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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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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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报的指导意见，为保持利润

分配政策连续，展现公司未来发展信心，保障股东获得持续稳定回报，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

发展，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定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61元（含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1,105,691,056 股，以此计算拟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78,016,260.02 元（含税），本次现金分红占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5.93%，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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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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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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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人民网是由人民日报社控股的上市公司。作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排头兵、网上的人民日报

和人民日报社媒体融合发展的“旗舰”，人民网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宣

传思想工作、媒体融合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把报道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宣传阐释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和最重要的政治责任。人民网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坚持守正创新、融合发展，铭记党和人民赋予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和使命，

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积极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

决策部署，及时传播国内外各领域信息，做“党的主张最专业的传播者，人民利益最坚强的捍卫者”。 

公司聚焦内容主业，加强原创内容建设，打造观点评论、深度调查、权威解读、政策建议等

内容原创精品，不断巩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龙头”地位。加强内容科技研发与应用，拓展内容

运营、内容风控、内容聚合分发三大新型内容业务，加快在健康、体育、数据等相关垂直领域的

拓展。依托传播内容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不断加大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的研发投入和产业

布局，以资本+技术双轮驱动，积极向科技型、智慧型企业转型，力争成为全媒体时代的内容科技

领军企业，实现人民网的政治价值、传播价值、品牌价值、平台价值和资本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以下几类： 

1、广告及宣传服务业务：依托人民网官网以及环球网、海外网等子公司网络运营平台，活动

及赛事服务平台，在网站、客户端、互动社区等页面、栏目上，通过文字链、图片、多媒体等表

现形式为客户提供多维度的广告及宣传服务。 

2、内容科技服务业务：公司聚焦内容主业，发挥在内容领域的独特优势，在以人工智能、大

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科技体系的支撑下，为客户提供内容风控服务和聚合分发服务，业务

范围涵盖图文、音乐、网络文学、动漫、音频、视频、公众号、小程序、游戏、广告、运营活动

等；基于新媒体平台的运营经验，为客户提供各类网站、客户端、国内外社交媒体的建设及相关

平台的内容运营服务。 

3、数据及信息服务业务：公司通过大数据平台和 SaaS 化产品，向用户提供舆情大数据分析、

舆情咨询研究、卫星数据应用等垂直领域的智能化、个性化、多功能、安全性数据服务；通过自

身运营及与电信运营商合作的方式，通过移动平台，向用户提供新闻、舆情、生活、娱乐等信息



服务。 

4、网络技术服务业务：公司依托完备的技术设施、专业的网络及安全技术人员、先进的管理

理念，面向社会用户提供网站建设、主机托管、网络接入等专业技术服务，同时依托专业研发体

系，提供软件开发服务及软件平台建设服务。 

5、其他服务业务：公司开展的其他咨询服务、培训服务及其他服务业务。 

根据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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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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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997,521,177.61 4,681,289,870.95 6.76 4,130,136,789.28 

营业收入 2,100,411,078.52 2,150,120,012.52 -2.31 1,693,704,754.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8,309,916.75 336,834,293.88 -5.50 213,891,289.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8,454,171.24 274,959,814.26 12.18 195,079,813.6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365,426,831.26 3,192,975,839.00 5.40 2,990,813,556.9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2,401,702.72 568,358,878.74 -13.36 312,229,933.4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9 0.30 -3.33 0.1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9 0.30 -3.33 0.1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71 10.91 减少1.20个百分点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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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916,714.44 383,770,394.78 459,230,646.52 936,493,3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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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725,054.60 49,880,550.13 69,473,323.72 222,681,09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4,713,120.33 46,178,160.68 66,462,659.56 220,526,471.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3,746,230.99 -9,648,275.68 159,579,755.35 536,216,4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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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59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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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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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环球时报》社 0 89,785,957 8.12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 
-7,739,800 16,300,604 1.47 0 未知   国有法人 

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0 15,040,302 1.36 0 未知   国有法人 

李畅 1,799,000 14,230,000 1.2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0 8,013,468 0.72 0 未知   国有法人 

华夏基金－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基金－汇金资管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0 7,075,400 0.64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0 6,571,044 0.5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0 6,571,044 0.5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9,283,450 5,151,705 0.47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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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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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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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49.98 亿元，较年初增长 6.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人民币 33.65亿元，较年初增长 5.40%。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1.00亿元，

同比下降 2.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3.18 亿元，同比下降 5.50%；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 3.08 亿元，同比增长 12.18%。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4.92 亿元，同比下降 13.36%。公司总资产和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实现双增长，经营质量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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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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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及孙公司共 45户，详见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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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4户，详

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第八点“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