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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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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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64,941,398.26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69,665,907.98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6,966,590.80元后，加年初未分配利润763,700,188.10元，减当年已分配利润101,210,725.91元，2020

年当年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815,188,779.37元。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1.28元（含税），共派发红利总额66,435,758.08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将结转入下一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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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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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8050888 010-8805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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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由新华社控股的传媒文化上市公司，是新华社构建“网上通讯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构建内外并重传播格局的重要载体，公司积极发挥网络平台优势，代表中国网络媒体在全球媒体



竞争中积极争夺国际话语权。依托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权威地位和作为世界性通讯社的全球

信息网络，新华网拥有权威的内容资源、广泛的用户基础、优质的客户资源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网络广告、信息服务、移动互联网、网络技术服务和数字内容等主营业务。报

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包括以下几类： 

1、网络广告业务：网络广告业务是本公司的重要收入来源，目前已形成全系列的广告发布形

态，覆盖新华网 PC 端、客户端和手机新华网以及官方法人微信、微博，公司广告业务领域涉及快

消、金融、汽车、科技、能源、健康、旅游、时尚等主要行业，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媒体的优

质网络广告服务。 

2、信息服务业务：公司的信息服务包括多媒体信息服务、大数据智能分析服务，以及举办大

型论坛、会议活动等。公司经常性地为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提供多媒体信息服务。作为国内最

早从事数据智能分析服务的专业机构之一，本公司推出在大数据智能分析基础上的系列服务和产

品，依托权威媒体平台、先进技术手段和阵容庞大的专家队伍，搭建开放平台、整合社会资源，

以网络大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和研判为基础，为客户提供智库类高端产品和服务。 

3、移动互联网业务：公司拥有“新华网”客户端、手机新华网、新华网微博、微信和“新华视

频”产品；拥有“4G入口”/“5G 入口”、手机阅读、移动语音、手机视频、动漫游戏等移动增值业务，

拥有“溯源中国”（含食品溯源、医保药品鉴证核查、工业物联网）等业务，同时，公司提供教育

平台技术服务、在线教育服务和党建活动服务。 

4、网络技术服务业务：本公司凭借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强大公信力、丰富的采编内容资源以

及先进的网站建设技术，为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的网站建设、内容管理、运行维护、

技术保障等服务，建立起国内规模最大的政府网站集群之一。依托云计算基础设施，以视频云直

播、内容云安全、云注册报名系统等产品为核心，提供全线覆盖的云服务解决方案和融合媒体解

决方案。 

5、数字内容业务：数字内容产业是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高度融合的创新产业形态，是 5G 时

代数字经济的核心支撑，公司依托专业的人才团队、先进的技术设施和丰富的内容生产经验，利

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创意数字影视、创意艺术视觉、无人机等现代数

字技术，瞄准视频化、移动化、知识化、智能化方向进行融合形态数字内容的创意、策划、设计、

开发、制作和跨平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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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3,710,360.83 4,198,106,499.50 4.18 3,957,482,978.77 

营业收入 1,433,403,177.47 1,569,884,958.35 -8.69 1,569,315,656.1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4,941,398.26 287,887,614.18 -42.71 285,096,549.3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69,903,116.73 120,486,670.18 -41.98 200,451,341.81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005,039,147.14 2,963,556,480.83 1.40 2,833,597,458.2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80,864,057.68 60,990,263.09 524.47 226,240,861.6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178 0.5547 -42.71 0.549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178 0.5547 -42.71 0.549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51 9.96 

减少4.45个百分

点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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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24,693.46 298,623,080.90 276,235,670.41 713,919,73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8,543,088.76 62,096,584.23 874,685.06 160,513,21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7,365,142.03 39,413,068.07 -25,242,007.39 133,097,198.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2,908,779.57 8,506,015.18 79,103,974.86 366,162,8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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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97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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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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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份

数量 

新华通讯社 -45,622,680 264,679,740 51.00 0 无  
国有

法人 

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45,622,680 45,622,680 8.79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新闻发展深圳有

限公司 
-2,811,700 8,477,190 1.63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

公司 
-2,378,490 7,170,800 1.38 0 无  

国有

法人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0 3,835,390 0.74 0 无  

国有

法人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0 3,763,228 0.73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 
0 3,762,965 0.73 0 无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210,050 3,574,147 0.69 0 未知  其他 

朱雪松 3,302,129 3,502,129 0.67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社保基金 16021

组合 

2,206,140 2,206,140 0.43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华通讯社、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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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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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43.74 亿元，同比增长 4.18%；净资产 30.05亿元，同

比增长 1.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亿元，同比下降 42.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0.70亿元，同比下降 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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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会计政策变更及审批程序等具体内容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审批程序 影响内容说明 

在新收入准则下，不再区分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和建造合同等具体交易形式，按照统一

的收入确认模型确认收入，并且对很多具体的

交易和安排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引。会计政策

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 

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

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

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

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

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临时）会议和第三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会议（2020 年第一次）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的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3）。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

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

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

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首次执行准则

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没有重大影响。 

2、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修订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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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同时，允许母公司或子公司在境

外上市且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其境外财务报表的企业提前实施。

按照要求，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会计政策及审批程序等具体内容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审批程序 影响内容说明 

新租赁准则在租赁定义和识别、承租人会计

处理等方面做了较大修改，出租人会计处理基本

延续现有规定，但丰富了承租人的披露内容。修

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完善了租赁的定义，增加了租赁识别、分

拆、合并等内容； 

2、取消承租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分别，

要求对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

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3、改进承租人后续计量，增加选择权重估和

租赁变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 

4、丰富出租人披露内容，为报表使用者提供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次（临时）会议

和第四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会议（2021

年第一次）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 易 所 网 站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

定，公司根据首次执行

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

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

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

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

间信息。根据新租赁准

则要求，公司将于 2021

年 1月 1日起实施新准

则，并自 2021 年一季

度起按新租赁准则要



更多有用信息。 

与原准则相比，承租人会计处理不再区分经营

租赁和融资租赁，除采用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

低价值资产租赁外，对所有租赁均确认使用权资

产和租赁负债，参照固定资产准则对使用权资产

计提折旧，采用固定的周期性利率确认每期利息

费用。准则仍将出租人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

租赁两大类，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www.sse.com.cn）

的《新华网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4）。 

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不重述 2020 年末可比

数据。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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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2户，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合并范围与上年相比未发生变化。 

 

 

 

 

                                                  董事长：田舒斌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 年 4 月 23 日 

 


