互联网社群矩阵，推出“人民运营暨人民网政企新媒

体平台”，促进“政企服务”和“新媒体”有机融合。内容风控业务呈快速发展态势，审核、

培训等各类业务有序开展，客户规模持续增长，平台搭建及人才建设成效显著，成为公司上

半年业绩增长的主动力。内容聚发业务取得阶段性进展，通过在系统产品化、数据智能采集、

渠道优化推荐等方面持续投入，搭建内容聚发基础平台系统，有效提高了内容聚发业务的分

发效率，扩大了受众范围，提升了传播效果；人民在线舆情大数据业务“云”化取得重要进

展，“众云”平台业务量创新高；环球网传统业务稳中有增，新媒体代运营业务开始崭露头角，

上半年业绩实现同比扭亏为盈；人民健康大健康业务开拓成效明显，上半年收入显著增加。



同时，公司对舆情监测、数据中心服务、移动端设计制作、融媒体中心建设、智能模式识别、

视频交互等系列产品的技术支撑体系进行了持续优化，有效提升了人民网的技术产品质量和

大数据产业服务能力。此外，公司围绕主业在关联产业拓展投资机会，在大数据和健康领域

进行布局，各类资本运作稳步推进，积极发挥了上市公司的平台作用。 

支撑体系建设方面，公司以新闻宣传与市场经营“两分开、两加强”为原则，落实“人

才是人民网第一生产力”理念，构建“管理、专才、创业”三条人才成长通道；通过优化人

民网与分子公司组织架构、运行机制、业务流程，对组织机构和职能定位进行有效调整，夯

实了经营基础，激发了经营活力。2019年上半年，公司组织机构优化、业务创新整合效果初

显，人民网及分子公司取得丰厚的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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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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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