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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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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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 6038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庆兵 宋波 

电话 010-88050888 010-880508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9号金隅大厦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9号金隅大厦 

电子信箱 xxpl@xinhuanet.com xxpl@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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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8,241,991.81 3,957,482,978.77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85,171,247.60 2,833,597,458.26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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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44,822.24 -40,777,392.69 -266.73 

营业收入 598,541,364.60 592,218,145.73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6,235,309.83 110,623,240.85 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317,639.80 77,728,263.40 -48.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04 3.98 增加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39 0.2131 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39 0.2131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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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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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通讯社 国有法人 59.79 310,302,420 310,302,420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一户 
国有法人 2.20 11,418,780 11,418,780 无 

  

中国新闻发展深圳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18 11,288,890 11,288,890 无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4 9,549,290 9,549,290 无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5 7,525,928   无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5 7,525,927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78 4,064,989   未知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74 3,835,390   无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3 3,762,965   无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

华资产金润 24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2 3,224,45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华通讯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及中国新闻

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企业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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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势头，新闻报道亮点频出，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持续增强，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对规范运作的

相关规定，勤勉、高效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信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 2019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榜单中，新

华网排名第 27 位，持续居于新闻网站前列。 

（一）网络宣传主阵地职能持续巩固 

1、重大主题报道引领网络舆论。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报道作为采编工作的核心，调集全网力

量、整合各方资源，对总书记重要活动、重要讲话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式的盘点和解读，

推出原创作品 421 个，稿件平均转载达 430 家，部分稿件转载量超 2000 家。推出《讲习所开讲了》

《纸短情长》等“爆款”短视频产品，持续占领全网终端平台“头部”空间。完成“学习进行时”

专栏改版，强化全社核心报道融合展示平台功能。重大主题报道主力担纲、亮点频现，两会报道

中独家担纲 16 场部长通道直播报道，“读懂两会”系列网评、《履职故事》系列微访谈、《一路前

行》等微视频产品共同打造强大舆论声势。 

2、视频产品体系日趋丰富。稳步推进视频化战略，各采编部门、地方频道紧密协作，加大采

集制作力度，视频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大力发挥媒体创意工场支撑作用，推出多款浏览量过亿的

“现象级产品”，《纸短情长》《全息交互看报告》等产品充分发挥 MOCO系统、MR 智能演播厅技术

优势，受到广泛赞誉。优化《直播联合国》《四季的味道》等品牌栏目，推出《追梦中国人》《有

话》等短视频节目，其中《直播联合国•打结的手枪》在第七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获得年度优秀

网络视听专题节目奖。打造《早六晚五》等音频节目，生产音频产品 3000 余条。 

3、移动化转型稳步推进。深入实施“两端并举、移动优先”战略，移动端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进一步增强。新华网客户端初步搭建起差异化内容架构和产品体系，“新华 30 秒”等原创短视

频栏目各平台总访问量快速增长，“基业长青”等定制化产品影响力不断扩大，“正能量传播计划”



等有效激活目标用户，日活数和月活数等核心指标增长迅速。“两微”平台构建独特内容建设路径，

“大学来了”“假如你认识”等全新栏目形成鲜明品牌，长图、条漫、Vlog 等创新形态受到广泛

欢迎。 

4、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显著提升。以主场外交和领导人出访报道为主要突破口，对内对外一体

化策划、一体化传播。推出《从这些关键词看懂“习外交”》等一系列英文原创报道，有力宣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出大型多语种融媒体专题，全方位聚合展示总社及全网多

语种报道。制作《这个三月，世界聚焦中国》《五色之韵》《文明之约》《伙伴》等短视频外语版，

实现精品内容跨语种传播。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南亚媒体论坛。 

（二）经营工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公司积极推动机制创新，经营工作呈现稳步发展态势，为经营工作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升

级“前店后厂”模式，继续重点打造新华睿思、数字影视、数字视觉、智慧党建等创新型业务和

产品。产品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已汇聚通信、传媒、互联网等融合创新能力，充分打造 5G

入口应用平台；持续优化和升级新华睿思数据云图分析平台 V4.0 和新华睿思•数媒智慧分析平台

V1.0，成功上线新华睿思•舆情 APPV1.0；持续完善新华网车媒体智能生态系统；时间的光辉•瓷

生物乐园全息沉浸式艺术特展北京首展展开引起热烈反响；“党建中心”业务加快规模化落地，推

出智能党建系列硬件。 

（三）技术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技术产品化和市场化速度加快，平台建设和应用创新取得新的突破。超级编辑部 4.0 建设顺

利推进，图像识别、视频处理、智能索引、智能内容安全审核等研发工作取得进展。推广新华云

视频服务平台等一期成果应用，为视频制作发布等业务需求提供支撑。新华云运营管理专业化水

平进一步提升，全网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进一步增强。完善新华网车媒体智能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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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通知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相关要求编制 2019 年

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根据财会[2019]6 号，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自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起，对财务

报表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将原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

个项目；将原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

个项目；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等； 



（2）将利润表中“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增加“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等； 

（3）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资产相关还

是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股东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和“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

存收益”项目的填列口径等。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没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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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田舒斌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