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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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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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阅科技 60353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好胜 孙娟霞 

电话 （8610）59236288 （8610）59236288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四惠

大厦二层2029E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四惠

大厦二层2029E 

电子信箱 ir@zhangyue.com ir@zhangy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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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197,018.75 1,911,656,793.69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89,682,661.43 1,240,683,659.45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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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65,882.41 180,265,207.31 -61.74 

营业收入 980,200,686.68 899,624,258.00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497,809.05 63,937,125.53 7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365,308.65 46,091,711.11 137.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0 5.81 增加2.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6 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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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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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凌云 境内自然人 30.42 121,973,572 121,973,572 质押 18,150,000 

成湘均 境内自然人 28.90 115,874,893 115,874,893 质押 18,150,000 

王良 境内自然人 7.35 29,461,411   无   

刘伟平 境内自然人 5.00 20,049,954   质押 12,545,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4 11,393,102   无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92 7,710,00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时代先锋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1.49 5,966,906   无   

天津爱瑞德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1 4,863,152   无   

深圳国金天吉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02 4,098,459   无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87 3,502,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报告期内，张凌云先生与成湘均先生为公司一致行动



人，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7,848,465 股，占公司股本

59.31%； 

2、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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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持续专注于数字阅读领域，以“让阅读无处不在”为使命，不断深耕数

字阅读生态并围绕主业不断探索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并延伸布局了教育板块。 

2020 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8,020.07 万元，同比增长 8.9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049.78 万元，同比增长 72.82%。2020 年上半年，公司在付费+免费相结合的新

互联网变现模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继续开拓商业化增值业务，用户数量持续保持增长，2020 年上

半年平均月活跃用户数达 1.7 亿。 

（一）数字阅读平台业务 

公司秉持“用户第一”的原则，在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不断优化完善以提升用户体验。 一

方面对阅读场景用户交互界面升级改造，进一步贴合用户需求，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各种创新 在

丰富用户权益同时也向用户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服务。公司运营的数字阅读平台已经打造成为 集

看书、听书、娱乐社交等综合数字阅读服务平台。报告期内，公司阅读平台月活跃用户数量达 1.7

亿，用户数量、人均阅读时长等指标均持续上涨。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于平台庞大的用户和流量规模，在付费+免费相结合的模式下凭借海量

的优质内容和强大的技术运营体系，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度精细化的运营，不断提高数字阅读平台

的商业化价值。 

（二）版权产品业务 



优质内容的沉淀积累和基于内容提供的核心服务是数字阅读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

公司引入了《毛泽东传》、《陈寅恪经典著作集》、《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等数万部优质精品数字

图书内容，以及包括《剃头匠》等在内的大量漫画内容。同时，公司为丰富不同阅读场景下的内

容积累，引进了《芳华》、《侯大利刑侦笔记》、《守夜者 3》等在内的约 12 万小时有声内容。基于

智能合成语音技术的不断成熟，为更好的满足了用户多元化、细分化、多场景化的内容获取需求，

公司积极探索并尝试智能合成语音技术。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智能合成语音技术制作了约 6 万小

时的有声内容，补充了公司有声内容的积累，进一步夯实了内容竞争力壁垒。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版权内容的优势，通过第三方平台分发、IP 衍生价值出售等方式继

续大力开发内容价值，以实现内容多元开发和版权的多维增值。 

（三）其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延伸布局了 K12 教育（阅读相关），投资了从事教育图书读者服务业务的杭

州云梯科技有限公司，并于 2020 年 7 月对主营青少年课外阅读教育业务的山东约读书房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进行了增资。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力数字阅读相关内容的运营，粉丝数量增长近一倍，

公司将持续在短视频平台上通过深挖优质内容满足不同垂直细分领域用户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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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5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

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

更。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要求变更公司会计政策。根据新收

入准则的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2020 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

行会计报表披露，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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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